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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期，你可能被智能手机“绑架”上班
今日女报/凤网记者 李旦

一天天地数着日子过，终于熬到公司放春节假了，我猜，你现在的心情一定是各种
欢乐各种嗨皮吧，心也早已飞到九霄云外去了吧？一次浪漫的长途旅行、一场如期而至
的好友聚会、一段轻松惬意的乡下小住、亦或是老老实实在家宅着……想想都激动啊！
工作？有多远闪多远吧，苦逼了一年谁不让我省心过个年我跟谁急！不过，如果你真以
为一放假老板就管不着你了，那只能弱弱地送你一句话：“伙计你这么拽，你老板知道
不？”离开了办公室，住到了偏远乡下，你真以为你就有足够的借口跟工作说ByeBye
了？太OUT了，看吧，人家广告早就喊出了“智能手机，让移动办公‘嗨’起来”。话
说，自从有了智能手机，发邮件、传照片、文档操作、在线会议……之前的一切问题都
不是问题了，移动办公也就成了水到渠成的事情。工信部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智
能手机持续快速增长，2013年1~10月出货量达到3.48亿部，同比增长178%。白领们人
手一部智能手机，于是乎有人开始吐槽了：“假期就是换个地点加班而已。”

部做完已经10点钟了，王萌的那些
小伙伴们也都要各自赶回宾馆了。
“一场期待已久的聚会结果就这么
被毁了！”现在说到这事的王萌还
一肚子的火。她说，
“现在想想，以
前那种小手机还真挺好的，虽然没
那么方便，但至少不用在任何地点
任何时间都办公。”

进了景区，却只能拽着手机办公
贺朝林是一家4S店的销售经
理，
“我的工作就是生活，生活就是
工作。”在他的印象中，不论哪个
假期，他的生活永远是被工作占据
着。作为销售人员，只要老板或者
是客户有需要，不管是不是在工作
时间，他都必须立刻处理。
“自从
手机可以处理文件、发邮件等功能
后，任何地方都会成为我的办公地
点。”
销售会经常和数据、客户信息
打交道，为了及时了解市场行情，
贺朝林的老板经常会在周末和客
户见面，如果老板临时需要某份数

据，他就会打电话找贺朝林要。
“我
一般周末就回老家了，以前要是没
有智能手机，家里也没有网络，所
以再急的事情也要等到周一或者是
到家之后，现在智能手机随时随地
都能办公了，所以老板要求第一时
间完成的工作也没办法推脱了。”
为了这些事情，贺朝林的妻子
都和他吵了好几次了。有一次，一家
人高高兴兴的去南岳爬山，车刚开
到山脚，贺朝林便接到了老板的电
话要他紧急处理一份合同。贺朝林
接完电话很失落的跟妻子讲自己没
时间爬山了，他在车子里面等他们

母子，听到这话的贺朝林妻子当时
就发火了。这样的情况，贺朝林以
前也经常在和亲朋好友看电影、吃
饭的时候遇到。
“唉，没办法，你在
职场混就必须要随时听老板的指
示，我也不想这样子。”
如今，快要过年了，虽然公司已
经放假了的贺朝林每天却依旧要用
手机处理一堆的工作。
“我老板其
实已经去国外陪客户度假了，可还是
‘阴魂不散’的远程遥控着我。希
望过年的时候他能让我痛快地打几
天的牌，喝几次酒。”贺朝林说这话
的时候很无奈地叹了口气。

假期，员工可对有些事情说不
中，对“员工未来三年的职业规划
目标”的数据统计发现，
“获取工
作和生活的平衡”成为职场人的首
要目标。可见，如今巨大的社会压
力以及工作压力给职场人带来了严
重的失衡，不得不说智能手机也是
诱因之一。
“当我们在逃离8小时工
作之外，需要有一个放松、不受干
扰的私人空间，而这时候工作如果
找上门，会让人变得焦虑不安和急
躁。”
那么职场人士应该如何应对？
在杨曦看来，职场中人可就事件的
重 要程 度敢于 说 不。对于员工 来

2

说，加班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很
多临时且重要的事情，因此，需要
理解和体谅公司。但是对于一些非
重要紧急事件需要学会拒绝，这也
是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态度。
杨曦提醒广大企业，需要就此
多体谅员工，随时随地的办公带来
的干扰会严重 影响员工的私人时
间，给员工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
“员工不是机器，员工休息的权利
不仅有法律的保护，也需要得到企
业的尊重。毕竟企业的最终目的是
希望 员工能够为企业创造更多价
值。”

换位思考能力

在考虑解决问题的方
案时，一般人通常站在自己
职责范围立场上尽快妥善处
理。而他们却总会自觉地站
在公司或老板的立场去考虑
解决问题的方案。作为公司
或老板，解决问题的出发点
首先考虑的是如何避免类似
问题的重复出现，而不是头疼
医头，脚疼医脚。能始终站在
公司或老板的立场上去酝酿
解决问题的方 案，逐渐 地他
们便成为可以信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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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总结能力

他们具备的对问题的
分析、归纳、总结能力比常
人强，总能找出规律性的东
西，并驾驭事物，从而达到
事半功倍的效果。人们常说
苦干不如巧干，但是如何巧
干，不是人人都知道的。否
则就不会干同样的事情，常
人一天忙到晚都来不及；而
他们，却整天很潇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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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说法

