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012013年11月26日  本版编辑／刘立稳  版式／王蕾
电话：0731-82333630  E－mail:liulw@fengone.com文娱·专栏

智联招聘最佳雇主调查报告：好雇主硬件干不过“软实力
近日，有 HR 行业“奥斯卡”之称的智

联招聘 2013 中国年度最佳雇主评选活动外
调阶段顺利结束，智联招聘发布了备受瞩目
的《2013 中国年度最佳雇主全国公众外部调
查报告》。对比上届评选活动，本届最佳雇主
评选活动“好雇主”的标准发生了很多颠覆
性的变化，其中白领对企业“软实力”的重
视有重大提升，凸显目前企业雇主品牌建设
发展的新动向。

雇主品牌概念最初在上世纪 90 年代由
英国管 理 专家 Ambler 和 Barrow 共同提 出，
其表现为企业激励和保留现有员工以及吸引
潜在员工的相关价值、政策和行为体系。在
经济高速发展、信息化空前发达的今天，良
好的雇主品牌形象不仅帮助企业在人才争夺
战中占尽先机，同时对企业传播优秀品牌形
象、提升企业体量等方面都助力颇多。

正是基于这一背景，智联招聘发起了中
国年度最佳雇主评选活动，旨在推动国内人
力资源行业的良性发展、传播更多榜样的力
量。其中最佳雇主调查报告作为最终颁奖典
礼的重要数据支持，可谓是重中之重。智联
招聘通过发布最佳雇主公众调查报告，不仅
是对年度求职者求职期望与心态的总结，同
时就白领关注的焦点问题进行了分析，为未
来人力资源行业的发展带来启示。

据智联招聘最佳雇主求职者调查报告
显示，本届活动最大的变化是白领对最佳雇
主“软实力”的关注度提升较大。在雇主评
选的六大一级指标中，虽然薪酬福利仍是受
白领关注的重要指标，但组织管理首次超越
薪酬福利，成为公众定义理想最佳雇主的
首要指标，表明公众对雇主品牌形象的认知
更趋理性化，对最佳雇主的“内功”更加关
注。组织管理、学习培训、企业客观环境和
人文环境等“软实力”将会成为未来企业品
牌形象提升关键因素。这其中 2013 中国年度
最佳雇主百强榜单入围企业做出了优异的表
率，凭借自身出色的组织管理模式笑傲群雄。
同时，工作环境也成为白领对百强企业的关

注焦点，加上雇主形象、薪酬福利等方面的
得分提升不少，预示着百强企业无论在行业
领域或是品牌形象等方面均是未来的最大赢
家，这也表明智联招聘中国年度最佳雇主活
动对企业品牌建设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可以
为更多企业提供宝贵经验。

智联招聘 2013 中国年度最佳 雇主调查
结果中，“完善的福利待遇”再超“有竞争力
的薪酬”，蝉联最佳雇主特征第一位。福利自
身稳定性的特征，成为吸引公众的重要原因。
一般情况下，福利与个人的业绩表现关系不大，
不会随着个人表现而急剧变化，这使得福利
带给员工更多的安全感，在日前波动的经济
形势下，愈加受到员工青睐。而通货膨胀、薪
酬涨速慢以及教育、车房等资源在购买资格
上的限制更是促进了福利待遇的价值上升。

本届中国年度最佳雇主的软实力重视程
度在雇主特征上也有明显体现，“员工尊重度”
相比往年首次出现，以 7.3% 的关注率占有雇
主特征排名榜眼位置，仅低于“福利待遇”0.2
个百分点，表明现阶段白领对企业团队意识
的重视，期望能在团队中发挥的作用和所处
地位得到企业的认知和尊重，体验到平等公
正的待遇，这与当下复杂的职场环境有密不
可分的关系。但值得关注的是，高知群体对
企业“软实力”并不看重，且认同比率随着
受教育程度的不断升高出现下降的趋势；但
在“薪酬”的关注度上则成反比，表明高知
群体对非物质层面的忽视和对高收入的期待，
这在企业引进高端人才、调整人才战略方面
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综合上述主要数据来看，中国人力资源
行业正在稳步发展的过程中发生着微妙的变
化，白领在不同社会环境下对 “好雇主”的
定义左右着最佳雇主的更迭。智联招聘中国
年度最佳雇主调查报告则成为对中国年度人
力资源行业发展的完美总结。相信，即将在
三亚举办的 2013 中国年度最佳雇主颁奖盛
典将会对年度雇主品牌建设成果进行一场完
美的演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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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著名导演李安，曾在奥斯卡颁奖典礼上公开致谢妻子：
“我的妻子林惠嘉，我们结婚30 年了，我爱你！”李安曾经6 年
窝在家中，每天煮饭、接送小孩，不能分担任何经济压力，靠生
物学博士妻子养家糊口。李安说：“我太太对我最大的支持就是
她独立生活，她给了我时间和空间，让我去发挥、去创作，要不
是碰到我太太，我可能没有机会去追求我的电影生涯。”而林惠
嘉说：“李安还不是导演的时候，我就是我；李安当导演以后，我
还是林惠嘉。”

