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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杂谈

p1 
　　事实无数次告诉我们，中国真正的创意产业不是在文化领域，而是在食品与药品领域。每次食品和药品领域出现问题，它
那种好莱坞式结局般的神奇创意都让你拍案叫绝，这些创意如果能有百分之一用在电影上，国产电影一定会是世界上最好的。

——摘自《黄鼠狼给鸡搭窝》（三联生活周刊 2012 年第 17 期）

9 方舟子战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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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舒国治（摘自《时代周报》2011.11.24）

　　一个人能做多少事？
　　可能很多，可能很少。
　　然而令一年轻人甫进入社会，觅得一工作，每月领两万出头薪水，自此一头
埋进一些自己啥也不晓的业务；既是忙得喘不过气来，又是怨声连连，还一意想
要存下少少余钱以备不久之后买房，以为人生扎下根基之举。
　　此种模式，只能造就更多终于或许有钱看似有房却永远压抑自己才华、并扼
杀自己梦想的社会一般分子，同时给予投机的开发商与融资家更多并吞大地资源
与挤压社会较弱阶层的可乘之机。
　　都市太多工作，只是教人懂得算账，算出到了老年终于存积了多少现款与房
产之账；而没教人求生，没教人活，没教人活得更好更快乐。
　　一般而言，人的求生，分成两种。一种是多念及自己的原始意志者，另一种
是多念及自身嵌在周遭社会下所需综合调适者。
　　多半的人一辈子在后者的状态下，但亦有些人不时往前者上面去梦想。
　　求生与谋职，很多时候颇像一回事。但亦可以完全是两码事。只是现代的社
会学将之笼统归纳成：人必须工作，工作而后有获，所获之物或财，则用以养活
自己。也就是说，不管此工作称不称得上职、称不称得上业，人皆应由它而获得
糊口饱腹。
　　何谓优好的工作？只要是操使起来令人高兴、甚至是自己兴趣所在，便是优
好工作。如果坐办公室八小时盯着计算机而自己不喜欢加上上班下班要忍受塞车，
搞不好比做清洁工还更不优好。
　　谋职不难，我昨天在路边见一小货车，堆满了文旦，五斤一百台币，买了回
家一尝，又甜又香熟。再回想他摆出来的十几串香蕉，姿态甚好，细细尖尖的，
颇有山蕉那股慢慢长出来的样子。这个卖水果人，便谋得了好职。
　　一个人能找到好的货品（哪怕不是自家栽种的），然后找到好方法售出，便
是好职。如果这件工作又是他胸怀的极佳展现（譬如他主张有机、注重环保、平
日喜欢与山水土地为伍，又乐意将养人之物献予社会大众），这已不只是谋职，
更是生命美善的高度实行矣。
　　故而人即使不能施展生命美善，先求谋一好职，亦需想“社会还缺什么？我
会什么”。
　　太多人，有才具烧菜、种花、做陶、打拳、骑单车、寻穴道经络推拿、弹琴、
唱歌、说笑话、打麻将、擦拭地板刷洗马桶、写毛笔字，甚至把脉治病等，但他
们的职业是别的。好像说，收水费的、军人、小学教师、县政府职员、报社记者、
计算机工程师、大楼管理员、公交车司机、铁路局员工等。或许是职业令他们糊口，
也或许是他们的才具只是兴趣，不足以赚钱，更可能是才具与兴趣从来没被设想
成职业。最可能的是，世上的职业项目早就笼照遍布，教人伸手拾来，人各一职，
先担当了再说；至于自己的兴趣、自己的潜能、自己的才气，也就先搁下吧。

求生与谋职

卷
首
语

编辑 / 成少波 10 统计
　　　毛逸宁 10 商务英语
美编 / 褚君恬 10 商务英语

应用和检验，以锻炼工作能力。在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之后，我们了
解自己的所学需要或应当如何应用
在实践中。因为任何知识源于实践，
归于实践。实习是学生在即将工作
前的一段培训阶段。
　　实习对于我们即将走出校门的
学子来说，有验证自己的职业抉择，
了解目标工作内容，学习工作及企
业标准，找到自身职业的差距。

　　人们常说，大学是个象牙塔。确
实，学校与职场、学习与工作、学生
与员工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在角
色的转化过程中，人们的观点、行为
方式、心理等方面都要做适当的调整。
　　网络上曾流传过一篇名为《我为
什么坚决不用刚毕业的大学生》的文
章。文中列举了一些在应届毕业生不
算少见的现象：跳槽频繁，而且离职
也不通知原公司；上班煲电话粥 : 三
个应届毕业生令公司一个月的话费涨
了 6000 多块钱；好高骛远、不切实际，

张口就财富 500 强的例子，提出的建
议都需要上千万的投资……
　　反观自身，我们不难发现，毕业
生们在初入职场时，容易遇到角色转
换的问题。而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实
习无疑是一个大好机会，它可以让大
家在校园学习知识的同时，接触到真
实的职场。有了实习的经验，在以后
毕业工作时，就可以更快、更好地融
入新的环境，完成学生向职场人士的
转换，及时的纠正和反馈自己的职业
发展轨迹。

所 谓实习，就是把学到的理
论知识拿到实际工作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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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9:00

Morning

Lunch Time

Afternoon

Back

匆匆起床，去食堂买早
饭，搭公交去公司

先做完每天必须做的例
行任务，可能会接到当
天新的任务。

和同事一起吃饭，聊天
八卦，饭后散步。

开始完成新下达的任
务，联系相关人员，也
许还有会议，可能加班。

心情很好的坐上班车，
和实习的同学分享公司
最新的八卦。

起床，准备，身体与床分离，倒数
9,8,7,6,5,4,3,2,1,起床失败orz~
地铁 10 号线一份时代报 ~ 坐上早
高峰都有位置的 10 号线 ~ 幻想财
大通地铁 ~换乘 2号线，从人间到
地狱 ~化身非典型张江男 ~心中默
念 10 遍老板千万不要比我早到！

收邮件开始干活 ~ 刷一
遍所有中国政府各部门
户网站 ~ 偷偷溜去全家
买份早饭 ~

老板最喜欢一边午饭一
边team meeting！整天吃
pizza 的孩子伤不起！

继续埋头干活，Starbucks
必不可少。。带 GYM 的
公司实在值得一去 ~

幻想要么将来住郊区，要
么就找一份城里的工作 ~

上班

和老板一起吃饭

和老板一起加班
到9-10点，制定
年度计划

……

……

　　　　　　　宋　瑾　　　　　　　沈　珺　　　　　　程子明

　　实习的一天 •Schedule•

牛
人
小
档
案

* 姓名：程子明
* 学历：硕士
* 实习经历：联合利华、罗兰贝格
* 现就职于 :罗兰贝格
* 学习工作以外
  最擅长：用功，认真
  最欣赏的人物：自己的父亲

