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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头一：老码头
报童互助顺利完成任务

前天下午，老码头迎来了中华路
第三小学的29位“ 新报童”，在学校
带队老师李华和赖剑萍的指导下，每
位提前卖完报纸的小报童都参与到
了帮助其他同伴的队伍中来，“ 爱心
BaoBao” 活动第一次出现了真正意
义上的“ 互助团”，这使得小朋友们
卖报纸的总体进度提前，很多小朋友
不到一小时就卖完了报纸。

赵海康和张怡宁是率先卖完报
纸的两名小报童。两个小家伙跑动积
极，碰到老码头的游客也不怯场，手
中的10份报纸没多久就“ 脱销”了。
不过，他们的同学毛嘉昇的卖报情况
却不甚理想，走了几圈，路过的叔叔
阿姨们手中不是已经有了报纸，就是
婉言拒绝。“ 我怎么这么倒霉呀？”小
毛同学有些泄气地说道。

带队的赖老师看到了这样的情
形，就让赵海康和张怡宁去帮忙。只
见，三个小朋友绕着老码头转了几
圈，张怡宁一边走，一边还提醒小毛，

“ 可以去那边看看！”在“ 互助团”的
帮助下，小毛手中余下的报纸也马上
销售了出去。

镜头二：港汇恒隆广场
萌童对话“ 路人”欢乐多

相比于老码头，徐家汇港汇恒隆
广场的地铁通道里要暖和不少，小报
童们卖报时的超萌对话让人忍俊不
禁，这为即将到来的圣诞节增添了一
份欢乐气息。只有4岁的小女孩胡赟
悦本周是第二次来卖报，但是面对爸
爸妈妈的热情相助，她却颇为有志气
地小手一甩：“ 不要你们管。”然后就
一路小跑着去卖报纸了。

当一个二十几岁的女子路过，小
女孩冲上去就说道：“ 阿姨，请买份
爱心报纸吧！”不料却得到了这样的
回答：“ 对不起，我不是阿姨。我还年
轻。”虽然搞不清发生了什么状况，
但是胡赟悦还是立即转向了其他目
标———一个外国青年。

但是，这位“ 外国大哥哥”在看
到小报童递来的报纸后却显得颇为
无奈，他用生硬的中文告诉她：“ 不
好意思我看不懂。”虽然屡次闹出小
笑话，但是胡赟悦的“ 销路”还是不
错，当小女孩在跟着一个大哥哥可怜
巴巴跑出二十多米，一路解释终于卖
掉最后一份报纸后，她终于露出了开
心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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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周日，“ 爱心BaoBao” 活动
都将在港汇恒隆广场 和 老 码 头 举
行，欢迎各位新老报童报名参加！小
报童的爸爸妈妈也可以申请成为活
动义工，与孩子一起卖报纸，献爱心。

活动集合地点&时间：
徐家汇港汇恒隆广场B1层地下

通道 时间：每周日上午10:00~12:00

老码头（ 中山南路505号10号
楼）游客中 心 时 间 ：每 周 日 下 午
1:0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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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情提醒

“ 爱心 BaoBao”寒冬继续献爱心

12月23日，尽管寒潮的来临让申城分外
寒冷，但是“ 爱心BaoBao”活动还是在徐家汇
港汇恒隆广场和老码头准时进行。

本报记者 李晓清 见习记者 唐昱霄

小报童顶着严寒卖报热情不减。 本报记者 贺佳颖 摄

员工以情景模拟的方式进行年终工作总结。 本报记者 贺佳颖 摄

本报讯 记者 朱莹 人在职场
漂，总结年年交。这些天，上至公司
管理层，下至“ 螺丝钉”般的小职
员，无不为交一份漂亮的年终答卷
而忙碌，既要工作做得好，又要报告
写得妙，最好还能在形式上有所创
新，着实愁煞一众职场中人。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沪上不少
企业为年终总结动足心思，不满足
于文档、PPT之类的传统形式，纷纷
尝试“ 无纸化”运作，演小品、微电
影、脱口秀这样的舞台表演也能与

“ 年终汇报”完美结合。

情景演绎讲述业务创新
如果你以为年终总结等于冗长

的文书报告，那你就OUT了！在现代
建筑设计集团有限公司里，近日就
上 演 了 一 场 别 开 生 面 的 年 终 汇
报———情景模拟表演。

舞台上，灯光渐渐昏暗，聚光灯
打在了一位年轻人身上，只见他踌
躇满志地准备在新公司里大展身
手。“ 我从外企跳槽到这里，听说下
周有个组织生活，可是我以前从没
参加过，估计不能适应，也不想参
加。”听了年轻人的独白，观众们渐
渐理清了剧情，静待后续发展。不一
会儿，台上又出现了“ 基层党支部的
书记”，邀请年轻人参加活动，却遭
到了婉拒⋯⋯

原来，集团党委今年起探索“ 开
放式组织生活”，即不限门槛，对全
体员工开放的组织生活，形式不拘
泥于传统的思想交流，更为贴切员
工们平时生活工作的需求，如野外
素质拓展、工作业务探讨、模拟谈判
等等。为了在年终时能对这项工作
进行梳理总结，大家都动足了脑筋，
最后决定创新一把，用情景模拟来
展现平时的真实工作。

此时，演员们正在表演一出另类
的组织生活，只见台上一位设计师拿
出软件模型，向其他人介绍道，“ 利
用这个模型，我们可以实时监控项目
的情况⋯⋯” 而那位起初不愿意参
加组织生活的新员工则浑然不知看
似“ 业务探讨”的活动竟然就是组织
生活，更让他惊讶的是，为了帮助社
建筑设计师们攻克“ 营销”难题，活
动中还请到了经验丰富的骨干来给
大家进行模拟谈判，扮演“ 客户”和
设计师们就某个工程谈判。