智联招聘
职 业 顾问杨 曦
认为，智能手机
给 假 期 造 成的
困扰 需要 一 分
为二来看。
“智
能 手 机 的出现
大 大 提 高了彼
此间的沟通效率，让我们随时随地
可以方便交流和沟通，如果真有突
发状况也不一定去办公室处理。但
是另外 一方面它的方便也会变成
一种负担。”杨曦告诉今日女报/凤
网记者，在智联招聘2013年的调查

逆向思维能力

面对工作中遇到的
新问题，一时又找不
到解决方法，而且，
上司可能也没有什么
锦囊妙计时，他们擅
长用逆向思维办法去
探索解决问题的途
径。他们清楚具体业
务执行者比上司更容
易找出问题，是人为
的，还是客观的；是
技术问题，还是管理
漏洞。采用逆向思维找
寻问题的解决方法，会更
容易从问题中解脱出来。

被智能手机搅乱的假日聚会
政人员，她几乎得24小时保持开机
状态，领导如果在晚上10点以后打
电话找不到她，第二天就肯定会挨
骂。而且，更让她恼火的是，以前老
板打电话过来可能只是确认一个什
么事情，现在就慢慢演变成文件处
理，一弄就得好几个小时。
“有时候
看着手机里的文件传输，我真的想
把手机砸了。”
有一次周末，王萌的好几个姐
妹从 外地 过 来玩，就在大 家兴高
采烈吃着饭的时候，王萌的手机响
了，是领导的电话。为了不扫大家的
兴，王萌心想豁出去了所以就没有
接电话，没想到后来领导隔几分钟
就打电话来，五六个电话后王萌怕
领导真有什么十万火急的事，就只
好心不甘情不愿地接了。结果，是
要她确认一份客户名单，领导的邮
件一下就过来了，王萌只好看着其
他人谈天说地，自己一个人苦逼的
坐在角落里核对客户信息。等到全

文/志南
如果你野心不是特别
大 ，能 拿几十万年 薪 或 者上
百万年薪，估计你也开心了？
但是问题是，年薪几十或者上
百万的CEO，他们都不是靠机
遇和关系获得的，如果没有具
备下面这些能力，就算机会来
了，同样会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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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连线

“催，催，催，跟催命一样，不
知道我休假吗？”王萌是农业银行
的行政职员，正在休年假去外地旅
游的她却依旧摆脱不了工作的“折
磨”，领导时不时就会打电话过来
问这个表格那份文件。以前王萌总
会以在外地不方便查看文件为由拒
绝一切工作要求，可是自从她两年
前换了苹果手机，她便没办法拒绝
了。
“小王，我 现 在 转发份文件
给你，很着急，你尽快帮我处理一
下。”又是领导的工作电话，
“不好
意思，主任，我现在在车上没办法
帮你弄，可以等周一上午不？”王萌
其实在家，但她就是不想休息时间
被工作占用，
“你的苹果不是可以
收发邮件吗？”经过这一说，王萌
便再也没理由拒绝，哪怕是人在国
外。
在她看来，自己的生活已经完
全被工作“绑架”了，作为一 个行

想当高薪CEO？
先看看你具备这些能力么

简洁的
文书编写能力

老板通常都没时间阅读
冗长的文书，因此，学会编
写简洁的文字报告和编制赏
心悦目的表格就显得尤为重
要。即便是再复杂的问题，
他们也能将其浓缩阐述在一
页A4纸上。有必要详细说明
的问题，再用附件形式附在
报告或表格后面。让老板仅
仅浏览一页纸或一张表格便
可知道事情的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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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制定能力

遇到问题，他们不会
让领导做“问答题”而是做

“选择题”。常人遇到问
题，首先是向领导汇报、请
示解决办法。带着耳朵听领
导告知具体操作步骤，这就
叫让领导做“问答题”。而
他们常带着自己拟定好的
多个解决问题方案供领导
选择、定夺。这就是常说的
给领导出“选择题”。领
导显然更喜欢做的是“选择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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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强的
自我安慰能力

遇到失败、挫折和打
击，他们常能自我安慰和
解脱。还会迅速总结经验教
训，而坚信情况会发生变
化。他们的信条是：塞翁失
马，焉知非福，或上帝在为
你关上一扇门的同时，一定
会为你打开一扇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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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面沟通能力

当发现与老板面对面
的沟通效果不佳时，他们会
采用迂回的办法，如电子邮
件，或书面信函、报告的形
式尝试沟通。因为，书面沟
通有时可以达到面对面语言
沟通所无法达到的效果，可
以较为全面地阐述想要表达
的观点、建议和方法。从而
让老板听你把话讲完，而不
是打断你的讲话，或被其桌
上的电话打断你的思路。也
可方便地让老板选择一个其
认为空闲的时间来“聆听”
你的“唠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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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变化的
承受能力

竞争的加剧，经营风险
的加大，企业的成败可能在
一朝一夕之间发生。对他们
来讲，岗位的变化，甚至于
饭碗的丢失都无所畏惧。因
此，他们承受岗位变化的能
力也比一般人强。在他们看
来，这不仅是个人发展的问
题，更是一种生存能力的问
题。

9

职业精神

他们身上有一种高效、
敬业和忠诚的职业精神。主
要表现为：思维方式现代
化，拥有先进的管理理念并
能将其运用于经营实践中。
言行举止无私心，在公司的
业务活动中从不搀杂个人私
心。这样，就敢于直言不
讳，敢干纠正其他员工的错
误行为，敢于吹毛求疵般地
挑剔供应商的质量缺陷。因
为，只有无私才能无畏。待
人接物规范化，这也是行为
职业化的一种要求。有了这
种职业精神的人，到任何组
织都是受欢迎的，而且，迟
早会取得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