* 姓名：沈珺
* 学历：硕士
* 社团经历：校研究生会副主席、院分团委副
书记、清源诗社宣传部部长、班长
* 实习经历：澳新银行、申银万国、通用电气、
君合律师事务所、黄山律师事务所
* 现就职于 :普华永道
* 学习工作以外
　最擅长：折腾
　最不擅长：say no~
　最欣赏的人物：黄光裕
* 座右铭：think big, but act small

* 姓名：宋瑾
* 学历：本科
* 社团经历：稻草人，演讲与口才学会，ECC
* 实习经历：联合利华，汇丰银行，
　In&Out 有限公司
* 现就职于 :摩根斯坦利
* 学习工作以外
　最擅长：写文章，旅行
　最不擅长：运动
　最欣赏的人物：无
* 座右铭：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于心。

宋瑾 : 找实习时：对自己的能力有个定位（擅长什么）；
选择自己想从事的行业或工作类型，进行了解（网络等
等）；规划找实习的时间进程，认认真真进行网申，面
试的时候保持好的心态，展现最好的状态，结果随缘，
在过程中成长。
　　任何实习都具备一定程度的价值，但如果有明确想
从事的行业和公司，不妨从行业内部的小企业入手；而
对自己事业规划没那么明确的同学，不妨多申请不同的
行业，以了解自己的喜好。

沈珺 : 建议实习趁早，大二之前以量取胜；大三之后以
质取胜，big name 的实习经历对自己信心的培养实在
不容小觑，流程化的招聘流程也更具可参考价值。不逼
自己，永远不知道自己的潜力有多大，实习和学习绝对
可以兼得，就看你愿不愿意少睡觉了。
　　社团经历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各类活动学
习到的 communication skill 以及 soft skill，如果你有
其他途径，一样可以实现。
　　最后的肺腑之言，男生们，好好学英语。。。。
dota 什么的都是浮云。

程子明 : 大一大二的同学主要还是把绩点搞好，大三的
同学可以问一下老师有什么比较好的机会没有，一份实
习一周三到四天是必须的，所以翘课是无法避免的，关
键是看怎么翘，一般都是老师的习性摸透以后翘一些不
点名的课，也可以和老师主动商量。

牛人点津

Q1 对于不同年级找实习的同学有
哪些建议？

　　实习是一种实践，是理论联系实际，应用和巩固所学专业
知识的一项重要环节，是培养我们个人能力和实践经验的一项
重要手段。通过参加一些实践性活动巩固所学的理论，增长一
些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和技能。因为知识要转化成真正的能力
要依靠实践的经验和锻炼。
　　面对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势和日新月异的社会，大学生应该
转变观念，不要简单地把假期打工作为挣钱的手段，更重要的
是借机积累社会经验，培养自己的创业和社会实践能力。作为
一名大学生，只要是自己所能承受的，就应该把握所有的机会，
正确衡量自己，扬长避短，以便步出象牙塔进入社会后可以尽
快走上轨道。
　　本期杂志中，我们采访了几位财大的就业达人。可以说，
他们的职业选择代表了广大财大学子理想的职业生涯规划。因
此，小编希望能通过他们所描述的实习工作的典型一天以及所
得出的感悟体会，使大家可以更直观地挖掘出实习的意义所在，
扬帆职场，顺利起航。

Part 1.

Par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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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瑾 : 英语专业四级证书，高级口译证书。对英语能
力有提升，在面试时能帮助你更好的进行英语交流。

沈珺 : 司法考试，本专业相关行当的敲门砖，有了绝
对不加分，没有绝对减分！
　　证券从业资格，史上最水的考试，但是对于非金
融出身的我也算是装逼利器，对于非经管类的同学基
本靠它可以拿到券商的笔试机会。
　　CPA，心中永远的痛，财会类的通行证，只要长
的不算太太污染市容，谈吐 OK，财大大众化的工作
绝对秒杀，关键是，CPA 四大每个月工资多 1000 块
钱有木有！

程子明 :CPA/CFA，英语证书。
　　还是要确定自己从事什么行业，再去选择要不要
考 CPA, 如果仅仅是为了考试而考试，有点浪费时间
和精力。

Q2 拥有哪些证书或考过哪些考
试？它们发挥的作用如何？

Q 3 如何快速的适应新的工作学
习环境？

宋瑾：态度谦虚努力；每天上班尽量保持最好的工作
状态；重要的不在于你说什么，而在于你做的如何；
仔细观察，多思考；犯了错尽可能弥补，敢于承认错误。

沈珺：多听、多看、多学、多问。不仅高年级同事是

Part 3.

自身条件各方面都很普通，所以找实习本非易事，
大把大把简历投出去石沉大海绝对是一件再正常不
过的事了，所以这种时候放平心态很重要，锲而不
舍地投总是会有回音的。

　　我们往往会把工作内容和公司名气作为衡量一
份实习是不是有价值的主要指标，当然这些的确是
相当重要的元素，若是能在行业翘楚中做有价值的
工作不仅仅能让简历增光添彩，它更能给今后的工
作带来宝贵的经验。但这些令人艳羡的经历往往
难求，大多数情况下实习的工作往往是平凡以及琐
碎的，甚至是复印、打杂、跑腿。在这种情况下，
坚持是很重要的，实习都需要一个周期来认识和熟
悉部门里的人以及部门里的工作，当你能够踏踏实
实把这些看似没有任何技术含量的琐事做好后，那
些有价值的事就会交付给你了。因此，时间过短的
实习没有太大的意义，长期的实习有助于更深入地
了解这个公司以及其所处的行业。此外，更重要的
一点是长期的实习能再无形之中为你积累一定的人
脉，时间久了自然就和同事们熟了，他们作为过来
人会给你一些自己的经验和建议甚至他们中的一些
人还会成为你的朋友。

像其他比较知名的招聘网站，大家也都可以尝试。第三种，
可以在学校同学老师间介绍，在学校 BBS 和人人网分享上
也会有同学发布“人贩帖”，把自己的简历发送到提供的
email 地址，或者按照要求进行网申等程序就可以了。当然，
实习机会也可以同学间口口相传，有的时候，实习可以通
过内部推荐的方式，轻松搞定。有空同学们，也可以问一
下老师有什么比较好的实习机会。

　　找实习时：对自己的能力有个定位，自己擅长什么和

（接上页）至于选择实习，尽可能选择长期实习，因
为只有实习的时间长了，老板才会慢慢地把东西交给
你完成，甚至把一个项目交给你完成，短期的实习，
如 1 个月时毫无意义的。实习的公司选择大公司更好，
比如联合利华，等等。

学习的榜样，周围很多实习生也值得学习。

程子明：和老板一起中午吃饭，多和其他人沟通多和交接
人沟通。在第 1 个月时间里，先把自己手头的活做好。多
学习，看一些公司的资料。

自己专业适合什么。选择自己想从事
的行业或工作类型，进行了解和体验。
而对自己事业规划没那么明确的同
学，不妨多申请不同的行业，以了解
自己的喜好。

　　另外，规划找实习的时间进程，
认认真真进行网申，面试的时候保持
好的心态，展现最好的状态，结果随
缘，在过程中成长。关于实习时间，
尽可能选择长期实习，因为只有实习
的时间长了，老板才会慢慢地把东西
交给你完成，甚至把一个项目交给你
完成，短期的实习，如 1 个月时毫无
意义的。

