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期，在长沙举行的招聘会
上，已婚已育的女性和 20 至 25
岁的年轻女性多是招聘企业的

“香饽饽”。在部分单位的招聘启
事上，甚至标明“要求已婚已育”。
对于招聘企业的这些要求，在求
职者张女士看来，“说白了就是为
了躲开女职工的生育期。这是因
为 20 至 25 岁的女性一般没有近
期生孩子的打算，已婚已育的女
性也不会再轻易生孩子”。

对此，很多求职者表示，感
觉很无奈，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用
人单位提出的“二胎”问题，无
论是诚实的回答还是谎称，她们
都顾虑重重，既害怕现在找不到

工作，也害怕进入公司后一旦要
生二胎就会面临其他的麻烦。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今
年 2 月，北京市正式施行“单
独两孩”政策。北京市第一
中级人民法院劳动争议庭
庭长张弓近日接受媒
体采访时表示，随着

“单独两孩”政策
开始实施，女职
工因“三期”( 孕
期、产期、哺乳
期 ) 权利受侵害引
发的劳动争议案件有所增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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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女士今年28岁，仍然未婚，
已经有多年的财务工作经验。去
年年底辞职后，她准备重新找一
份财务工作。按理说，经验丰富
的她应该比以前更受招聘单位的
青睐，然而，今年参加过多场招
聘会，却没有得到几次复试机会，
相比之下，几年前自己没有多少
工作经验，反而机会多一些。

“本来谈得好好的，但是一
听说我还没结婚生孩子，就对我
没兴趣了。”张女士说，可能就
是因为自己 28 岁还没结婚生孩
子，招聘单位觉得一旦招进去，
没过多久她就要结婚生孩子，会
影响工作。而且，有的单位在听
到张女士是独生子女时，还特意
会加问一句：“你生二胎吗？”张

女士觉得很苦恼，不知道怎么回
答。

后来，张女士的闺蜜给她出
了一个主意，“我觉得生孩子太
受罪了，我的原则是能少生就少
生，女人何苦那么为难自己呢？”
在接下来的几次面试中，张女士
这么一回答就屡试不爽，好几家
单位纷纷抛来橄榄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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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食堂或者是单位附近

的餐厅这些地方经常会出现偶
遇老板的情况，如果真的和老
板在此“邂逅”，那到底该怎么
样恰当合理地表现自己呢？本
期我们邀请到了湖南飞翼影视
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傅强
来继续为我们“现身说法”。

在餐厅遇到老板这确实属
于高概率事件，很多职场中人
会紧张得不知所措，甚至连个
招呼都不敢打，这其实完全没
有必要，因为餐厅相对来说，
还是一个较为轻松和适合聊天
的地方，所以尽管放自然好了。

那么在餐厅到底怎么和老
板打招呼呢？该不该主动和老
板坐一起吃饭呢？这就要分情
况对待了。如果你和老板都已
经分别坐好了或者已经在吃了，
两个人才偶尔发现对方，那么
在你们目光对视的那一刻，作
为下属的你肯定是要表现出微
笑和尊重。如果你们的桌子离
得比较近，可以简单说上一两
句客套的话。如果隔得比较远，
你也可以走到老板身边，很有
礼貌地和老板打个招呼。

至于说要不要过去和老板
坐一起吃，则要看打招呼后老板
的反应。我一般是会很主动地叫
别人过来和我一起吃的，但不排
除有些较为严肃的老板不会主动
示意下属过去，那在这种情况下，
你就要注意观察了——老板打完
招呼就把头扭过去继续吃他的
饭了，那就表示他没有多大兴趣
想要和你聊一聊，这个时候你就
不必再冒失地坐过去。

当然，还有一种情况比较
特殊，那就是你本来就一直很
想找个机会和老板交流一下，
那在餐厅遇到老板自然就是个
很好的机会了。你需要做的就
是走到老板的身边，很自然地
和老板打完招呼后，然后再试
探性地问一句：“老板，您是在
等人吗？如果没有，我可以坐
边上么？”你这么问，老板肯
定会告诉你是可以还是不可以。

在吃饭的过程中聊点什么
呢？在我看来，这毕竟还是一
个可以巧妙地表现自己的机会，
你可以谈谈公司最新的一些项
目和决定。但切记，在聊的过
程中一定要掌握好分寸，不要
一个人夸夸其谈，要注意观察
老板是否有兴趣听。吃饭是一
个比较放松的时刻，所以，总
的来说，聊工作的时间不宜过
长，最好是挑你想表达的重点
讲一讲就可，而且也不能过深。
聊完工作就可以聊一些轻松的
话题，比如社会热点、时政新
闻等，也可根据你对老板的了
解，投其所好地讲一些有意思
的内容。

“单独二孩”政策，“双独”、“单独”家庭女性可能遭遇新的职场潜规则——

假如用人单位打探你“生不生二胎”……

“‘单独二胎’政策会增加部分女
性就业麻烦，这一点目前来看是毋庸
置疑的。”智联招聘职业顾问蔡艳明说，
很多女性在求职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
回答用人单位的“二胎”问题，主要
是她们不知道如何巧妙地去打“擦边
球”。一般来说，情况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是，你单身且是独生子女。
这个时候面对用人单位的“二胎”问题，
因为很多的东西你还不确定，也就是
说，你的任何保证都是无效的，所以，
目前你最好的说法就是你的事业心。
任何一个老板都知道，有事业心的女
人是不会因为家庭问题去牺牲事业的。
因此，强调你的事业心就是一种委婉
的暗示和回答。

