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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聚会催生“恐聚族”——

成绩差的同学怎么都当老板了？
■职场课堂

“哎呀，这不是当年的学霸
李文华吗？好久没看到你了呀，
现在在哪里当老总呀？你可一
直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啊！”刚
踏进聚会饭店的李文华便被门
外停车坪里传来的声音所“震”
住。“怎么，还不认识我了？我
是跟你一个班的王明亮，外号
叫‘光头’的那个。”一说起“光
头”，李文华想起 来了以前 初
中班是有这么一个同学，不过
印象中“光头”是有点像小混
混，经常被老师喊家长，跟如
今站在眼前的这个穿着打扮很
土豪的人怎么也联系不到一起
去。没走几步“光头”便迫不
及待地自曝家底——现在在东
莞做外贸，手下有100 多个工人，
公司的年收入可以达到 1 个亿。

包厢里已经坐满了人，一
走进去，立刻就有好几个人过
来跟李文华打招呼，大家对他
的称呼也 还是“李班长”。 酒
过三 巡，气氛开始活跃 起 来，
在“光头”的号召下，大家开始
发言谈这些年自己在外面的发

文 / 渔书童
1．了解别人的品位。
要知道送礼不是使自己高

兴，而是要让别人开心。任何“试
试他的口味”的物品都不可作
为送礼之选。

2．任何礼物不可包含动机。
应当尽量避免一些有影射

性和特殊含义的礼物。
3．礼物始终还是新的好。
因为没有人会喜欢收到二

手货。
4．勿购“有用”的礼物。
这个建议特别是对那些只

懂得买家庭用品的女人们。实
用的礼物不但没有想像力，更
没有花心思。应该记住你是送
礼物给一个人，而不是给他的
家庭。

5．无论你的礼物是 2 元
还是 2000 元，都首先要撕掉
价签。

送一 份明码 标价的 礼物，
好像在提醒对方，我的这份礼
可是花了多少多少钱。你在期
待回赠吗？还是想做一笔等价
交换、物有所值的生意？一般
认为礼物上贴着价签，是不礼
貌的。对想表达心意的你来说，
也是不聪明的。

6．精心挑选包装。礼品不
同于自用，好的内容重要，好
的包装更添彩。礼品尽可能地
选有漂亮包装。

7．相对来说，送女性礼物
总是简单的，女人生活中的小零
碎儿多，都是你送礼的好选择。

女性天性的女儿性、妻性、
母性，都可以在送礼中大加迎
合。但尽管如此，送女性服装
仍属不智之举。不要说色彩和
款式真是千人千好，难以揣摩，
关键的障碍是尺码——瘦了固
然麻烦，肥了也惹她不快：难
道我就有这胖吗？

8. 来点小创意。如果要送
礼给一个对什么也不感兴趣的
人或什么也不缺的人，那真是
最麻烦的事情。不妨动点脑筋，
请他（她）去看一场极具吸引力
的表演。

9．衡量价钱。
礼物的价值应以你与收礼

者的关系来衡量，以避免令双
方尴尬。

10．个性化的礼物。
自制的礼物是世上独一无

二的，它会表达你的心思。
11．领带和腰带是不宜送

给男性的，除非你和他有亲密
关系。

因为这些东西有要拴住对
方的意思。以此类推，送女性
项链好像也不太合适，更不用
说戒指了。

12．送礼要在实用和不实
用之间掌握好度。

对高人雅士，一卷书可能
比什么都强，但雅人是越来越
少了。不过礼品到底是礼品，不
宜实用过头。

13．避免送鲜货。
即使是给热爱烹调的主妇

送礼，也以不送鸡鸭鱼肉菜蔬为
上。保鲜上的困难不说，拿来就
做、进口就吃的特性会让它作为
礼物的意思变味。顺便说一句，
送营养品、食品、化妆品应注意
保质期，否则会很尴尬。

职场送礼，
想好再出手

职场专家：你该向“差同学”学点什么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李旦
如果要问上班族刚刚过去的这个春节，有没有不爽的事，很

多人会毫不犹豫地甩给你两个字：聚会。先看看网上的吐槽——
“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分身乏术了”，“宝马 X5，奥

迪 A6、Q7……感觉自己弱爆了”。
当然，最揪心的是这种对白——

“老班长，在哪里高就？”
“老地方上班，朝九晚五。”
“你呢？当大老板了吧？”
“我今年准备开三家分公司。想想中学啊，真的感谢你让我抄

了三年的作业”
……
当昔日以“成绩差，不学无术出名”的老同学跟你这么轻描

淡写地来一段对白，你立马觉得自己成了“恐聚族”吧。
此刻，你很想问一个很多白领上班族想问的问题吧？——为

什么当初那些不好好读书的“差同学”都成有钱的老板了？想不
通吧，说实话换谁也想不通，不过，我们不得不说一句，当初那些”
差同学”真有你值得学习的地方。

“相比好学生的高智商，‘差学生’
往往在社会人际交往中表现出高情商。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在社会上打拼的
所谓‘差同学’身上确实有很多值得好
同学学习的地方。”前程无忧人力资源
专家陈慧认为，传统教育意义上的好学
生所具有的循规蹈矩、老实听话等品
质反而限制和影响他们在职业生涯中的
发展。比如好学生从小就听话，对父
母和老师言听计从，少有自己的主见。
而不热衷一门心思读书的“差学生”对
新鲜事物的理解和接受能力很强，这
让他们愿意接受事物的多样可能性，这
种特质让他们在职业发展和事业拓展的
过程中，面对挫折和困难更加灵活和有
变通力。