　　任何实习都具备一定程度的价
值，但如果有明确想从事的行业和公
司，不妨从行业内部的小企业入手。
在小公司实习，虽然在简历上没有那
么引人注目，但是真正学到东西，接
触不同类型的业务，成长也是很快的。
当然，一些 big name 的实习经历对
自己信心的培养实在不容小觑，流程
化的招聘流程也更具可参考价值。但
是一些 big name 公司打杂，也没有
留用机会，仅仅为了装饰简历的实习，
就要考虑一下，自己有没有精力，时
间，值不值得去做了。

小编体悟

A 崔滢：找实习有这样几条途径。第一种是学
校 就 业 网 实 习 招 聘 栏（http://career.shufe.
edu.cn/jy/main/list/184-1-20.htm）。第二种
是在社会网站上找，比较适合应届生有 www.
yingjiesheng.com，里面有专门的实习生板块。

B 邓晓颖：找实习的过程中最主要的就是心
态了。对于众多如我一样的芸芸众生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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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四大招聘人员大体分为：社会招聘、国内校园招聘、
海外招聘。
　　2、流程 ( 主要是校园招聘 )：
　　（１）制订招聘计划：公司针对各分所以及各部门的
需求预算制订员工招聘计划，每年四大在全国拟招聘上千
名应届毕业生，且由于四大近年来业务急剧增加，对人员
的需求有日益扩大之势。
　　（２）校园招聘和宣讲：每年大约十月份开始，四大
开始在全国各重点高校进行宣讲，拉开轰轰烈烈校园招聘
的序幕。
　　（３）网申：在网上填写个人信息，对应聘者进行初
步筛选。
　　 （４）  笔试 : 主要考察英文写作、逻辑分析、阅读能力。
　   （５）一面 < Manager Interview>：面试官一般由
四大的经理来担任，内容包括小组讨论、团队游戏、经理
Face to Face interview 等等。
　　（６）二面 < Partner Interview>：面试官一般由四
大的合伙人来担任。
　　（７）OFFER：向通过筛选的人派发 OFFER，时间一
般会在十二月下旬左右。

　1、 Why are you applying for this position ？
　2、 Please explain how your personal qualities, 
skills, knowledge and working experience will help 
you to be successful in the position for which you are 
applying.
　3、 What community or students' clubs do you 
belong to and to what extent are you involved ？
　4、Any additional information ？

1、 please describe your career objective and what 
you have done to date to achieve it. (Maximum 100 
English words)
2、please include any other information which 
you may consider relevant to your application. 
(Maximum 100 English words)

　1、If you have completed a work term in a co-
op, summer or intern program, please tell us about 
your experience and how you benefited from it. 
(Your answer is limited to 1,000 characters.)
　2、If you have been involved in any society, 
p lease te l l  us  your  ro le and achievement 
respectively. (Your answer is l imited to 1,000 
characters.)
　3、Please let us know your academic and 
personal accomplishment(s). (Your answer is 
limited to 1,000 characters.)Please copy and 
paste the text from your cover letter here. After 
pasting your cover letter, please ensure the text is 
readable.
　4、Please copy and paste the text from your 
CV/resume here. After pasting your CV/resume, 
please ensure the text is readable.
    5、Additional Information
    6、Career Objectives

编辑 / 刘宽思 11 工商
美编 / 王晓旭 10 计算机

Part 4.
近况链接

Summer Analyst Internship
A Goldman Sachs internship gives you a unique opportunity to 
learn about the finance industry by working side by side with 
the experts. 
Who Can Apply
The summer analyst role is for candidates currently pursuing a 
college or university degree and is usually undertaken during 
the penultimate year of study. While your discipline or major 
are not important, we are looking for candidates with an 
outstanding record of academic achievement and an interest in 
the financial markets.
Application Deadline
The deadline for the 2013 program has passed. Please check 
back in Fall 2013 for the 2014 application deadline.
About the Program
This is a 10 or 11 week program designed to fully immerse 
you in the day-today activities of one of our divisions. After 
training, you will receive real responsibilities to give you a 
sense of what you would be doing, day to day, as a full-time 
Goldman Sachs employee. Along with fellow interns, you will 
work alongside leaders within our industry. Successful Summer 
Analysts may be invited back to join our New Analyst program 
in a full time position.

我们将为你提供：
- 了解联合利华和快速消费品行业的机会
- 亲身了解真实企业运作的机会
- 参与富有挑战性的项目的机会
- 与人交往，进行团队合作的机会
- 实用工作技能培训的机会
你将收获：
- 一份宝贵的工作经验
- 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
- 职业经理人的工作指导和经验分享
- 优先入选联合利华管理培训生的机会
要求： 
- 品学兼优，富有创新和团队合作精神 
- 出色的社团和实习经历
- 对联合利华和快速消费品行业有浓厚的兴趣和热情

高盛

联合利华

　　德勤俱乐部是一项专为在校学生精心设计的发展项
目。通过导师计划和课堂培训，以及职场实习，我们为无
数的在校学子搭建了通向未来的桥梁。
项目收获：
• 体验职场——迎接挑战，大开眼界，满载而归；实习计划，
直击职场；感受德勤，感受专业服务业；
• 培养领导能力——学习，实践，成长；团队建设、领导
力发展培训，提升软技能；在德勤志愿者活动中收获成长
和奉献；
• 加入导师计划——职场精英，专业分享，良师益友；与
德勤导师面对面畅谈未来职业发展，答疑解惑；得到经验
丰富的专业人士倾囊相助，了解行业奥秘；
• 建立社交网络——沟通，探讨，扩展；与相同职业追求
的莘莘学子一起探讨、共同成长；打造职场交际网络；
• 提前聘用——在项目结束时，你将有机会：正式聘用；
或直接进入合伙人面试，获取正式聘用机会；
德勤俱乐部选拔对象：
• 大二或大三，研一或研二阶段的优秀学生；
• 会计、金融、管理、IT 等相关专业为佳；
• 有良好的学习能力和逻辑分析能力，和强烈好奇心；
• 有团队精神，擅长沟通，并具有领导和组织能力；
• 有志于未来在专业服务业发展。
申请流程：
网申 （3 月 1 日－ 4 月 15 日）
          （注：深圳、广州俱乐部网申截止至 3 月 31 日）
笔试 （4 月份）
面试 （5 月份）
会员录用 

　　本期杂志还搜集了一些同学们普遍感兴
趣的业内领头企业的实习以及俱乐部的招聘
情况，希望有所裨益。
　　以下信息均可在其官网上搜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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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Please give a brief summary of your 
current recreational and leisure activities 
including sports and hobbies.
　2、 What clubs and societies are you a 
member of and in what capacity ？
　3、 What factors have influenced your 
career choice ？
　4、 Outline your career ambition and 
objectives 5. Describe your greatest 
s u c c e s s  o r  a  s i t u a t i o n  w h e r e  y o u 
exceeded your own expectation.