“ 这不只是小品，更准确地说是
情景还原，就是当时真实发生过的事
情。”演员之一、现代工程建设咨询
公司市场部主任杨俊杰告诉记者，10
分钟不到的表演背后是集体努力的
成果，从剧本的编写到整场表演的编
排都是设计师们DIY的，因为大家平
日工作忙，又经常出差，只能抽下班
后的业余时间加紧排练，好几次都排
到深夜10点之后，还请戏剧学院的老
师前来指导，从策划到实践前后足足
用了两个月时间，比起几张A4纸的
工作小结而言，其实更花费心力，但
效果自然更为亮眼。

一位前来观摩表演的员工告诉
记者，相比起演讲和PPT这样的总结
方式，情景模拟就如小品一样，十分
吸引人，而且也能更为清晰地了解
所要汇报总结的工作是什么。“ 挺有
趣的，写报告千篇一律，这样的形式
让人耳目一新。”

人人入戏再现工作亮点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尽管文档

形式的年终小结仍然是职场主流，
但越来越多的企业都开始探索“ 无
纸化”总结的方式。在一家互联网公
司负责方案策划的Peggy告诉记者，
今年她所在的部门将用微电影的形
式汇报工作，以期在各部门的“ 总结
大会”上脱颖而出。

“ 我们是个小部门，主要负责替
客户经理做方案，每天和PPT或者视
频工作打交道。”Peggy说道，往年，
部门领导都会发挥优势，用PPT的方
式来做年终小结，尽管做得很不错，
但年年如此难免单调乏味。“ 后来有
个同事提议做一部微电影，演员就
是我们这些人，把一年里最重要的
几个策划串起来拍片，大家都觉得
这个想法很好。”

为了拍一部10分钟的“ 微电
影”，部门里的每个人都无比忙碌，
有人写剧本，有人安排道具服装，还
有人负责配乐音响。“ 幸好我们对视
频剪辑之类的工作还是很有经验

的，操作起来不会太难。”Peggy笑
言，技术搞定了，表演却成了最大的
难题，大家都是毫无舞台经验的人，
不知该如何自然地演出平时的工作
场景，于是，Peggy找了位话剧社的
朋友帮忙，临时给大家“ 补课”。

“ 我们的剧情不复杂，但可能大
家平时太熟了，演起来总是笑场。”
Peggy坦言，同事们在拍摄过程中才
意识到原来“ 没那么简单”，一起为
每个细节而努力的时光则增进了彼
此间的感情，反倒是意想不到的收
获。“ 虽然平时大家关系不错，但下
了班都是各回各家，一起拍片后业
余时间互动更多了。”

妙语如珠总结一年得失
“ 光 阴 荏 苒 ， 转 眼 又 到

了! ! ! ! 年的结尾，回首这一年，
我的工作⋯⋯”对于一个资深HR而
来，每年“ 读”员工的年终总结绝对
是件相当痛苦的事情。第一段言感
谢，第二段讲成就，第三段说不足，
且多配以“ 在! ! ! 的精心指导
下”、“ 圆满完成这一年的工作安
排”、“ 还存在很多不足之处” 等套
话。“ 永远的三段式，说真的，我闭着
眼睛都能背出来了。”Becky是沪上
一家广告公司的HR，在她看来，只
要有台电脑，只要有“ 复制”、“ 粘
贴”键，十年后的年终总结都能提前
写好，因为每年的写的都是这几句
话，无非就是改给时间，加个签名。

为了彻底改变这种“ 痛苦”，
Becky所在的公司决定，今年不同写
的改用说的。“ 以业务部门为单位，
每个部门派一个人来做整个部门的
年终总结。各部门负责人以及高层
担任评委，全体员工列席旁听。”
Becky调侃地告诉记者：“ 方案一经
公布，员工们都拍手叫好，赞叹这绝
对是种‘ 减负’。但之后就发现，这
基本上就是‘ 减去一个负数’，压力
反而大了。派谁代表部门来说，当着
一众Boss的面说些什么，要知道‘ 说
清楚’绝对比‘ 写下来’难得多。”

“ 荣幸地告诉在座的各位，今年
大家的年终奖之所以能上浮5%，是因
为我们市场部超额完成了任务。大言
不惭地说一句，上浮部分中我们至少
贡献了1个百分点。所以，各位同仁，
请在半夜数钱时，别忘了隔空对我们
说声谢谢⋯⋯” 这是来自项目部的

“ 演说稿”草案，作为“ 替罪羊”的
Tina无奈地告诉记者，为了能够完成
任务，最近他在家里苦心研究脱口
秀，什么周立波、郭德纲、奥普拉，反
正是把“ 拿来主义”发挥到极致了。

》慈善暖申城

本 报 讯 记 者 范 彦 萍 昨 天 ，
“ 市慈善基金会———方舟慈善专项

基金” 捐赠仪式在市慈善基金会举
行。捐赠人段治白和耿瑛夫妇的这笔
10万美元的捐赠将注入该专项基金，
继续进行慈善助医活动，其中部分资
金将专项用于资助贫困老华侨。

据了解，此次捐赠是段治白、耿
瑛夫妇第二次对“ 方舟慈善专项基

金”的捐赠。截至2011年8月，该专项
基金共出资22.95万元，资助59位大
重病患儿和14位先心病患儿。

又讯 昨天，“ 詠曼助老基金”
捐赠仪式在上海华亭宾馆举行。据
悉，此次杨詠曼女士所捐赠的100万
人民币将在上海慈善基金会设专门
助老基金，专门用于为上海的老年
妇女造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