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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入职场应避免
这些负面情绪

心理学上把焦虑尧紧张尧愤怒尧沮丧尧悲
伤尧痛苦等情绪统称为负面情绪袁这些情绪不
仅对身心造成不适和伤害袁 而且对工作和生
活有很大的影响遥职场菜鸟由于经验少袁很容
易出现负面情绪袁 如何应对和消除所面临的
职场负面情绪袁 是每个职场人应该学会的生
存法则遥 初入职场可能面临的负面情绪主要
有以下几种院

一尧抱怨

抱怨是办公室中最易传播袁 辐射又快又
广袁且最具杀伤力的负能量遥抱怨让自己和他
人陷入负面情绪中袁消极怠工袁积极性差袁工
作容易出错遥初入职场难免有很多不适应袁受
些委屈也是有可能的袁这时候切忌抱怨遥少抱
怨袁多改变袁与其抱怨环境袁不如改变心境曰与
其怨天尤人袁不如加快自我成长的速度遥受了
委屈自然生气袁但是这也是一种经验袁一种成
长的机会袁 下次就知道什么样的事情该如何
处理更为妥当袁别妄想改变大环境袁要学会改
变自己的心境遥

二尧逃避

初入职场袁担心自己做错事袁担心被领导
批评袁又担心在办公室得罪人袁做起事来总是
畏畏缩缩袁 什么重任都不敢承担遥 遇到困难
了袁第一反应是逃避袁这是很多职场新人惯用
的方法袁怕自己做不好袁怕自己失败袁怕会被
人嘲笑遥职场新人最忌讳的就是推脱袁敢于承
担责任是成功职场人必备的前提袁 推脱只会
让人觉得在偷懒袁没有责任心袁干不成大事遥
遇到困难的时候一定要明白袁 逃避不一定躲
得过袁勇敢面对一切才是最好的处理方法袁就
算问题再多袁困难再大袁也总有解决的办法袁
慢慢捋顺所有的问题袁一步一步解决好袁最终
终会成功曰在这个过程中袁还会积累丰富的工
作经验和处事能力袁是自我提升的好方法遥其
实袁把目标定位在成长上就会明白袁任何的责
任尧麻烦尧失败尧困难尧都是成长的必经之路遥

三尧浮躁

理想很丰满袁现实很骨感遥职场菜鸟们在
进入职场后袁难免会产生心理落差袁觉得自己
的岗位与能力不匹配袁 想要更大的舞台展示
自己的才华袁若把浮躁带入工作袁就会变成急
于求成袁急功近利遥 但是袁在办公室里这种急
于邀功袁 做事不踏实的人很容易破坏团队的
协作和平衡袁 也容易带动其他人与之一样急
行军袁而少了脚踏实地的积累遥处于职场适应
期的新人们应该摆正自己的心态袁潜心学习袁
脚踏实地袁 戒骄戒躁袁 积累自己的职场竞争
力袁才能真正收获成功遥

四尧冷淡

进入新的环境袁 发现自己与大环境格格
不入袁处理不好办公室人际关系遥 久而久之袁
变得不合群袁不愿意与同事交流袁逐渐疏远同
事袁进而影响了团队合作遥办公室人际关系冷
淡对团队建设有很大的负面影响遥 作为职场
新人袁正是需要学习团队协作袁吸收经验的时
间段袁 如果让冷淡尧 不合群支配了自己的情
绪袁对自身尧对职场尧对同事尧对整个工作团队
都会带来不好的影响遥 同时也会在无形中增
加自身的职场压力袁甚至造成离职遥这就是为
什么很多公司都越来越重视团队建设袁 工作
不是你一个人的战斗袁 融入集体才能更好融
入社会遥

负面情绪人人都会遇到袁 在工作中学习
如何应对负面情绪袁是野菜鸟冶升级为野老手冶
的必经阶段遥切勿让负面情绪支配自我袁成为
影响身心的压力袁从而陷入恶性循环遥平时多
自省袁建立自己的职场自信心袁与身边的良师
益友多交流袁找寻自己的解压方式袁早日融入
职场袁适应社会生活遥

黎曼

应聘岗位却变成贷款培训
2017年 12月 3日袁 李杰在 58

同城招聘网站袁 看到南昌阿甲科技
有限公司招聘设计助理袁 岗位要求
高中学历袁收入每月 3000耀5000元遥
李杰动心了袁第二天就去公司面试遥
野公司说我不懂业务袁需要进行 4个
月的岗前培训遥 冶李杰回忆道遥 这家
公司的工作人员告诉李杰袁 考虑到
他刚毕业袁可以帮着去银行贷款遥发
现李杰有些犹豫袁工作人员野开导冶
他袁告诉他要学会独立袁通过学习月
收入能达到 8000元遥 李杰觉得机会
不错袁如能谋一份好工作袁以后还款
也没有压力袁他没与家人商量袁当场
签了一份借款协议遥 一周后袁李杰按
照对方要求袁打印了一份征信报告袁
把身份证和银行卡交给了工作人
员遥

