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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类资历较浅的职场新
人袁身处工作挑战大尧容错率低的
工作环境遥 他们的事业野进度条冶
被拉快了好几倍速袁 还没机会接
受系统尧完整的培训袁尚未经历完
职场过渡期袁 就不得不肩负起高
难度尧高强度的任务袁并需要承担
相应责任遥

当工作任务大于工作经验袁
野职场小白冶要不要坚持下去钥该如
何从野成长时差冶困境中突出重围钥

今年 22 岁的毕子琪袁2018年
本科毕业后去了一家创业类猎头
公司遥由于前期对这个行业了解不
够深入袁工作难度又相当碾压个人
能力袁她坚持 10个月后辞职遥

回顾这苦苦支撑的 10个月时
间轴袁毕子琪向本报记者复盘野工
作任务大于工作经验冶的几个困难
节点遥

首先是野知识关冶遥毕子琪最开
始对岗位工作内容缺乏足够了解袁
于是先花费了一定时间恶补岗位
要求关键点遥 野知识性的东西有人
教袁 再加上自己搜索学习袁 都还
OK冶遥

然后是野沟通关冶遥 这一阶段袁
毕子琪通过学习和做沙盘模拟袁掌
握和候选人沟通的话术尧模式遥 但
她发现袁实际沟通时对方不会如她
所愿回答问题袁反而带来的干扰信
息很多袁自己反而被带跑了节奏遥

等毕子琪努力熬过这一重难
关后袁 第三重困境彻底击倒她
了要要要有太多复杂尧微妙的难点需
要搞定袁比如袁怎样精准尧敏锐嗅准
对方意愿钥怎样完美而得体地传递
客户情况尧提高职位对候选人吸引
力钥 诸多问题缠在一起袁让她手足
无措遥

在这家公司袁一个人要同时负
责两三个项目袁 若无清晰的逻辑袁
只会越做越乱遥 野我不太擅长整理
文件袁混在一起袁不能给领导马上
提取想要的东西冶遥

另外袁 毕子琪习惯单打独斗袁

和团队交流少袁因此领导不了解她
的进展袁不知道她的问题和处理方
案遥野我只给他呈现了结果袁而他从
结果里反推不出来我的任何过程袁
比较尴尬冶遥

野上司的时间比我的时间贵遥冶
身处一家 KPI至上的公司袁上司的
耐心是有限的遥虽然天天燃烧生命
超越自己尧在一通通电话中屡败屡
战袁 但毕子琪还是没能实现逆袭袁
无法爬到上司心中的合格线遥

如果刚开始就 hold 不住了袁
那么后面不会再给你机会遥 野我刚
刚感受到打推销电话的快乐袁但领
导已经把我踢出去了冶遥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副教授
仲理峰指出袁 在人力资源管理领
域袁 有一个概念叫 野现实冲击冶
(reality shock)袁即新员工在进入公
司后袁因预期与真实角色的不符袁
产生现实的冲击与适应问题遥 结
合毕子琪的案例袁仲理峰表示袁从

学校到职场的过渡期和转换期是
必要的袁无论这阶段会持续多久袁
新员工都不能急于求成袁 一步步
来曰 企业的 HR 和管理人员袁也
应当给员工一些规划和指导袁野为
了避免出错尧损失袁可以让他做一
些小的工作袁让他有学习袁哪怕是
试错袁 然后再承担更重要的工
作冶遥

仲理峰觉得袁面临工作要求较
高的环境袁新员工务必学习如何控
制好情绪袁摆正心态袁野在人的发展
过程中袁 这种挫折遇到得越早越
好袁你能从挫折中进行思考袁积累
经验冶遥

仲理峰强调袁年轻员工一定在
职场里多问袁 多向同事虚心请教袁
通过他人的经历来间接积累自己
的经验遥 他觉得袁在职场里态度诚
恳地请教别人袁还有利于帮助你处
理好人际关系袁让同事尧上司更清
楚了解你的工作状况遥

野我确实想跳槽, 但还没考虑
清楚,只是更新了简历,现在老板都
知道了,我真是耶骑虎难下爷,不知道
该怎么办了遥 冶近日,在北京一家语
言培训学校工作的李先生无奈道遥
更新简历却被野告密冶,李先生的遭
遇不是个例遥 那么是谁在野告密冶?
记者了解到,是第三方平台提供的
野人才流失预警机制冶 功能让用人
单位掌握了员工动向遥第三方平台
利用技术手段获取其员工数据后,
借助数据分析为企业生成员工流
失报告,企业只需支付一定费用就
能享有这项服务遥 (6月 4日叶工人
日报曳)

人才是第一资源,是企业生存
和发展的重要基础遥然而在不少领
域,人才流失有愈来愈严重的趋势,
重要人才流失也是重大资源流失遥
因此,不少企业都有人力资源的开
发紧迫感与管理危机感,掌握员工
的跳槽动向,就成为一种刚性的管
理需求遥 然而,通过第三方平台提
供的野人才流失预警冶服务来掌握