●填空和选择题 
　1、数列 6，10，18，32，？ 问“？”
是几？ 
　2、某人出 70 买进一个 x，80
卖出，90 买回，100 卖出，这桩
买卖怎么样？
　3、月球绕地球一圈，至少多少
时间？ 
　4、7个人用7小时挖了7米的沟，
问同样的速度在 50 小时挖 50 米
的沟要多少人。 
　5、鱼头长 9，鱼尾等于鱼头加
半个鱼身，鱼身等于鱼头加鱼尾，
问鱼全长多少。 
　6、某女的弟弟兄弟比姐妹多一
个，问此女兄弟比姐妹多几个？ 
●逻辑题 
　3 个 人 住 酒 店 30 元， 经 理 找
回 5 元， 服 务 生 从 中 私 吞 了 2
元，找给每人 1 元，3×（10-1）
+2=29，还有 1 元钱去哪里了？ 
●书信写作 
　1、中文祝贺信，祝贺某人升职。 
　2、英文信函，如某人有事不能
应邀前往，给予对方回函，又如
追讨债务的信函。考查商业信函
的书写格式。 
　3、英文议论文一篇。题目“an 
invention you think important 
to our lives” 

●英语论述题 
　1、Ada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investment in west region of China 
　2、The effect of dievalue of RMB 
●中文论述题 
　1、近几年中国 GDP 都保持了 8% 的增长速
率，你认为在接下来五年内是否会保持这个速
度，并解释理由。 
　2、劳动力涌入上海、北京等这样大城市的
优缺点，要求分析。

●中文逻辑数字题 
　题目不难，但题量很大，要求 35 分钟内完
成 45 道计算题。 
●英文阅读题 
　12 篇短文，48 个问题，25 分钟时间 
（在毕马威公司网站有参考样题，有兴趣者可
上网查找）。

●英语短文作文 
　1、Suppose that you and your family 
have a bad experience in a prestigious 
hotel in Hong Kong，please write a letter 
for complaint about it. 
　2、One of the most creative work you 
have done． 

　　AC，即 Assessment Center，是一个持续 3-5 个
小时的系统测评过程。由两位经理级别以上的考官坐在
长桌一端，负责该环节的主持、记录和观察评分，10
个候选人分坐在两侧，自然形成五对组合。大概考察
leadership、excellent、teamwork 三方面的表现。
　　一般流程为：第一：简短的自我介绍。第二：主题
讨论或是团队游戏。第三：案例分析 (Case Study)。
面试官给应聘者一个案例，让小组成员共同来解决。每
个面试者都会得到一张纸条，纸条上是面试官提供的相
关信息——这些信息是各不相同的，有有用信息也有无
用信息，需要面试者自己判断。小组成员不能互换纸条，
只能向别人提供自己的信息。讨论可以用中文，陈述用
英文。
　　Manager Interview
　　AC 之后紧接着就是写作和经理面试（有些地区的
分所则会把写作安排在面试前）。在写作的过程中，
每个人都会被叫走，和 manager 进行 face to face 
interview。经理一般首先会从简历上的问题入手，对
他认为比较重要的事项提问。之后可能会对你在 AC 中
的表现，问一些问题。对于非相关专业的人，还会问一
些会计的基本常识。然后就是聊天了，问你的一些其他
情况，或者 challenge 一些其他问题。最后会非常礼
貌地问你是否还有其他问题。 

　　Manager Interview
　　面试主要是把选择人才的标准量化到行为能力上。
安永的面试采用传统的一对一的方式，目前尚未采用小
组讨论、演讲或团队游戏的形式。因为安永考虑到应聘
者可能受小组其他成员的因素影响（如小组成员太过于
Agrressive 或是太过于保守等等），使得应聘者不能发
挥出正常水平。为了排除其他人因素对应聘者的影响，
更加客观评价应聘者，所以安永选择一对一面这种成本
最高但是对应聘者最负责任的方式。安永的提问比较侧
重一般性问题的类型，多少有点像填 application form
的感觉，但也会根据每个应聘者的个性进行有针对性的
提问，从而进一步加深对应聘者的了解。每个面试大约
持续 30-50 分钟左右，时间可能稍长于其他三大，经常
由最初拘谨的开始而转变成热烈的双向的交流，很多候
选人最终选择了安永也是因为在整个面试过程中体会到
了安永善待员工和人性化管理的企业文化。

　　Group Discussion 
　　12 个人一组，由 2 个 HR 或是经理主持面试，时
间大约 2 个小时左右。分成两组，限制时间看完一份
材料后讨论，材料内容比较多，以商务英语为主，一般
的任务是根据材料的要求安排一个恰当的时间表。时间
上的分配：1)20 分钟阅读 8 页 A4 英文材料；2)30 分
钟中文无领导讨论；3）15 分钟大家分工上去讲。最后
Presentation，讨论可以用中文，Presentation 必须用
英文。主持人在整个小组讨论和陈述的过程中，不断记
录每个小组成员的表现，并根据最后陈述的结果和完成
讨论的情况进行评分，主持人在陈述结束后会向部分小
组成员提问（如小组讨论中的不足或是优点），此环节
结束后一般不再进行进一步的一对一面试，通过筛选的
应聘者可以直接进入二面（Partner Interview）。

　　Group Discussion 
　　8 人围一圆桌，45 分钟 group discussion,15 分钟
看材料，30 分钟中文讨论，不需要指定一个 leader 或
做 presentation, 每人有两支铅笔，两张白纸（其中一
张用来做名牌）和一个计算器。四个 manager 坐在角落，
一个盯两个。在讨论过程中，经理同样需要记录小组成
员的表现。Manager Interview 讨论结束后就是一个大
约 20 分钟左右的 Face to Face interview，面试内容
与其他三大大致相同，二面 < Partner Interview> 被选
入合伙人面试的申请人基本上就已经有了七、八成的把
握能够拿到最后的 OFFER 了，面试目的主要让应聘者认
识一下公司高层领导，更多地了解公司的工作和文化。
此环节的面试主要以聊天为主，看你的性格和潜在能力
是否符合公司的需要，同时会考察你的申请动机、英语
能力、交流能力等综合素质，合伙人有着丰富的经验，
可以从轻松的谈话聊天中，判断候选人是否适合这个行
业，从而决定最终是否录用。

普华永道

安永

毕马威

德勤

终极决战：

面试闯关剖析

接上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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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场实训
之HR专场

     HR 是什么？对于财大的同学而言，这是一个熟悉而又
陌生的词汇。每位财大的学子一定都被面试过，都会见过
HR，但是 HR 是不是只有面试别人这一个角色呢？ HR 还
有没有其它的工作职能呢？相信很多同学都会有这样的疑
问。今天笔者就和大家一起揭开 HR 神秘的面纱。

PART 1
百度搜索

　　人力资源是指一定时期内，组织中的“人”作
为一种资源，所能够被企业使用，且对价值创造起
贡献作用的教育、能力、技能、经验、体力等的总称。 

　　这个解释包括几个要点： 
（1）人力资源的本质是人所具有的脑力和体力的
总和，可以统称为劳动能力。 
（2）这一能力要求能够对财富的创造起到贡献作
用，成为社会财富的源泉。 
（3）这一能力还要能够被组织所利用，这里的“组
织”可以大到一个国家或地区，也可以小到一个企
业或作坊。

Human

Resource

PART 2
小拉的HR 之路

 Step1:BP： Business Partner!
  

