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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怕别人说你肤浅吧？
先学学这些
女人最怕别人说自己肤浅，

而增加自己“厚度”的就非历史
莫属了。都说历史是一门最有厚
度和深度的学科，这话一点也不
错。当代的很多社会现象、国
际关系以及风土人情等等，这
些都和历史有着不可分割的关
系。其实，作为最基本的知识
储备的那些历史知识，我们在
学校里都有接触过，只是可能
很多人又把它们还给老师了。

当今世界一些比较有影响
力的国家，比如英、美、法、日、
俄等这些国家的历史，大致的
发展轨迹还是要有一些了解的，
比如美国的独立战争、日本的明
治维新、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
等，这些都是应该了解的。还
有就是要了解一些国际上的大
事，比如第一、二次世界大战，
几次工业革命等。对于中国史，
虽不说要清清楚楚，但至少也
得清楚个大概，对一些重大的
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还是要有
一定的了解的。

2一边旅行，
一边学学这些吧
很多女人都是地理“文盲”，

分不清东西南北，甚至分不清
哪些国家是哪个洲的。不知道
阿富汗是属于哪个洲的，不清
楚迪拜是一个国家还是一座城
市，不了解东欧和北欧有哪些
国家……如果这些是发生在和
客户之间的交谈中，那确实会很
尴尬，也会影响到别人对你的
印象和评价。丰富的地理知识
特别是在一些特定的场合，可
以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

首先，你 得清楚，五大洲
四大洋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
其包含的一些国家等。世界大部
分国家的首都要清楚，还有一
些世界著名的山脉、河流、盆地、

高原等都要清楚。对于中国国
内而言，每个省份的省会城市是
肯定要清楚的，还有就是这个
省份的主要经济支柱、气候以及
有哪些地级市等要清楚。

很多的职场中人都有旅行
的习惯，那大可以利用旅行的
机会好好了解一下所去的城市或
者是国家，这样比在新闻上或
者是其他的阅读材料里看到的
要更加真实和印象深刻。比如，
你可能会一直记不住印度的首都
是孟买还是雅加达，但是去过
一次后肯定就能记得很清楚了。
还有就是当地盛产的一些东西，
在旅行过一遍后，也会不自觉地
记住了。

3职场也需要文学
文学知 识 对于女孩子

来说应该是较为轻松和比较“对
胃口”的，因为女孩子相对来说
更喜欢文学里的感性表达。在
文学方面，最基本也是最低的
要求，那就是把国内外的名著尽
可能地读一些。尤其对国内外
一些著名的文学家要有个大概
的了解，清楚他们是哪个国家的 ,
有哪些代表作之类的。如果平
时时间较为充裕的话，最好每
个作家选一两本来读，这就可
以大致懂得这个作家的写作风
格。

睡前阅读就是一个很好的
习惯，文学里面大部分是小说，
阅读起来相对来说很轻松，每
天读几页也还是有这个可能的。

4时间用在刀刃上，
这些知识不必碰
有人曾说“学好数理化，走

遍天下都不怕”，对于职场而言，
这话恐怕就不一定会成立了。如
果不是你的专业一定要学这些
东西，那作为一般的职场中人，
对于数理化知识的了解大可以不
必放在心上，因为这些东西在平

时的交流过程中一般会涉及得
很少。再说上了初中、高中，基
本的数理化知识应该都差不多
有过学习，脑子里肯定也会多少
有点印象。

政治、哲学等这些偏文科
的知识，也只需要懂得最基本
的就可以了，比如，知道美国是
联邦制，英国的首相是国家的“老
大”，知道一些大国的总统或者
是总理、首相之类的。至于哲
学的话，因为这个领域如果要
想有一定的了解也需要较长的时
间，而且花时间去弄清楚各个
哲学流派就更加让人头疼，所
以这一块基本凭借初、高中的
知识也差不多了。