现代“贤妻”，如果还像过去那样依附男人而没有自我的
生存能力，甚至会被人称作“嫌妻”。自信，独立，有胸怀，
能包容，全力支持丈夫的事业。这才是现代贤内助的风采。  

随着女性成为各行各业的翘楚，“女主外、男主内”的搭
档越来越多，“贤内助”不再只是专指女性了，女性能人背后
那位体贴的男人也被人称作“贤内助”。比如女领导、女企业
家的家属。

近年各级纪委非常重视家庭廉政文化建设，领导的另一
半被要求当好贤内助、廉内助。有纪委书记对领导家属语重
心长地说：“你们一定要当好‘后院’守门员，事业上做配偶
的‘贤内助’，作风上做配偶的监管员，使每个家庭成为每个
领导干部的廉政港湾……” 

很多地方举办了“贤内助培训班”，有的还表彰“贤内助”，
这里面就有不少男士的名字。

男人乐意接受“贤内助”的身份吗？上海男人就很愿意做“贤
内助”。有一项调查显示，居然有七成上海职业男性愿意在家做
全职贤内助，他们一点也不忌讳“女主外、男主内”。 

社会发展到现在，规则被打破，局限被突破。男和女，谁主
内或外，本就不能墨守成规了。

“女人词典”，一些耳熟能详的词语，蕴藏着有趣、生动、
耐人寻味的常识。这些关乎女人的常识，随着时光演变，有点
熟悉，又有点陌生。

如果您也有类似的词语需要探讨，或者你对上文的解读有
不同的观点，都可以通过 QQ 112743617 与编辑进行交流。

查看更多专栏内容请上凤网博客 www.bbs.fengone.com。

“男主外，女主内”是中国
传统，“贤内助”就是指贤惠能
干的妻子。历史记载中这个词
很常见，如《宋史 ·宗孟皇后》
中有：“ 宣仁太后语帝曰：‘得
贤内助，非细事也。’”这里指
太后称赞孟皇后端庄贤淑，温
婉有致，是贤妻的典范。

“贤”字下面是个贝，一
开始，贤的本义是多财物，后
来引申为多才多能、品德美好
的意思。如贤人、贤士、贤妻等。

中国关于“贤妻”的说法
相当久远，先秦时期就有了。
古代的女子，婚后能否成为贤
妻，要看她是否胜任一个复合
家庭中的儿媳。所谓复合家庭，
是指丈夫的父母和祖父母，以
及丈夫的兄弟姐妹都在一个大
家庭，新娘嫁进来后，须拿出
全部精力侍奉公婆并讨好大家
庭中每个可能讨好的人。

一个守本分的儿媳，要像
仆人侍奉主人一样侍奉好公婆。

今天， 我们需要怎样的“贤内助”？
儿媳要自己缝纫、做饭，服侍公婆吃饭。公婆不满意的儿媳，
百分之百就不是“贤妻”。

我们很熟悉的汉乐府《孔雀东南飞》中，就叙述了一
个贤妻的悲剧故事。媳妇刘兰芝，会织布，会裁衣，还会
音乐和诗书，17岁嫁给焦仲卿。虽然她日日辛劳，小心侍
奉婆婆（公公已过世），但依然得不到婆婆的认可。焦仲卿
顺从母命，被迫休妻，最终感情深厚的夫妻俩双双殉情。

在古代，一个做妻子的被夫家“休”回娘家，是一个
让家族蒙羞的事件。只有犯了严重的不守妇道的行为，才
有可能被夫家“休妻”。

贤妻的另一个标准就是以丈夫为中心，做好贤内助。
聪明能干、足智多谋，都是令人赞赏的贤内助的积极性格。

《乐羊子妻》是我们在教科书上熟悉的另一个汉代故事：乐
羊子在路上捡到一块金子，回家给了妻子。妻子劝诫他不
要因为求私利来玷污自己的品德。乐羊子出外求学，学业
未成就回了家，妻子拿起刀走到织机前说：“这些丝织品
都是一根丝一根丝地积累，才能成丈成匹。现在如果割断
这些正在织着的丝织品，那就会丢弃成功的机会，从而荒
废光阴。您学习中途就回来了，同切断这丝织品有什么区别
呢？”乐羊子听后深为触动，回去修完了学业。

古时的贤内助，她们并没有自我的目标，活着的使命
就是帮助男人，她们因帮助男人在事业、学业、品格方面有
所进步而受到尊重，并载入史册。 

现在，依然会有许多优秀的女子被称为“贤内助”，
她们同样因理解支持、帮助丈夫而受到尊重。所不同的是，
现代贤内助并不局限于“内”，也不是以丈夫的意志为意志，
她们有独立的事业，有的甚至比丈夫更强势。

今年3月，演员刘涛主演的电视剧《贤妻》开播之前，
她以长微博透露自己嫁入豪门后的一段真实生活：老公的
生意一落千丈，每天靠安眠药度日，为帮老公戒掉药瘾，
她忍辱负重，挺着大肚陪伴老公登山看雪；老公破产后她
不离不弃，鼓励其重做小本生意恢复元气……刘涛说：“我
既然选择了他，就不能放弃他。”呵呵，这样的话，以前
基本是男人同情女人时说的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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