 小拉有幸加入某五百强跨国公司，主营医疗器
械。她成为了一名 HR, 并且是市场（MKT）部门的
Business Partner。对于小拉这样一位菜鸟级别的同
学而言，BP 是一个很陌生的词。尽管接受了公司的培
训，但是她根本不知道 BP 的职责具体有哪儿些。可
还没等到她反映过来，活就来了。

　　市场部 (MKT) 门要发布一个新的产品，需要建
立 一 个 新 的 Team 去 运 营 这 个 活 动，MKT 的 经 理 
TonyWu 需要他的 BP 帮助他建立起这样一个队伍。9
月 10 号，TonyWu 发了一封 mail 给小拉说明情况，
需要她招 4 位成员，其中一位作为他的助理，一位主
要负责数据分析，另外两位协助。而这个招新截止日
期是 9 月 30 日。
     
      小拉一收到这封邮件，立马慌了，只有 20 天了 ,
迫在眉睫啊，她该怎么办呢？

Step2: 分散火力，全面出击！

Step3 硬实力和软实力，哪个更重
要？
　　小拉的招聘工作如火如荼的展开了，公司的数
据部提供了两位 candidate, 公司内部的实习生找的
也有些眉目了。但是项目助理的职位招的一直比较纠
结。公司内部自荐了一位 Eric Xu,26 岁，是公司市场
部某专员，硕士学历，相关经历丰富，但是在公司人
缘不是很好，小拉在调查中发现，他的老板和 Eric 关
系不是很好，虽然说他平时绩效不错，但是办事拖
沓，与别人沟通交流比较困难。与此同时，猎头公司
给了小拉另外一位候选者，Ben Peng，24 岁，有过

市场部的工作经历，但是是小企业。不过此人长相拔
萃，并且性格极度好，据调查，上次与老板分手是因
为 Peng 觉得自己学历比较低，于是想要读一个在职
本科，现已毕业。他手中还握有一封前任老板非常不
错的推荐信。

　　小拉一下子难办了，有经验的难相处，好相处的
少经验。而且时间迫在眉睫，在招聘的过程中的确也
有不少的人提供简历，但是都由于各种原因被刷掉了，
现在留下这两位却又难办了。小拉里立马给 Tony Wu
发了一封邮件，告诉他自己已经有相关人员的人选了，
但为保险起见，每个职位还是提供 2-3 个候选人。希
望 TonyWu 能够进行面试。TonyWu 定在 9/25 进行
面试。小拉收到邮件后有两个纠结，一是 Tony 会不
会嫌弃自己选的人不符合标准，二是如果 Tony 觉得
候选人 OK, 那么这位项目助理究竟会是 Eric 还是 Ben
呢？

　　9/25 的面试顺利进行。
　　9/26 小 拉 就 收 到 了 Tony 的 mail,Ben Peng 将
担任该项目的助理职位。并且 Tony 还附带到，项目
组的运营过程还需要小拉的帮助。

　　眼看着招聘过程顺利结束，小拉不由地松了一口
气。心中也暗暗想道：“看来，在差不多的情况下，
一位拥有好性格和好的做事方式的人比一位拥有丰富
的经验和专业技能的人更具有竞争力啊。”

　　焦急没有用，怎么办，还得理清思路，慢慢分析。
     
　　小拉认为，4 位成员，很明显，一位是需要主要
负责这个项目，另外一位是做数据分析的，之后的两
位是协助的。就层次而言，她可以把这个活分割来
看，项目助理需要有一定的工作经验，那可以从两方
面入手，第一是公司内部，尤其是市场部有没有现成
的人选；第二是可以通过一直与公司合作的猎头公司
去寻找人员。数据分析的这位，也可以从公司内部的
IT 部门去寻求，并且猎头也可以一并帮忙。而两位协
助得同学，则可以通过公司内部的实习生来消化。所
有的这些截止日期是在 9/20。最后十天面试，确定
人员。思路理清之后，小拉把方案写成了一封邮件，
回复给了 TonyWu，并且咨询了他招聘需求是什么？
TonyWu 肯定了小拉的招新方案。在招聘需求上他也
点到为止：项目助理和数据分析成员是需要 2 年以上
相关工作经验的，数据分析成员最好是公司内部的。
而协助成员无所谓，但是最好是抗压能力强的，如
果实习生能符合的话对于这个项目的预算也是有好处
的。

　　小拉看到这个回复，不算好不算坏。老板没给出
很明显的答案，但是至少方向对了。不管怎么样 , 车
到山前必有路，勇敢前进吧！

To be an 
      good HR!

编辑 / 成少波 10 统计
美编 / 马浥清 11 电子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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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3
用图表告诉你如何
成为 HR 想要的人

1.leadeship 与 business performance 的完美
结合

Business
Performance

Leadership
performance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HR 在评估一个人的时候，往往是考虑你的领导
力和项目输出结果两个方面，如果一个人只有领导力，或者只有项目输出结
果都是不行的，在整个坐标轴上的点都是靠近原点的，只有离原点越远，才
越有竞争力。

案例解析：
　　就拿小拉的这个案例来说明一下，Eric Xu 并不是真的没有 business 
performance，而是他的领导力和协调能力不够，所以他综合在图中的点
差不多是 A 点，而 Ben Peng 他的学历虽然没有那么高的学历以及商业经历
但是他的性格和领导力不多，所以他差不多是图中的 B 点，对于经理而言，
显然 B 点离目标更近，所以选择 Ben Peng 从这个 HR 图表上看也的确是一
个具有理由的选择。

小编建议：
　　总而言之，同学们尽量要做能带领一个 team 走向成功的人，或者说，
要能在团队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并且顺利完成自己的任务。

2. 一个萝卜一个坑

Person Key
Person Person

Key
Position Position Position

　　此图表的含义在于，HR 或
者 一 个 team 的 leader 想 要 晋
升一批人，那么他一定会给那些
人一些好的项目去完成，并且给
他们一定的职位。

案例解析：
　　就小拉的例子而言，能够被
选中参加那个项目发布的数据人
员就可以认为是关键人物。因为
一负责个全新产品数据部分的
工作可以说是一份相当大的职位
了，而公司最后能决定让这个人
担任此要职就说明对他是十分信
任的，如果他能顺利处理完一个
产品发布运行的数据分析工作，
那等待他的将会是什么呢？相信
读者马上就明白过来了。