5即使是必需品，
你也要备好谈资
作为一个职场女性，跟女

人息息相关的一些东西，是你
必须要了解的，而且最好有一定
的研究，因为美食、护肤、打扮，
这些是永恒的话题。比如，彩
妆哪些品牌比较好，知道国内
外各大一线奢侈品品牌的明星
产品是什么。女人对香水也要
多了解，因为很多男士也会用香
水，在一些场合，通过香水也是
可以了解一个人的。

此外，就是，西装、表、皮
鞋、皮带、汽车和酒、烟等，这
些都是和男性息息相关的东西。
假如你要送一件礼物给客户，你
对各大品牌较为清楚的话，就
大可根据客户的喜好来挑选较
为合适的品牌。

6厨房里的知识，
不要说你不喜欢啊
都说“抓住了男人的胃，就

抓住了男人的心”，由此可见，
一个优秀的职场女性也得具备
一定的烹饪知识和技能，在一
些饭局上可以就一些烹饪手法
等和他人进行交流。不一定要

自己厨艺有多好，但是一定要清
楚一些基本的烹饪之道，熟悉
中西餐之间的不同。当然，如
果你能做得了一手好菜或者是
点心，那在特定的时候，把合作
伙伴一家人请到家里来吃家常
饭菜，这无疑会让双方的关系
更加巩固和提升。

7法律与医学常识，
必备
在如今 这个商业社会，法

律是一定要懂的，这也已经成
为一个优秀的职场人必备的素
质之一。虽不说要有多精通，但
是一些基本的常识要懂。至于
医学的话，虽然不一定跟职场
有关，但是在一些场合，和他
人聊天的时候也肯定是需要的，
因为现代人对于健康是越来越
重视，所以交流的时候难免不
会聊到医学知识。

8心理学与情商，
也许你拼的就是这
商场如战场，拼的就是谁

沉得住气，这就必然会涉及到
心理学的一些基本知识和原理。
至于情商，它本不是一门知识，
但 是可以通 过 训练得到提高。
如果说前面这些知识已经给了你
成为一个职场“女神”的可能，
那情商就是决定你能否将前面
这些知识发挥到极致的关键。

情商在很大程度上是需要
知识做铺垫的。假如，你很了
解眼前的这个客户是个典型的
拜金主义者，那能不能挑选上
她（他）喜欢的东西也是很考验
人的。有些人会跟你聊他们目
前所遇到的难处，在这些难处
的背后，你当然要帮人家分析
原因以及给出适当的建议。但
是，如果你对 她（他）所 说的
东西完全不了解的话，那你情
商再高，也只能是“巧妇难为无
米之炊”。

有人曾说过一句话：你的工资就
是你最好的五个朋友的平均数。所以，
你不妨注意一下，是不是经常陪你吃
饭的人的工资、级别都与你相仿呢？中
午吃饭与谁吃，暗含职场潜规则，也
就是我们说的“饭团”。这种“饭团”，
我们叫它小团体。往往人员相对固定，
都是志同道合，或者合作密切的同事。
大家在一起拉拉家常，说说格子间里的

“甄嬛传”。

职场“饭团”类型多
有一种“饭团”，叫微 服私访团，

往往是领导挑头，请 组里的人吃饭。
借助吃饭时的轻松氛围，领导可以体
察民情，了解大家的真性情，也可以鼓
舞士气。下属也可以在饭桌上跟领导
说说在办公室里不敢说的话，拍不好
意思拍的马屁。要记住，谁都喜欢听
好听的，所以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吝惜
你的溢美之词 !

还有一种“饭团”，叫沟通团。工
作中难免有拌嘴的时候，压力大了，大
家情绪都不好。如果出现 这种情况，
也推荐大家放下面子这东西，请对方
吃顿午饭、喝个咖啡，哪怕是吃个麦
当劳，都能缓解紧张情绪，增进了解。

既然民以食为天，那么就让中午
这顿饭吃得舒心、快乐，成为你上班 8
小时间中最美的一个小时。

职场“饭团”暗含的潜规则，你还
需要了解：

潜规则一：
吃的不是饭，是人脉 !

