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性格外向者通常被认为是优秀
员工袁他们讨人喜欢尧健谈袁以超凡
的领导才能给人带来能干的印象遥
然而袁 一篇发表于美国的最新研究
指出袁 性格外向者也往往是差劲的
倾听者袁 他们不太能够接受并吸取
来自他人的意见遥

在一系列实验中袁 加利福尼亚
大学洛杉矶分校安德森商学院的副
教授 Corinne Bendersky和罗格斯大
学商学院教授 Neha parikh Shah袁共
同研究了性格外向型员工与神经质
型员工在各类的团队合作项目中是
如何发挥作用的遥 根据团队成员们
的评价袁 性格外向者们并非好评一
片遥 他们在团队中的表现如何 袁
Bendersky 是这样描述的院野他们可
能做得很少袁 并且他们所做的事并
不会被欣赏遥 冶

性格外向者往往嘴上说得多袁
却没有将同事们的想法尧 见解以及
建议放在心上遥相反袁神经质型的员
工却是团队中的超级明星袁 因为他
们始终能在工作中表现出色袁 正如
Bendersky所说院

野我们会凭直觉认为袁神经质型

员工或同事会因为他们的情绪无常
和消极负面而成为团队中的累赘遥
而被我们忽略的袁 是这些人性格中
的另一方面院他们产生焦虑感袁是因
为真的不愿意让团队成员和同事们
失望遥实际上袁这种类型的员工能够
被激发出强大的积极性并非常努力
地投入工作袁 特别是在团队合作的
情况下遥 冶

神经质型员工在职场中也有优
势袁 因为同事们通常对他们的期望
值较低遥 更多的期待都被寄予到那
些健谈的性格外向者身上了袁 所以
神经质型员工反而有更多可能达成
别人对他们的期望遥

野外向者在团队中的贡献令他
们的同事们失望袁原因是袁同事们对
这些人的贡献采取了批判性评价袁
而不是用最初的期待值进行衡量遥冶
Bendersky 的研究报告中写道袁野这
表明袁 同事们可能认为外向者是因
为个人兴趣才产生了做事的动力袁
因而在解读其贡献时采取了怀疑态
度遥 冶

不久前袁雅虎公司 CEO Marissa
Mayer宣布袁 雅虎员工必须回到办

公室上班遥 考虑到不同性格的员工
在职场中表现不同袁 新的疑问由此
而生遥 野当我们在家办公时袁工作速
度和质量往往会被牺牲袁冶宣布雅虎
公司改变工作政策的内部通知中这
样写道袁野要成为绝佳工作场所袁沟
通与合作将非常重要袁 所以我们需
要肩并肩在一起工作遥 这就是为什
么我们必须出现在办公室这件事如
此重要遥在公司的走廊和咖啡厅中袁
我们交流探讨袁结识新朋友袁举行临
时性的团队会议袁 一些最好的决策
与构想正由此而生遥 冶

Kellogg 商 学 院 教 授 Leigh
Thompson认为袁除了给员工创造空
间(包括实体的和虚拟的)以便于合
作和互相探讨创意袁 她称之为 野洞
穴冶的空间也非常必要遥

所谓野洞穴冶袁指的是一个安静
而私密的场所要要要可以是家中的工
作室 袁 但也不一定非得是在家
里要要要在那里袁 员工能够真正安静
下来沉浸到工作之中袁 而不会被夸
夸其谈的外向型同事打扰遥 那样的
环境对于神经质的员工来说袁 或许
才差不多算是真正的野舒服冶遥

04 职场 姻2017年 12月 4日 星期一
姻责编院危永华 校对院袁南军

你毕业 3年了吗钥 你打算跳槽
吗钥你为何而跳槽钥你成功跳了一个
怎样的槽遥 如果说婚姻有 野七年之
痒冶袁那么职场则是 3年之痒遥工作 3
年的你袁开始痒了吗钥

职场在某种程度上袁 跟婚姻差
不多袁 也有发痒的时候袁 婚姻是 7
年袁职场更短袁3年袁甚至是 1年遥 当
大学生毕业后 3年袁 面对职场上的
各种不如意或新发展袁 应该是选择
跳槽还是继续留守呢钥

若是一两年内频繁换工作的袁
且不谈他的工作能力如何袁 单说他
的浮躁个性就基本可以推定无疑
了遥若是在工作了四五年后跳槽袁则
不能不令人怀疑他究竟是主动跳槽
还是被动跳槽遥