小编建议：
　　就学生生活而言，比如在一
个社团当中，担任重大活动的项
目负责人一定是关键人物，他的
晋升可能性就会比较大。而一些
没有获得重大活动项目负责机会
的 同 学， 就 要 小 心 了， 因 为 他
们的机会相对而言就少了。一个
优秀的领导者一定会在关键位置
和关键候选者之中选取他的接班
人，使得整个组织有序合理地运
营下去，形成良性循环。

PART 4
小编总结

　　最后小编以一名学生社团 HR 的身份与读者
分享一下自己对 HR 的理解。
      
　　HR 是一个组织非常重要的构成。HR 存在的
意义在于维持组织健康稳定的发展。HR 既要采
集新鲜血液，又要为组织中表现不是特别好的人
提供建议和帮助，让他们在组织中学习到更多的东西。

　　团队建设也是 HR 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通常会组织团队中的成员出去旅游，增进感情，当然平时的吃饭
K 歌也是少不了的，只有团队中所有人互相了解，互相信任对方，工作起来才会效率倍增！至于如何评价一个人在
团队中的表现是否优秀，每个机构的 HR 方法各异，但是有一些标准是差不多的，就是你为了这个团队付出了什么，
你有没有团队归属感，责任感，你的沟通能力强不强，你对时间的敏感度怎么样，等等。所以各位同学应该自己也
反思一下，自己在平时工作，学习生活中，做到了这些么，如果没有，那么现在行动起来也还来得及。
  
　　相信各位读者对 HR，以及如何评价一个人有了一定的认识和了解，小编衷心希望此文能对各位读者有所启发，
愿大家能一起行动起来，朝着自己的梦想和目标勇敢地前进！

Special Performance for 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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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人 1号

出国达人
       陈首聪
个人简历：
         学历 : 信息学院，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GPA3.5）
        社团经历：大一在信息学院学生会信息部任职，获优秀部
员。大二开始有过一段社团创建经历，但最终没有成功
      实习经历：大一暑假，农行大堂助理。大二暑假，BP 上海
总部，程序开发。大三下至大四下，SAP 中国研究院，程序开发。
      现就读于：卡内基梅隆大学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 Master of Science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eBusiness Technology。卡内基梅隆大学，电子商务硕士。
 
学习工作以外：
     全国计算机设计大赛二等奖
        上海市计算机应用能力大赛一等奖
        国际大学生数学建模大赛二等奖
        1．最不切实的梦想：务实派，不太做什么梦想。小时候
最不切实的梦想，应该就是要做宇航员，可是随着眼镜度数的
加深，这条路就行不通啦，哈哈。
        2．最擅长：程序开发、逻辑思考。多事务处理，抗压能力。
最不擅长：文艺小清新 = =
        3．最欣赏的人物：邓小平，马丁路德金，比尔·盖茨

座右铭：
         态度决定高度，思路决定出路，眼界决定世界。

毕业感言：
         愿明天更好，母校更好，同学友谊常在 ~

达人
2号

考研达人
       柯政
个人简历：
        学历：本科
       社团经历：心理协会会长、院学生会部
长
       实习经历：汇丰晋信基金、纽银梅隆基
金、申银万国期货研究所、德勤
        现就读于 : 上海交大安泰金融学，硕士。
 
学习工作以外：
      1. 最不切实的梦想：
            没有吧
      2. 最擅长：  
            真心想不出来
            最不擅长：
            做没有意义的事情
      3. 最欣赏的人物：
             林毅夫
 
座右铭：
         坚守信念，与时俱进。

达人
3号

点津

编
辑
、
美
编/

马
浥
清 11 

电
子
商
务

达人档案 ② 达人

就业达人
        费诗真
个人简历：
         学历 : 本科 , 会计学院，ACCA 专业
         社团经历：就业指导中心学生助理团 发
展部、会计学院生涯发展协会 外联部部长
         实习经历：通用电气（中国）有限公
司  财务管理培训项目   2011.7~2012.3 毕
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审计部      
2011.2~2011.3 加拿大 IMAX 公司亚太总部         
财务部       2010.5~2010.8
        现就职于 : 通用电气（中国）有限公司
财务管理培训项目

学习工作以外：
        1．最不切实的梦想
             小时候想成为 F1 车手
        2．最擅长：暴走
             最不擅长：额。。。减肥可以算么
        3．最欣赏的人物：迈克尔 • 舒马赫

座右铭：
     Less is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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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学弟学妹的建议

蔡锐
       第一，认真学习基础知识和学科专业知识，
成为一个有“实”的人；第二，多参加社团活动，
锻炼自己人际交往的能力和组织协调的能力；
第三，培养自己的个人兴趣爱好，如体育运动、
唱歌、舞蹈，做到全面发展！

陈首聪
（建议只针对留学同学，其他方面不瞎说，会误导）
       一、准备要趁早。GRE,TOEFL 这些考试，越早考完，
越有底气和把握填充自己其他方面。
       二、绩点一定要保持高。GPA 是申请重中之重，
丝毫不能放松。
       三、在保证第二条的前提下，业余活动多参加。
现在高绩点、高 GT 的申请人太多了，前两项做好只
是代表有基本的资格。真正要脱颖而出，进入名校，
靠的是软背景。比如比赛、实习、科研、社会实践。费诗真

      多给自己一些尝试的机会，把每一份经历都
当成一个学习的机会，以此去了解自己的兴趣
和长处，相信机会自会垂青有准备的勇者。 财大人普遍

缺失的东西费诗真
     比较容易急功近利，做每一件事都想要有一个速成的结果，
也害怕试错，缺乏一种相信自己的兴趣和判断的勇气吧。 柯政

      缺少名校光环，换句话说，财大的社
会声誉不够。也许这样的回答看上去比较
肤浅，但我觉得没必要把财大人的不足引
申到学校体制、甚至哲学方法论上。试想，
如果财大非常善于营销，或者出了一批著
名人物，引起社会的关注与重视，那么财
大同学的发展就会更好。总之，我认为财
大人普遍缺失的，并不是自身的能力，而
是一顶光环。

陈首聪
       宽广的视野，全面的素养。
     财大大部分同学都专注于某一细分领域，如金融会计，专
注于 CPA,CFA,ACCA 各类证书。这样虽然毕业时候找份好
工作的问题不大（如四大、银行），但也有相应的弊端：
      一、视野太狭窄。很多财大学生甚至都不愿意考虑除了四
大、银行外的工作，导致大把大把好机会丧失。也造成了现
在财大在其他领域（除金融会计）号召力不强。
      二、素养不够全面，容易导致事业中后期乏力。财大学生
财会知识精通，但是少有人对各方面都精通的，如行业、社
会、政治、管理、人际、销售、营销等。就容易导致升迁瓶颈。
这是需要个人自我完善的。