员工的跳槽动向,却是大大的不可
取,甚至是违法的遥

一方面,提供野人员异动早知
道冶服务的第三方平台,其实是打
着野预警冶旗号侵犯广大员工的隐
私,并以此牟利遥 它们为企业减少
人才流失风险,据说是通过野大数
据智能化监控冶来实现的,然而有
业内人士介绍,那些跳槽信息,是它
们利用野爬虫技术冶从各大招聘网
站扒过来的,也可能是各大招聘网
站将求职者的简历信息卖给了它
们遥 这两种手段,都是非法获取他
人的隐私数据,并用于牟利遥 在相
关监管政策正日益趋严的情况下,
员工的跳槽隐私成为第三方平台
变现的法器, 这同样是不能容许
的遥

另一方面,野人才流失预警冶服
务是对员工跳槽权利的侵犯,会给
劳动者的发展甚至生存造成困难遥
根据劳动法等的规定,劳动者享有
自由择业的权利,这一权利是劳动
者人格独立和意志自由的法律体

现遥 而第三方平台打着 野预警冶旗
号,向用人单位野告密冶有员工打算
跳槽,有可能导致劳动者跳槽受阻,
也有可能被辞退或降薪遥 现实中,
就有跳槽员工还没找到新工作时,
就丢了手中饭碗,陷入职场和生活
的双重被动遥

此外,对用人单位来说,借助非
法获取数据的手段来监视员工,也
有失商业道德与企业伦理遥降低人
才流失风险,当然是应该的,但绝对
不应采取野无间道冶的方式,让员工
成为被监视的对象遥用人单位最应
该做的是,对员工保留最基本的信
任和尊重,平时多掌握员工近况,多
留意其行为状态,及时和员工沟通,
了解他们的想法, 解决他们的困
难遥 就像马云说的,员工离职无非
就两个原因:钱没给到位,或者心里
委屈了遥购买野预警冶服务就算留住
了人也留不住心,铁了心想走的人,
留也留不住遥

何勇海

据说袁在职场生态中袁有一种加班
屡见不鲜袁令人感到心累要要要野唯时长
论冶野坐班不做事冶野领导不走我不走冶
等野形式主义加班冶现象袁正在消磨我们
的奋斗精神袁堪称当代青年职场生活不
可承受之重遥

眼见着下班时间到了袁办公室里仍
旧一派忙碌之象袁接连不断的电话声尧
噼里啪啦的打字声尧此起彼伏的讨论工
作声要要要谁还不是个野积极努力三好员
工冶呢钥

可惜袁主动加班或许能野博领导一
个点头冶袁在领导面前怒刷一波存在感袁
但职场同时也是现实的袁用所谓的苦劳
终究难以长远立足袁还是要靠功劳来说
话遥

况且袁加班是为了完成工作袁而不
是加给领导看袁做给同事看的遥假积极尧
伪奋斗能装一时袁但总有露馅的时候遥
过度敷衍袁众人总会发现袁彼此心知肚
明袁该配合你演出的我视而不见袁何苦
来哉浴

出现野勤奋给领导看冶的症状不能
只怪一线劳动者谄媚袁被野形式主义冶拖
垮的职场人已经苦不堪言了袁身为野社
畜冶的无奈谁人能懂钥 我们其实更该反
思的是这种职场文化形成的由来遥

在野领导不走袁你也不能走冶的不成
文规矩的涵化之下袁 底层员工战战兢
兢袁来自管理者的压力让其不敢早踏出
办公室一步袁而部分领导也以公司加班
盛行为荣袁直接将加班与工作态度尧对
公司忠诚度挂钩袁认为不能加班的员工
不是好下属袁更是反向压迫着员工必须要加班遥

畸形野加班文化冶逼出的野形式主义加班冶袁非但
不能体现公司整体的奋斗氛围袁 只能反映该公司考
评方法与用人观的不合理袁 领导应该保持足够的清
醒袁 判断责任分工是否明确尧 每位职员是否人尽其
用袁一味地鼓励野形式主义加班冶并不可取遥

工作时间闲散摸鱼袁下班时间开始加班袁这样的
上进尧认真使错了地方遥 搞出加班的大阵仗袁实际上
却在消磨时间袁身在办公室袁心已飞家里袁每隔几秒
就看一下时间袁如此走形式尧摆阵势尧做样子的加班袁
不仅无法保证工作效率袁继续下去袁野形式主义加班冶
只会沦为野无效加班冶袁甚至是野消耗型加班冶袁催生消
极怠工等副作用袁 降低员工对公司的归属感与好感
度遥 当混日子的人越来越多袁长远来看袁企业终会失
去活力和生机遥
所以袁到点下班不是过错袁我们该旗帜鲜明地反

对野形式主义加班冶遥要知道不加班并不等于不上进袁
高效率的工作才是根本遥 范娜娜

工作任务大于工作经验

“职场小白”该如何坚持下去
阴沈杰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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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者想跳槽，谁也无权“告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