第二种是，你已婚已育是“单独
家庭”。如果你打算再要孩子，但又急
于找工作，作为权宜之计，你可以巧
妙地说：“暂时还没这个打算。”“暂时”
二字是为以后留退路。如果你确定不
会生二胎了，那就大可以直接地告诉
他们答案。不过，有一点要记住，你
最好告知你不要的理由，这样可以让
人家更好地相信你的话。如果你还在
纠结要不要二胎，你可以侧面试探一
下用人单位对于生二胎的态度，他们
态度很坚决的不要生二胎的女性的话，
那就最好还是实话告知你还在考虑这
个问题；他们态度不够坚决的话，那
你也可以用“暂时还没这个打算”来
应答。

第三种是，你已婚未育是“单独
家庭”。如果你是这种情况，用人单位
可能会考虑到在接下来的五年内可能
要白白养你一年半的时间，这对他们
来说会产生过高的用人成本。所以，
作为应聘者的你，最好还是以“工作
为重”作为答案。这样，至少让他们
的顾虑会少一点。

对于很多应聘者会说假话甚至欺
骗，蔡艳明认为，这种方法并非上策，
可能会为今后留下风险隐患。

而对于已经身在职场中的妈妈们，
如果想生二胎该怎么办呢？对此，蔡艳
明表示，女职工生二胎是国家政策允许
的，休产假是法律赋予女性的一项基本
权利，广大妇女职工不必为此担忧。“很
多专家呼吁相关的配套措施，相信在不
久的将来国家会相继出台保护女职工生
二胎、防止职场潜规则的规定。”

■人物连线

用人单位拐弯抹角的提问
李女士是去年年底辞职的，

找新工作正好就碰上“单独二
胎”政策出台。自从这个政策出
台以后，她就发现了求职过程中
多了这个必问的新问题——“是
不是‘单独家庭’？”虽然有些
人力资源主管问得比较含蓄，比
如说，“经济压力大不大？是不是
双方父母的赡养都需要你们夫妻

来承担？”，“可以经常加班不？
平时小孩需要你们亲自带吗？是
不是家里老人还得去照顾其他兄
弟姐妹的孩子？”不过，这些问
题一出口，李女士就知道他们无
非就是想知道应聘者是不是“单
独家庭”。“幸好我和丈夫都不是
独生子女，人力资源主管很放心
地录用了我。”李士告诉今日女

报 / 凤网记者，“如果是的话，可
能就不会要我。因为，当时最后
面试的时候，还有另外两个女的，
一个未婚未育，一个已育但是‘单
独家庭’。最终只有我被录用。”

李女士说：“以前，只要你
生孩子了，人家就会特别愿意要，
可是现在已育也不吃香了，还必
须不是‘单独家庭’才行。”

这次面试，她学聪明了
“好好的跳槽机会，差点因

为二胎问题谈崩了。”担任某公
司化妆品销售经理的李女士无奈
地向朋友吐槽，“女性求职隐形
门槛太多了，结婚了没孩子不行，
有孩子、孩子太小也不行，现在
符合生二胎政策的也不行了!”

李女士是一家私企的销售经
理，同时也是一个 4 岁女孩的妈
妈。8 年的职场生涯，让她处于

事业发展的黄金期。过年后，她
一直谋划跳槽到一家更大的公
司，最近参加了几场招聘会，每
次和 HR（人力资源）相谈甚欢时，
最后都会遭遇一个问题：“你这
么年轻，打算要二胎不?”

李女士说，面对这些问题，
她开始都如实回答，“还没想好
呢，也许不会要。”结果她中意
的几家企业面试都没有结果。最

近的招聘会上，她又遭遇了二胎
问题的询问，这次她就学聪明了。

“我之前面试的一家企业也
曾问过我这个问题，我理解你们
的顾虑。我老公想再要一个，不
过我个人是不想生的，因为多一
个孩子对我来说是增加了很大的
负担。”最后，她向招聘企业表示，

“没生二胎的打算 !”

“生孩子太受罪”成了应聘谈话技巧

■调查

众多求职者为“二胎”问题苦恼

■专家支招

不管你是哪种情况，
这样回答不会错

■职场课堂

“邂逅老板”系列之三——

餐厅遇老板

湖南飞翼影
视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总
经理傅强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李旦

“你是独生子女吗？”
“你先生也是独生子女？”
 ……
你现在去一家单位应聘，假如类似这

样的提问集中出现，那基本可以告诉你：
用人单位可能在旁敲侧击，盘问你是不
是有生二胎的打算。

虽然“单独二胎”是国家政策，用人
单位也不能以你要生二胎而拒绝录用你。
但是，应聘者这么多，找个不录用你的
理由实在太容易了。

那么，怎样防止用人单位在二胎问题
上悄悄对职场女性设置潜规则就成了一
个技术问题……你该怎样回答面试提问，
既防止遭遇职场歧视，又能保证自己的
权益呢？

啥
时
候
放
我
出
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