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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首届女性
创新创业大赛启动

为加快培养高素质尧高技能尤其是女性的创新
创业能力袁7 月 25 日袁 山西省首届女性创新创业大
赛在太原启动遥

本次活动旨在帮助女性走出就业创业的初期
困扰袁将挖掘社会优秀人才袁通过公益培训尧寻找公
益项目和组织公益实践等多种形式袁实现公益活动
的良性循环袁激发女性创业致富热情袁全面提升山
西省女性野双创冶能力和劳动技能遥

发布会上袁野大爱护航女性创业帮扶专项基金冶
成立袁该基金将对困难女性提供创业资金袁为受到
侵害尧侵权的困难女性提供法律援助资金袁搭建公
益平台帮助女性获得创业资源袁开展技能尧管理尧创
业公益培训提升女性素质与能力遥

据介绍袁本次女性创新创业大赛已启动袁将针
对女性就业创业问题袁着力搭建全省女性创业创新
服务平台袁激发女性创业的热情袁大力发掘女性人
才和巾帼力量, 促进社会资源与女性创业创新项目
的联合, 营造关心支持女性创业创新的良好社会氛
围袁全面提升山西省女性双创能力袁促进全省企业
创新发展遥 张婷婷

自 90 后进入职场袁年轻人
越来越野难管冶的声音就不绝于
耳遥 野追求自我冶野张扬个性冶野抗
拒说教冶野频繁跳槽冶野寻求工作
与生活的平衡冶 噎噎这些耳熟
能详的词语袁 已成为年轻人的
标配遥

无独有偶袁 最近有媒体报
道袁韩国 90 后也是如此袁在叶90
后来了曳 一书中袁CJ 集团品牌
经理林洪泽发现袁韩国 90 后步
入职场袁 对原本韩国的职场文
化造成剧烈冲击院90 后视 野准
时下班冶和野休年假冶为天经地
义尧抗拒权威主义和说教尧对企
业没有多少忠诚度袁 他们只忠
诚于自己的选择尧 反对加班文
化噎噎

有关 90 后野难管冶的话题袁
社会上已有很多的讨论袁 一种
主流的观点将之归结于不同代
际之间思维模式的差异遥 70
后尧80 后前辈们掌握了决策权
与话语权袁面对 90 后的群体依
旧采用既定的管理思维和管理
模式袁从而产生一种错位尧不匹
配袁因此不是 90 后难管袁而是
企业不会管遥

这种语境下袁 已有企业认
识到管理上的问题袁 在制度和
策略上作出调整袁 以适应年轻
人遥 凡此种种袁 不得不让人思
考院野难管冶的 90 后是否能撼动
固有的职场文化钥 有人甚至预
测袁未来当 90 后们成长为管理
者袁完全掌握职场话语权袁就会
给职场文化带来彻底的改变袁
这样的判断是否过于乐观钥

首先袁 年轻人的诉求既有
合理的一面袁 也有不合理的一
面遥 不可能指望每个单位都能

像自己想象中的那样美好袁那
只不过是个人的一厢情愿罢
了遥 在大学毕业生过剩的年代袁
多数用人单位依旧是强势方袁
你不干袁自会有人愿意干遥 面对
职场年轻人的诉求袁 有的企业
会作出一些调整袁 有的却转身
很难遥 因为管理既是一种思维
和格局袁也是一种技术和能力袁
有些用人单位本就面临根深蒂
固的体制问题袁 管理上尾大不
掉尧积重难返袁在没有遇到重大
危机之前袁 让他们作出调整和
改变是很困难的遥

其次袁 职场文化所滋生的
职场规则袁有其相对稳定性尧甚
至顽固性袁 不以个人意志为转
移遥比如袁35 岁的职场野分水岭冶
一旦形成袁年龄歧视很难打破曰
行业内部竞争激烈袁996 工作生
态尧形式主义的加班文化袁并没
有因为外界关注而出现明显改
观曰学历歧视尧职场野酒文化冶
等袁虽然跟具体的单位尧行业有
一定联系袁 但更多的是由整个
社会文化和氛围所铸就的噎噎

再次袁90 后群体也是多元
的袁 对待 90 后也要分类看待袁
不能野一刀切冶遥 媒体报道之下袁
这个群体有被单一化尧 夸大化
的成分遥 有调查显示袁90 后的
平均跳槽率是 0.91 次/年袁也就
是平均 1.09 年换一次工作袁有
40%以上的 90 后从未有过跳槽
行为袁34%的 90 后仅有一次跳
槽行为袁绝大多数 90 后跳槽行
为并不频繁遥 换言之袁调查样本
的多少尧行业企业面向的取舍袁
都会影响人们对这一群体的概
括和判断袁 我们对这一群体的
认识并不全面遥