在陈慧看来，“差学生”虽然学习
不太好，但这并不能影响他们以后的发
展。“差同学大多为人仗义，敢为朋友
两肋插刀，从而为自己赢得了好人缘，
在这一点上好同学应该多多学习，在为
人处世的时候扩大交往圈子，多点称兄
道弟的‘义气’。”

此外，好同学一直在学校里面很
优秀，受惯了表扬，脸皮都比较薄，
在社会上难免有点放不开，这一点他们
也应该向“差同学”学习。陈慧告诉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差学生”由于
经常在学校惹祸，免不了被父母和老
师责骂，甚至受皮肉之苦，久而久之，
就练就了一副厚脸皮，能受常人不能忍
受之苦。所以他们不太顾及面子问题，
从小经历的挫折和历练，让他们更加
敢于表现自己，也更善于去适应多变的
社会。

“对‘差学生’来说，生活中没
有太多标准答案，他们从小就具有一
种乐于冒险的精神，这是好同学身上
严重欠缺的。”陈慧建议那些现如今
过得并不如意的好同学，在以后的工
作生活中可以适当多一点冒险精神，
不要太循规蹈矩的追求一成不变的
生活。

对于“差同学成为老板”这种社
会现象，陈慧提醒广大职场中人，应
以积极理性的角度去看待他们的发
展和成就，没必要去太在意这种所谓
的差距，当了老板并不等于人生就
是成功的，成功的标准是多种多样
的。“作为白领的你们虽然没有成为
土豪，但可能你的精神生活或者是社
会成就感要比他们好很多，你们在自
己的专业领域里的一技之长等等也
是一种成功。”

■专家观点

“差学生”更善于去适应
多变的社会

■场景

多年后，昔日“学霸”惊呆了

成绩差的同学为什么大多
做了老板？这是中国很多优秀白
领想不明白的事。其实，何须大
惊小怪，成绩差的同学当总统
的都大有人在，别的国家不提，
单说美国，历任总统里至少有
9 个是被大家公认的“差学生”。
美国《赫芬顿邮报》曾发布了一
份总统候选人大学读书期间的
成绩单，明确告诉世人很多知
名的政治家，都有成绩惨淡的
读书生涯。

戈尔：最精明的政治家，但
他在哈佛大学读书时，成绩在班
级排名中名列倒数第五。

小布什：从大一到大三，成
绩从来没好过，天文学课程仅获
得了等级 D。

克里：毕业于耶鲁大学，大
学期间成绩超烂，很多课程都只
获得等级 D。

奎尔：奎尔的丑闻称他连“土
豆”这个单词都不会拼写，他甚
至没被印第安纳法学院正常录取，

而是通过了平等教育项目申请成
功。

布什：1988 年美国总统大选
时，他调侃自己的读书成绩：“我
拒绝公布我的中学成绩单，因为
我的化学成绩根本就不及格。”

麦 凯 恩：大学毕业时，他
在 899 个毕业生中，他的排名是
894。

此 外，拜 登、皮 尔斯、尼
克松都属于读书成绩拿不出手
的总统。

■延伸阅读

读书差的同学当总统的大有人在

展。昔日的学习委员邓智勇第
一个被推出讲话，他脸色有点
尴尬地说了句：“大学毕业后没
找到太好的工作就一直在外面
混，现在也还只是个普通的打
工仔，不像其他人都当老板了。”
说完，从不喝酒的他一口干了
整杯白酒。团支书刘尔东因为
爸爸找了关系，在县里的一个
事业单位里上班，用他的话来
说每天的生活就是“混吃等死”，
才三十出头的人看上去一点活
力也没有，聚会也依旧是骑着
他那台“老爷”摩托车来的。“这
政策讨嫌，今年连年终奖都没
有了。”话尾他还忍不住抱怨一
下，惹得大伙捧腹大笑。而当
初被认为最有出息的李文华研
究生毕业 5 年了，也还是一个
普通的白领，一家三口挤在深
圳 60 平米的小屋里。

班级干部自我介绍完，聚
会组织者“光头”便开始热情
的介绍起其他人 来，“这个是
宝哥，现在是我们县建设银行
的副行长；这个是王仔，在上
海那边搞二手车买卖，以后买
车可以找他……”“光头”说得

很快，大家都不怎么记得了。李
文华听到下面不时有人小声议
论，这个谁以前是经常逃课的，
那个谁又是跟隔壁班谁早恋的，
王仔经常是班上考倒数第一名
的，而如今在东莞做外贸的“光
头”是当年为帮一个朋友打架
被学校勒令退学的。

“记得当初王老师说我是出
去扫街都没人要的，我还偏就
不信这个邪了。这些年修铁路、
摆地摊、推车卖水果什么都干
过，最终还是让我找到了一条生
财之道。感谢各位班干部当年
对我的照顾之情。”胖哥说这话
的时候有点眉飞色舞，大家也听
出了他的所谓“照顾”之意，敬
酒的时候班长几个都有点不好
意思的说了句“以前的事抱歉”。

胖哥刚说完，贺泰就开始
谈他的创业史了：“你那算什么？
我当年初中没毕业就跟着别人
在外面卖烧烤，冬天里特别冷的
时候冻得全身直打颤。卖了几年
存了点钱，我就开始开店面自己
搞餐饮了，现在一个晚上的收入
就可以上万。”

喝 酒的 都 是 些 做 生 意 的，
其他人依旧只是规规矩矩的坐
在那里当看客，有的很无聊地
玩起了手机，有的甚至中途就
退场了，有的还私下抱怨称本来
不想来的硬是被“光头”从家里
拉过来的。聚会结束后，“光头”
张罗下半场 KTV，老板们都拍
手叫好，其他人互相看了看然后
摇了摇头，一场初中毕业 11 年
的同学聚会不到两个小时就这
样匆匆散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