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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美腿照”和“破皮背影”
折射的走红真谛

文 / 石川
每逢人事调整时常听一些人

私下聊起：这次我们单位选处

长应该轮到张某某了，王某某

虽然工作能力强，但是资历浅

点，可能还轮不到他。听到这

些，笔者心中不由纳闷：人事调

整是组织的事，为何组织上还

未动议和走程序，民间却在私

底下排出了结果？细细想来，原

来这是人们常说的“论资排辈”

的思维惯性在影响着选人用人。

由此，便让人想到了“历”与“力”

的关系。

这里谈到的“历”，指的是

经历、阅历、资历、学历等，而

“力”则又特指能力与水平。“历”

与“力”，是我们在识人、选人

和用人中必须要考量的两个重要

因素。“历”与“力”如何权衡，

孰轻孰重，牵扯到用人导向，也

关乎一个单位人力资源的盘活和

人的积极性的发挥。

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拥

有“历”确实十分重要。只有亲

自学过、亲自见过、亲自做过或

亲自经历过的事物，我们对其

才有基本的感性认识。随着时

间的推移，我们打过交道的人

与事也会越多，经验也会越丰富。

“实践出真知”“不经风雨，怎

见彩虹”“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

就要亲口尝一尝”“要想知道水

的冷与热就得亲口喝一喝”等

名言俗语，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一个人要成长得厚实，就要多实

践、多学习、多经历、多积累，

拥有更多的“历”。一个没有任

何“历”或者历少资薄的人要

想一下子得到别人信赖或看重，

恐怕没那么容易，多半会被人

判断为涉世不深和“嘴上没毛，

办事不牢”。

“历”与“力”不仅读音相

同，在彼此所指的意义上也有一

定的联系，并且存在一定的正相

关。一般而言，“历”得愈多“力”

就越大，“历”得越少“力”就

越小，但“历”与“力”，却又不

是一回事。拥有“历”，只能说

明这个人有所学习、有所经历、

有所体验、有所见识，但并不等

于这个人就一定拥有较强能力。

能力是完成一定活动的本领，是

一种力量。任何一种活动的开展

都要求参与者具备一定的能力来

对待，而且能力直接影响着活动

的效率。能力是需要在学习中催

生，在经历中锻造，在见识中提

炼，在实践中体现的。一个人要

想有能力有水平，必须不断加强

学习，不断接受鲜活的实践洗礼，

必须做到学习与思考相结合、理

论与实际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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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张玉胜
西安雁塔路某商场门前，

一条印着“低头族专用通道”

几个字的路，近日引来网友热

议。“低头族”是近几年才兴起

的词语，意指长时间埋头玩手

机的人，以年轻人居多。在街

头划出一条专门的通道，支持

者认为，这像是一种城市文化

景观，变相提醒大家，放下手

机，注意安全；而反对者则认为，

此举完全没有必要。（6 月 5 日
《三秦都市报》）

鲁迅先生曾经有句名言：“地

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

成了路。”如今这话可以被套用

“低头族多了，也便有了低头族

专道”。在人流如织的繁华街

头，专门为低头族辟出一条通

道，从表面看似乎不无“适者生

存”的道理，且不乏有变相提

醒安全的警示意味，但在笔者

看来，此举并非行为艺术，其

多重弊端显而易见，实践效果很

可能会适得其反。

首先，涉嫌侵犯他人路权。

查阅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其中第三十六条明确规定：“根

据道路条件和通行需要，道路

划分为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和

人行道的，机动车、非机动车、

行人实行分道通行。没有划分机

动车道、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的，

机动车在道路中间通行，非机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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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司马童
同一天里，两则“网红”

报道，逆反“走红”路径。

其一，宁波市鄞州第二医

院的护士小郑在游泳馆学游泳

时，发现一名中年女性突然溺

水，她迅速跪在橡胶防滑垫上

对这名女性进行心肺复苏，使

之转危为安。不料，事后无意

中发到网上其双膝红肿的“不

美腿照”，收获点赞无数；其二，

一张“90 后”消防员背部受伤

的照片，近日被网友刷屏，记

者多方打探后确认，照片中亮

出“破皮背影”的，就是福州

消防支队消防员沈伍呷。（6 月 5
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 

也算是“无心插柳柳成荫”，

循着许多人惯有的看法，但凡想

在网络里红上一把的，要么千方

百计地去走“清纯”“唯美”路线，

要么绞尽脑汁地来动“出奇”“搞

怪”的心思。而即便如此，由于

网友们的见多识广，那些“套路化”

的谋红招数，已越来越难偿所

愿。由今观之，倒是这“不美腿

照”和“破皮背影”透出的魅力，

启迪与折射了走红真谛。

从媒体报道的可知，“不美

腿照”的护士本来只想自己留存

纪念，没想被单位领导知道后转

发至朋友圈，并加注一句“救死

扶伤永远是我们的使命”，于是

让众多网友点赞“看到了最美的

心”；同样，“90后”消防员在训

练中后背磨破皮的情况，对于他

们来说“很正常”，孰料战友拍

下照片发了朋友圈，很快也引得

网友纷纷感慨：这世间哪有什么

岁月静好，只是有人在替你负重

前行。可见，“网红”并不神秘，

一切真善美的人和事，都是打动

人心最好的助力与催化。

“走红”者还浑然不知，点

赞者已纷至沓来。“不美腿照”