有人专门写过一本书叫《不要一个人
吃饭》，这本书介绍了很多21世纪的交
际规则，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这是
一个讲人脉的年代，人脉的建立要靠你
平时和很多人打交道，而吃饭就是非常
重要的一条途径。所以身在职场，吃饭
可不是件小事情，它和你将来在公司的

“江湖地位”密不可分，甚至和你哪天创
业成功与否都有密切的联系。

潜规则二：
小心成为职场“隐形人”

吃饭不仅对职场新人融入新工作环
境有促进作用，对职场“老油条”们来说，
吃饭也是个建立工作好搭档、酝酿好人
脉的好时机。

一名做客服的美眉称，工作压力很
大，有时遇到一些难缠的客户，更需要
及时找个人发泄一下。而这些压力找有同
感的同事探讨和发泄是最好不过的，所
以一到饭点，她就会和几个谈得来的同
事一起去吃饭，大家一坐到一起就七嘴
八舌地聊开了，通过发泄，大家在工作
中的郁闷就消失了。有时大家还会一起
讨论业务上的知识，对大家共同进步很
有帮助。而那些不愿意和别人一起吃饭的
人就失去这样的机会了。

潜规则三：
会聊的人能混好几个“饭团”

在“饭团”里，本来大家都是“各
取所需”而来。如果你在里面一不小心
说漏了嘴，说了什么不该说的，就可能对
你的职场人生产生负面影响了。特别是
当有人在抱怨领导怎么坏时，你也跟着
附和，这时说不定领导正悄无声息地走
过来，对面的人倒是不出声了，你还在
那里噼里啪啦，那你就惨啦 ! 还有如果
遇到职场“小人”，到领导面前告你一状，
那你更是有冤无处说。所以“饭团”也
不是那么好混的。那些口才好、知道得
多的人，往往就在“饭团”里如鱼得水，
甚至能同时混好几个“饭团”。反之，不
善交流的人往往就会被“孤立”。

即使你是女人，你好意思说你不知道“二战”是怎么回事么，你好意思说你不认识劳斯莱斯的商标么，你好意
思问老板“点球”是什么意思么……   

送给职场女性的知识结构图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李旦 
话说，在职场打拼，无论私企也

好，事业单位也罢，没有两把“刷子”
是不行的。要么就有技能“刷子”，要
么就有人缘“刷子”，否则就只能投胎
到“李刚”家了。当然除了技能和人
缘外，一定的知识储备也是不可或缺
的。虽不说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但
起码的常识咱都得懂吧。尤其是作为
一名新时代的职场女性，在和客户或
者是老板聊天的时候，你好意思说你
不知道“二战”是怎么回事么，你好
意思说你不认识纪梵希的商标么，你
好意思问老板点球是什么意思么……
知识就是财富，放在什么时代这话都
不会落伍的。比如说吧，知识能在无
形中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一个几
百万的单子，说不定就是在一场古典
文学的对话中拿下的。这样的美事想
一想都觉得幸福呀！可是在你也拥有
这样的幸福之前，你得明白，人家是
拥有完美的知识结构图的。那到底一
名优秀的职场女人需要什么样的知识
结构图呢？看完这篇文章，或许你就
明白啦，赶紧回去补课吧。

历史：拿破仑是
谁？这样的问题千
万别开口！

地理：迪拜到底是
一个国家还是城市
呀？这样的问题能
不被客户鄙视么！

文学：跟那些大叔
客户在一起，你好
意思说你没看过村
上春树的作品？

什么哲学、政治学、
还有就是数理化就
算了吧，毕竟几个人
能整明白那些东东。

哎呀，人家明明开
的是限量版保时
捷，你却还以为是
屌丝车。

我好喜欢吃川菜里
的剁椒鱼头呀，老
板的脸瞬间汗了。

客户一直在看手表，
你却还邀请他参加
下一个活动，你知道
啥叫情商么？

■职场课堂

职场“饭团”里的
潜规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