其二袁 职场新人通过 3年的亲
身体验袁 大多会发现自己在单位中
并没有预期中的发展前景遥 或许自
己厌倦了同事间的尔虞我诈袁 发现
根本不像同学之间的那种纯粹 和
真诚; 或许认清了自己的个性和自
我价值袁 发现别处应该有更大或更
适合自己的职业平台遥 无论如何袁3年过去了袁是
该考虑换地方了袁 这是 3年后跳槽的心理原动
力遥

其三袁大多数单位在招聘有工作经验的员工
时袁其要求一般以 3年为限遥 一年太短袁两年不
够袁4年 5年又偏长袁而三年足以将一个稚嫩的职
场新人锤炼成为一位合格的职业人士遥无论是从
业经验还是职业素养袁毕业 3年的大学生都有了
颇具水准的沉淀袁这些都是新单位尤其是同业单
位所真正看重的因素遥

通常一个大学生工作 3年后选择跳槽袁他往
往不会选择跨行业或职业跳槽遥原来做还是会选
择销售行业和职业袁 只不过原先是销售助理袁现
在或许是销售经理乃至大区经理或大客户经理遥

毕业 3年后跳槽的大学生袁往往也不会跨地
区或城市跳槽遥或许在这个城市有了人生中的另
一半而舍不得离开袁或许习惯了这个城市拥挤的
交通尧 喧闹的街市还有 繁杂的人流而不愿意离
开遥 大多数情况袁跳槽只是在同一个城市不同的
城区中转换袁甚至就在原单位附近继续拼搏着自
己的未来遥3年后跳槽袁他要考虑过去 3年生活的
惯性成本遥

跳槽不是裸辞袁需要考虑到以后的职业发展
和正常生活质量保证遥不管我们是否正在经历职
场野三年之痒冶袁是否已经成功跳槽袁下一个职场
之痒还在那个路口等待着我们袁我们需要做的只
是沉淀自己的工作经验和技能袁让一个成熟的职
场人平淡地去面对这一切遥 拂晓

独立思考
很多人都容易陷入怪圈袁 那就

是总是希望根据他人的意愿做决
定遥 这个时候一定不能因为父母的
意愿而草率接受一份工作袁 因为将
在这份工作上辛勤耕耘的人是你袁
因此要充分考虑自己的意愿和需求
做出选择遥

工资福利
这是一定要考虑的遥 可是很多

新毕业的大学生对第一份工作应该
挣多少并没有明确的概念遥 这个时
候一定要对薪资福利有明确认识袁
确定自己在工资和福利两方面可以
接受什么条件的 offer遥

工作内容
你真的喜欢这份工作吗钥 它能

在短时间内为你带来机遇与挑战袁

还是整日无聊到哈欠连连钥 在课程
和实习中得到的经验技巧能否学以
致用钥 每年你可能有 2袁000小时在
工作袁当然要让工作时间更有趣遥

企业文化
公司或部门的真实情况怎样钥

员工是否可以很好地和谐共处钥 当
然袁不身在其中永远不会清楚袁但面
试时多少能了解一些企业文化遥 你
要用头脑尧 心灵和直觉从细微之处
时刻感受公司文化遥

成长空间
这份工作能否提供机会让你感

受你从未经历的事情袁 学习未知的
知识和技能钥 能否有机会接受额外
培训袁 比如学习新的软件程序以进
入风头正旺的网上营销领域钥 工作
一段时间后袁你能否得到晋升机会钥

上级如何
你的直接上级有能力将你的第

一份工作变成愉悦的经历或是痛
苦的折磨遥 如果你感觉可以和上级
交流并学到很多东西袁 那当然不
错遥 如果你觉得上级很难接近不好
相处袁那就要小心了遥 如果总是和
上级意见不一致袁你的日子可就难
过了遥

工作地点
这份新工作是否迫使你忍受长

距离上下班钥如果真是如此袁你也能
接受么钥

这些只是你决定是否接受一份
offer时需要考虑的因素之一遥 有条
件的话袁可以向校园职业顾问咨询遥
只有认真考虑了这些及其他重要因
素袁并真实面对自我袁才能做出最明
智的决策遥 雅悦

职场上如何评估你的 Offer？

你接到了平生第一份 offer
渊录用通知书冤袁然后长吁一口
气院野求职终于结束了遥 冶然而
事实并非如此袁 很多时候袁真
正让你头疼的事儿才刚刚开
始遥 从你接到 offer起袁就要认
真考虑这份工作是否真正适
合自己遥
大学毕业找工作很难袁而

手里有了 offer 决定去还是不
去更是难上加难遥 决策正确袁
可以使你刚入行就成功曰决策
错误袁 只能让你输在起跑线
上遥
到底怎样判断一份 offer

是否适合你呢钥 专家为大家提
供一些有效的方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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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质”型员工也能很优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