单从个体角度看袁 面对职
场的强势文化袁很多 90 后都能
快速地适应尧 接受乃至继承现
有的文化和规则袁 而有些年轻
人甚至在抗拒之后会发现自己
也无力改变袁 还是得去适应现
实遥

进入 2021 年袁90 后群体中
最大的也有 31 岁了遥 老话说袁
三十而立遥 一些 90 后也进入了
管理层袁 就业市场最庞大的群
体也集中在 90 后这个年龄段遥
相较于前些年媒体对 90 后刚
入职场时的那种新鲜感的 野热
炒冶袁当下袁有关野中年危机冶野职
业危机冶的声音袁也在悄然和 90
后这个群体关联遥

也就是说袁90 后群体的年
龄也在不断增长袁 一旦过了 35
岁袁又会面临 00 后这个年轻群
体的竞争与冲击遥 当年龄上不
再保持优势袁是适应用人单位袁
接受现有的规则系统袁 还是保
持自我和放飞个性袁 对僵化的
制度始终作出抵抗袁 相信年轻
人都会作出更加理性的选择遥

不可否认袁野难管冶 的年轻
人会对职场文化带来一定冲
击袁但用人单位应对冲击尧作出
改变袁注定是渐进式的袁而非激
进式的袁 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彻
底扭转遥 职场文化生态一旦形
成袁既有创新性袁也有保守性的
一面袁 年轻人能够在多大程度
上冲击现有的职场文化袁 很难
作出整体的判断袁 还需要管理
者尧年轻人在接触与碰撞中袁互
相适应尧调整和改变袁而不是只
苛求一方去迁就另一方袁 不妨
拭目以待袁 通过更长的时间来
检验遥

初入职场袁不少年轻人都会面临
这样的困境院象牙塔里袁个个都意气
风发遥 但走出校门步入社会袁却往往
不得不接受现实院激烈的竞争挫了锐
气尧庸常的生活耗了朝气尧角色转换
的不适应磨平了心气遥

每一颗种子被播撒进土壤时袁都
带着开花的梦想袁 但在破土而出之
前袁 它们要随时准备着承受烈日炙
烤尧寒潮侵袭袁要面对无数的风雨遥 经
不住考验者袁永远埋在了土里袁而那
些奋力向下扎根尧时刻汲取养分的种
子袁则终有一天会绚丽绽放遥

初入职场者袁应当学着做一颗种
子袁沉下心尧扎下根袁积蓄能量尧厚积
薄发袁才能在机会来临时脱颖而出遥

接受自己的野平凡冶遥 不想当将军
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袁但没有经年累月
的作战经验袁 士兵绝不可能当上将
军袁充其量是纸上谈兵的赵括遥 同样袁
初入职场者犹如一张白纸袁对自己承
担的工作不可能立即得心应手尧驾轻
就熟袁必然要通过一段时间的磨合才
能够胜任遥 要放低自己的期望值袁从
最基础的工作内容学起袁向身边每一
个比自己工作经验丰富的人虚心求
教袁才能逐渐进入状态袁在不断磨炼
中成就野不平凡冶遥

坚信干小事蕴含的价值遥 刚参加
工作时袁年轻人往往会被安排做一些
非常基础的工作袁 看似鸡毛蒜皮尧枯
燥乏味尧没有成就感袁然而经过一段
时间的积累后袁 你就会渐渐发现袁只
要全身心投入坚持去做好每一次工
作袁也一样可以积累经验尧增长本领尧
丰富阅历遥 纪昌学射袁先要用两年时
间练习锥尖刺于眼皮而不眨眼袁又要用三年时间练
成视虱子之小如车轮之大遥 这个故事虽然有艺术夸
张的成分袁但道理却是相通的遥 初入职场者千万不
要眼高手低袁要沉下心来尧从小事干起袁练好基本
功袁才能等到野铁杵磨成针冶的一天遥

不断积蓄向上的力量遥 人生是一场马拉松袁比
的不仅是速度袁还有耐力遥 当你越过起跑线袁发现前
方已身影重重时袁不要灰心丧气袁长路漫漫袁还有足
够的时间供你调整状态遥 要相信袁初入职场的失意尧
迷茫袁只是暂时的遥 只要放平心态袁从工作中汲取经
验教训袁等你度过这段平台期袁就会发现一切便豁
然开朗袁当初遇到的挫折和失败也可以成为人生的
宝贵财富遥

在最美好的年纪袁初入职场的你可能并没有感
受到诗和远方袁反而在各种压力下心绪波动袁但请
不要让一时的情绪模糊了奋斗的底色袁不要因理想
遥远而放弃追求遥 要坚信袁只要把根基扎牢尧坚持顽
强生长袁 你积蓄的能量有一天一定会喷薄而出尧令
人刮目相看遥 徐雷鹏

“难管”的 90 后能在多大程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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