蔡锐
     对学校与集体的热爱，缺乏归属感和自
信心。

如何快速适应
新环境

蔡锐
     第一，思想上要有适应新工作学习环境
的准备，敢于接受挑战，甚至为之兴奋；
第二，在实习工作过程中，多锻炼，多总结。

陈首聪
       敢于尝试，敢于请教。
      我觉得到一个新的环境，首先摆正自己的姿态。对
一切新事物都愿意尝试、愿意学习。不要害怕犯错误。
犯了错误以后，积极承认，然后虚心向前辈请教。一
来二往就上手了。
      一般正常的工作学习环境，都不会一开始就对新手
很严苛的。大可放心。

费诗真
     多向这个环境中的人讨教，因为他们是最
了解这个环境的人，并且自己也经历过起初
适应新环境的过程、清楚会遇到的问题。

如果可以回到过去 ...
陈首聪
      近一点的，希望能回到一两年前，选择去考 GRE，而不是考 GMAT。这样我申请时候能报的学校会多
很多。
稍微远一点的，如果能早点想通大学里跟老师搞好关系非常重要，那我从大一时候就开始多跟老师和辅导
员接触，那机会将多很多。成就也不一样。
再远一点，大一上要是学习再加把劲，绩点高一点，我就能选好一点的双专。现在多么希望我的双专是统

③达人星路
陈首聪
      1、 在 图 书 馆 泡 了 半 年， 换 来
GMAT 的 760 分。
     其实刚上大学的时候，我英语基础
只算中等偏上，大约六级五百多的水平
吧。大一下打算出国以后，英语就是摆
在我面前的第一座大山。知道自己基础
不好，只能靠苦功来弥补了。于是在大
二时候，我就天天泡在图书馆。基本都
是第一批入馆，晚上打铃了再出来。半
年过去，我从看 GMAT 阅读两眼一抹
黑，做题靠投硬币的水平到了基本可以
保证准确率 90% 以上。期间真的付出
了挺多汗水。
     2、连续两年参赛，终获计算机全国
赛二等奖。
      因为我在 IT 类专业，以后打算申请
的也是计算机类专业，因此我需要加强
我这方面的背景。参加上海市计算机应
用能力大赛是一个好选择。
     大二时候我组队参加，当时花了很

多心血。最后因为界面不够美观，惜败于决赛，没能
获得一等奖。大三时候我吸取经验，卷土重来。终于
获得上海赛一等奖。晋级参加全国赛。在全国赛中，
获得评委公推第一名。最终获二等奖。也算是对自己
软背景是个不错的补充。
     3、每年春节期间，来校参加国际大学生数模竞赛。
      为了让自己的背景更加全方位，体现自己的数学能
力，弥补下数学课成绩不够理想的缺陷。我选择参加
美模（国际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大二大三，两年
美模都是在农历正月初三左右。因为这两年，基本春
节刚过两天。我就从老家坐火车来上海。96 小时的紧
张竞赛，锻炼人的时间安排、团队合作等各项能力。
最终我获二等奖。
       4、不断地实习，提升自己除了学术外的背景。
     我有三个实习，其中以大三下参加的 SAP 实习含金
量最高，持续了一年。SAP 是企业应用软件头把交椅，
全球第三大软件供应商。也是我的信息管理专业最对
口最好的公司。我参加这个实习以后，觉得对自己帮
助非常大。
      不仅仅是提升了自己在出国申请中的竞争力，而且
让自己对这个行业有了更明晰的认识。明白了自己以
后的职业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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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不是用来评判，采访是用来了解；采访不是
用来改造世界，采访只是来认识世界——采访是
一场抵达 .
                                                                  ------ 柴静

一个作家，在趋同和从众已经成为时尚和潮流
的时代还能坚持个性化思考与写作，莫言的确
值得尊重。而这恰恰是作家尊重写作服从良心
的职业常态，当写作也被集体驯化过以后，常
态就显得难能可贵 .
                                                           ------ 崔永元

你拥有的待遇如果全社会都拥有了，你的这种吸引
力就会减弱，我首先认为报考国家公务员不就是找
工作吗？首先综合因素放在这里很正常，但是也会
有一种担心。这种担心是什么？公务员又称公仆，
如果人人都争当仆人难道不是一件怪事？说明它可
能不是仆人。”
                                             ------ 白岩松评“国考热”

人生如之如初见，何事西风画悲扇。等闲变却故
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我们经历着世态炎凉，
不要秋天到了，树叶一落就掉眼泪，不要随着季
节的变化而感伤，一定要理性，一定要做到自我
把持，谁一百年不死个爹呢，把握好自己的坚强，
把握好自己的命运，正确地认识这人世间的悲欢
离合。
                                                           ------ 延参法师

        方舟子与 360 的大战已近一周，很多人开始加入战团。很多程序员、网友支持方舟子，
提供大量
自己亲身经历 360 产品泄露安全隐私的过程和证据。
　　自 10 月 9 日方舟子首先提醒司马南不要使用 360 安全浏览器开始，方舟子博客中发布和
转发
的质疑 360 安全问题博文已经数十条。质疑内容包括 360 产品上传用户数据、伪装系统补丁
强制
安装、远程操纵用户电脑、微博串号登录等各项问题，几乎全部都配有用户截图证明，然而，
一贯的公关大师 360 却在这次危机中漏洞百出，屡屡失分，无法让公众满意。
　　360 触犯的三大禁忌
　　一忌：态度蛮横。360 公司 CEO 周鸿祎、“首席隐私官”谭晓生等人的回应气急败坏，
反复从网友提供的证据中“挑错”，同时
质疑方舟子“收钱打假”，结果周鸿祎、谭晓生等人解释毫无诚意，不断说出“不懂装懂”、
“我再给你科普一下”、“方舟子的
知识水平超越博士的下限”等词，殊不知他面对的不仅是方舟子一个人，还有无数 360 的用户、
围观网民、方粉，让人觉得缺乏上市
公司应有的气度，态度蛮横、缺乏诚意。
　　二忌：转移视线。针对方舟子及众多网友涉及安全、隐私等诸多方面的举证，360 对其采
取根本回避的态度：要么将其解释为百
度等对手的蓄意抹黑，要么歪曲一些根本的事实。比如首席隐私官谭晓生针对网友举证的“安
全网银插件”说请看 360 隐私白皮书，
但白皮书里根本没有关于所谓“安全网银”的说明 ; 有网友发现，用“数据专家”软件可以测
出 360 浏览器在偷窥电脑中的隐私数据，
这一信息被方舟子转发并询问大家的意见，而 360 产品总监陶伟华却没头没脑地来了一段辟谣，
称“360 从来没有发布过 " 数据专家
" 这款产品”，可谓漏洞百出，但对更多的“窃取隐私上传数据、冒充微软补丁、浏览器登录串号”
等一系列关键举证，则都是以
“谣言”、“竞争对手抹黑”、“方舟子收黑钱”蒙混过关。
　　三忌：人身攻击。方舟子的社会影响力和有目共睹的打假成绩已经令 360 公司处在前所
未有的恐慌中。于是出现了首席隐私官谭
晓生曝光方舟子隐私、攻击方舟子家人水军派对辱骂方舟子、周鸿祎团结方黑的闹剧。如此
这般，只能将方舟子以及想了解真相的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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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坐直，右手大拇指放在右边鼻翼，食指、中指放在鼻梁
上，无名指放在左侧鼻翼。压住左边的鼻孔，抬起大拇指用右边的
鼻孔吸气 5 秒钟。 放下大拇指压住右边的鼻孔，屏住呼吸 5 秒钟，
然后放开左边鼻孔，吐气 5 秒。再用左边鼻孔吸气，用右边鼻孔吐气。
　　作用：能够立刻镇定情绪、保持清醒的头脑。
　　适用：无法静心思考问题时或做重大决定前。