和“破皮背影”的备受追捧，看

起来好像走了一条有别寻常的爆

红路径，而实话实说，这完全

是因为照片背后的故事，才触发

了公众的“心灵感应”，进而心

甘情愿地为之推波助澜。换言之，

假如没有当事人在紧急情况下的

果断施救，或者在平凡岗位上的

刻苦磨炼，网友们显然也不会傻

乎乎地轻易感动、强力“催红”。

毕竟，对于游泳馆现场施救的护

士，有网友仍在为其后怕：要是

人没救过来，不知道外界又会怎

么说呢？ 

担忧归担忧，但事实也诚如

那位护士所坦言：真没想到一张

“不美腿照”会红了网络。因为自

己是重症监护病房的护士，对这

种危重情况的第一反应就是上去

查看，评估病情，阿姨的状况比

较严重，当时没有任何想法就上

去急救了。听罢这番朴实的回答，

我觉得，“没有任何想法”的见

义勇为，恰恰就是现实中的一个

个普通者，能够突然间被推向“网

红”位置的原因和答案。

或许，“不美腿照”和“破

皮背影”折射的走红真谛，对那

些挖空心思以求博名出位者，未

必会有醍醐灌顶的警醒之效。不

过，越来越多的实例足以说明，

褪去了庸俗虚假、低劣恶搞的浮

躁，人们已日渐喜好和推崇凡人

风采式的本真亮点，因为，这才

是接近“网红”初衷与本义的榜

样之“红”。想想也是，医生护

挺身救人，消防队员时刻苦练内

功，这不正是共创美好生活的积

极作为么！

别把“低头族专用道”当行为艺术

在现实中，既有“历”又有

“力”的人，无疑是最受欢迎和

尊重的，也肯定是所在单位的中

坚与脊梁。但有资历没能力、有

学历没水平的人确实不少，资历

浅能力强、学历低水平高的人

也大有人在。那些年纪一大把，

经历的事情无数，但办起事来总

是犯糊涂的人，是历多力弱的人，

只能被称作庸人。那些学历上不

是博士就是硕士，但处理实际问

题却不尽如人意的人，只能算作

“高分低能”或是纸上谈兵之徒。

而那些资历浅或者学历低但处理

事物得心应手的人，却又常常需

要接受组织不断的考验。如果

在选人用人上，我们只重资历、

年龄、学历，不看实际能力与水

平，就会在单位或地方造成“跑

学历”、“比资历”、“熬年龄”、“守

摊子”等不良风气，妨害工作的

推动和事业的发展。

单位的运转、事业的发展、

科技的创新、社会的进步，最需

要的却是人们的“力”。因为只

有“力”才有牵引性、推动性和

撬动性，才能促使事物从低级

走向高级、从落后走向先进、从

粗糙走向完美、从野蛮走向文明。

只有有“力”的人才能“吃得开”、

担得起、撑得住，也才能让人

信服和佩服。但是，“力”不是

天生的，“力”需要学习，需要

思考，需要实践，需要经历，需

要历练。也不是有“历”就自然

有“力”的，只有在丰富的“历”

中勤于和善于感悟、分析、比

较、归纳、总结，善于由浅入深、

由表及里和举一反三、触类旁

通，做到“吃一堑长一智”、“经

一事增一能”、 “温故而知新”、

不犯同样的错误，才真正具备

解决各种问题的“力”。

弄清了“历”与“力”的内

涵、联系与区别，在人力资源管

理实践中，我们识人、选人、用

人便拥有了明晰和遵循：既要看

“历”，更要看“力”，最好是既

有丰富的“历”又有惊人的“力”，

并在用人中做到不拘一格，量

才而用，用人所长，扬长避短，

各展其能，各得其所。唯如此，

我们的干部和人力资源管理才可

称切中要害、抓住本质，也才

能避免“唯学历”、“唯职称”、“唯

资历”、“唯身份”、“唯年龄”等

片面性，调动和发挥各类人员的

积极性与创造性。

车和行人在道路两侧通行。”这

里显然没有“低头族专道”的

位置。道路划分既是保障人们

有序出行的交通规则，也实际

上是对确保各行其道的路权界

定。从新闻画面可以看出，所

谓“低头族专道”，无非是从

道路一侧的人行通道中，截去

一部分路面供“低头族”使用。

对此，人们不仅要问，谁有这

个权力为低头族专门设道？在

道路资源有限的语境下挤占人

行道，是不是对其他“非低头族”

的行人构成侵权？

其次，“专道”难保低头族

安全。由于“低头族专道”在名

分上于法无据，这就势必导致“专

道”在出行实践中的难以“专用”。

事实上，即便是名为“低头族专

道”的划分，也并不能阻挡其他

行人对“专道”的使用，这实际

上也就等于无法保障“低头族”

的行走安全；退一万步讲，即便

行走于“专道”上的都是“低头族”，

“低头族”磕碰“低头族”的现

象也恐难避免。

第三，不是“提醒”是“纵容”。

仔细分析对此举持支持态度的人

们，无不出于对“行为艺术”的

考量，即变相提醒：“放下手机，

注意安全。”这也许正符合制作

者的原始本意。但在多数人看

来，解读“低头族专道”，更像

是对“低头”行为的一种肯定与

鼓励，其言下之意就是“低头族

可无障碍通行”，这实际上是对

低头族的误导，恰恰背离了矫正

陋习的主流民意。资料显示，长

期低头看手机，极易患上腱鞘炎、

颈椎慢性劳损等“手机病”；过

度依赖手机会引发焦虑和沮丧等

心理认知问题，导致社交能力退

化等；边看手机边走路，更会

导致安全事故。由此解读，警示

“低头族”，不应靠“设专道”的

反向提醒，更宜从抬起尊贵“头”、

远离手机、行走安全路、成就

健康身的角度正面激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