另一名求职者向记者证实袁他
也遇到了类似情况袁 并出示了该公
司发的面试通知信息袁 还提供了一
份借款协议遥 其中显示袁甲方渊出借
人冤是李某袁地址在北京海淀区袁借
款数额为 22800元袁 用于参加南昌
阿甲科技有限公司培训项目袁 并直
接支付给这家公司遥 这份借款协议
显示袁还款时间为 20 个月袁前 8 个
月每月还款 342元袁后 12个月每月
还款 2242元遥

学员退出培训却一波三折

李杰开始学习图片处理课程袁
这个班有 10人左右袁虽然现场有老
师授课袁可是自己基础不好袁跟不上
课程内容遥 之后袁 课程改为线上教
学袁 学习效果更不理想遥 今年 1月
初袁李杰感觉有些不对劲袁他听之前
的学员称袁 这家公司所推荐的工作
收入并不高遥 正好有同学的银行卡
被扣款袁显示的是野传帮公司冶发来
的信息袁划扣名目是野师徒贷冶教育
贷款遥 野我以为是银行贷款袁却发现
这是耶师徒贷爷遥 为什么拿着我们的
信息在外面贷款钥 冶李杰决定离开袁
向该公司提出退学申请遥 几经交涉袁
工作人员告诉他袁 一共学习了 29

天袁需要交纳 6414元学费遥 之前公
司发给他的 1000元野工资冶袁也需要
归还遥 记者了解到袁另一名刚毕业的
女孩王红渊化名冤也有类似经历遥 她
称袁 公司的工作人员告诉她退学需
要支付贷款额 20豫的违约金遥

据悉袁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市场
和质量监督管理局已介入此事遥 有
学员称袁 此后该公司的态度已发生
变化袁 同意他们退学袁 无需支付课
程费用袁 但事情并没有完全解决遥
有学员担心袁 贷款协议并不在自己
手中袁以后是否会以野师徒贷冶的名
义再扣款袁 是否会影响未来个人信
用记录钥 他们希望能彻底解除贷款
协议遥

相关部门初步调查发现企
业超范围经营

记者前往位于南昌红谷滩新区
的南昌阿甲科技有限公司采访袁该
公司一名工作人员拒绝了记者的采
访请求遥 野我们的事情袁我们自己会

处理遥 冶这名工作人员说遥问及野师徒
贷冶究竟是什么钥 对方并未回答遥 记
者在网上进行检索袁 未找到准确信
息遥 这家公司在 58同城网站的介绍
为院野阿甲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
软件开发尧设计建设的 IT互联网公
司遥 冶但并没有提及该公司涉及培训
业务遥

记者查询到南昌阿甲科技有限
公司的信用信息袁2017 年 12 月 12
日才成立袁经营范围包括院计算机软
硬件技术开发尧技术服务曰计算机技
术咨询尧技术开发尧技术服务遥 南昌
市红谷滩新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
局沙井分局的一名工作人员透露袁
初步调查发现南昌阿甲科技有限公
司存在超范围经营袁 已经对该公司
下了相关通知遥 该公司工作人员曾
对学员提到袁 国内一家知名手机生
产企业与该公司有合作袁 记者联系
到这家手机生产企业袁 对方表示与
南昌阿甲科技有限公司没有任何合
作遥

可以拨打 12355求助

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
心主任黄乐平表示袁 用人单位以招
聘为名收费一定是违法的遥 他进一
步分析院野相关法律规定袁 作为用人
单位袁 有给员工提供业务培训的义
务袁上岗培训不能收取任何费用遥 冶
叶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曳第二
十八条明确规定院 企业应当承担对
本单位的职工和准备录用的人员进
行职业教育的费用遥 野一个科技公
司袁不是一家有资质的培训机构袁为
什么对外大肆开展培训业务钥 冶黄乐
平提出疑问遥 他提醒袁年轻的求职者
对于类似的贷款一定要留心袁 如果
以后还不了贷款袁 可能会影响未来
个人信用遥

上海政法学院教授姚建龙表
示院野如果遇到类似的问题袁 青年求
职者可以拨打 12355 进行求助袁这
是共青团设立的青少年服务平台热
线电话袁后台有律师和法律专家袁可
以提供相应的帮助遥 冶

谨防求职“师徒贷”
阴苗雁

刚高中毕
业的李杰 渊化
名冤袁本打算靠
自己的努力 袁
在江西省南昌
市找一份靠谱
工作袁 没想到
却碰了一鼻子
灰遥 他说院野工
作没有找到 袁
反而背了两万
多元的 耶师徒
贷爷遥 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