　　久坐教室的你是不是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在
腰部积攒起一层厚厚的“游泳圈”呢？ 不仅如
此，保持一个姿势很容易对脊椎造成压力，导
致局部肌肉疲劳，进而引发颈椎病、肩周炎、
肌肉劳损等。别急！那就跟小编一起来学习下
面这个专为办公室一族打造的健身操吧。

　　方法：直立，头部轻柔地倾斜向右侧，将右耳轻放于
右肩上，用鼻均匀深呼吸；一分钟后，换另一侧练习。放
松，调匀呼吸，配合冥想，把意念的画面由眼前单调的办
公室切换到绿树清风的湖边，想象自己就是那个头戴花环、
沐浴着海风的女神，效果自然更佳。
　　作用：缓解颈椎疲劳，舒缓焦虑情绪。
　　适用场合：接电话、乘电梯时。

　　方法：直立，两腿分开约 1 米，脚尖向前。深呼吸，缓缓将左手
举过头，吐气，身体缓缓向右侧倾倒，右手放在右腿侧，正常呼吸，
保持该动作 5—10 秒钟。深呼吸，缓缓将身体复位，吐气，放下手臂，
放松。交换右手臂做同样的动作。
　　作用：坚实腹部和腰部，放松后背。

　　当下，人们在享受电脑带来的高速便捷时，
却也频频遭遇到了“电脑病”的困扰：颈椎病、
干眼病、鼠标手、萝卜腿 ....。。正渐渐向我
们靠近，令我们备受伤害。可见，了解“电脑
病”，防治“电脑病”，已经迫在眉睫。现在
看看你有没有犯上这些“电脑病状”。

致病原因：
　　无论大事小事，全仰赖电脑记录，面无表情、肤色暗沉。
缓解方法：
　　1. 不要在电脑周围摆放杂物，以免灰尘被皮肤吸附；
　　2. 经常清洁键盘。

致病原因：
　　常常一坐一整天，繁忙让你的腿部肿胀，小腿肚上有
血管凸起，这可能就是静脉曲张的前兆。
缓解方法：
　　1. 一旦发现双腿酸沉、憋胀要及时就诊；
　　2. 每隔 1 小时要起立做 10 次简单的下蹲运动，改善
下肢静脉回流。

致病原因：
　　连续几年长时间加班工作，食指或中指疼痛、麻木，
大拇指肌肉反应迟钝无力，引发“腕关节综合征”。
缓解方法：
　　1. 避免上肢长时间固定、机械而频繁活动；
　　2. 使用鼠标时，手臂不要悬空，以减轻手腕的压力。

致病原因：
　　如果使用电脑时高高地架着胳膊，低着头，那么工作
1 小时就会感到腰背酸痛、肩膀麻木。
缓解方法：
　　1. 枕头略低，电脑桌也不要高于 70 厘米；
　　2. 每天坚持 2 次颈椎操。

致病原因：
　　8 小时内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脑，回家还要继续在“网游”
中搏杀，眼睛酸痛、干涩，最终导致干眼症。
缓解方法：
　　1、距显示器要 70 厘米以上；
　　2、把屏幕亮度调整到适宜。

致病原因：
　　显示器热度过高，在工作时就会有相当多的电磁辐射，
它会使空气发生电离作用，不断产生正电荷 ( 正离子 )，
并不断与空气中的负离子中和，导致负离子的含量几乎为
零，长期处于正离子过多的环境中，使人失眠、免疫力下降、
女性内分泌紊乱等。
缓解方法：
　　1、常喝绿茶；勤洗脸；
　　2、在电脑桌下摆放一盆植物或水，可以吸收电脑所
发出的电磁波。

致病原因：
　　处于开机状态的显示器周围会形成一个静电场，它差
不多会把整个房间的空气中悬浮的灰尘吸入自己的场中，
从而使得面部皮肤受到刺激，会出现过敏起疹等现象。
缓解方法：
　　1、经常开窗通风；
　　2、经常清洁键盘，使用键盘时及使用后应先洗手再
进食，不使用时用布将键盘遮盖。

致病原因：
　　个人电脑日益普及，人们正越来越多地受到记忆力减
退的困扰，主要原因是他们对电脑的依赖过强，从而使得
自己的脑功能反而减弱。
缓解方法：
　　1、保证充足的睡眠；静想练习；
　　2、最好每天能有 20-30 分钟时间静想生活中轻松美
好的事情，聆听自己呼吸的节律，让情绪尽量放松。

致病原因：
　　长时间的电脑操作形成“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式，不
习惯与人达成妥协和谅解，丧失自信，身心疲惫，以致工
作难以展开。
缓解方法：
　　1、做好自我心理调整，及时纠正思维方式；
　　2、积极处理好人际关系，尤其与同事的关系。

致病原因：
　　由于对电脑过度依赖，所以当电脑出现故障后，会精
神紧张，情绪烦躁、不安，甚至有对电脑“动武”的倾向，
如通过用力敲打键盘、鼠标，大骂电脑，摔砸电脑等方式
发泄怒火，有的还将不满情绪发泄在家人或同事身上。
缓解方法：
　　1、随时保存工作文档，用移动硬盘将资料备份，一
旦电脑出现问题，不会受到太大损失，情绪不至于骤然失
控；
　　2、不要长时间坐在电脑前，隔一段时间走开喝杯茶、
咖啡或活动一下。

编辑 / 刘宽思 11 工商
美编 / 王晓旭 10 计算机

       方法：直立，双手在背后交握，两肩夹紧下垂，
手臂带着胸部网上提升，越高越好。手手臂上提
时用鼻子吸入尽可能多的氧气，放下时呼出。
       作用：能帮助你告别白领的天敌——鼠标手
和背部劳损。意外的收获是你走路时不再弯腰驼
背，胸部也扩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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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所周知，电子邮件即 E-mail 是如今我们做电子商务使用最普遍的一种联系手段。电子邮
件使用方便，信息传递迅速高效，且非常节省成本。但是 E-mail 的撰写也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
事情。您知道，当一封 E-mail 发送出去后，只要收信人在线，他可以几分钟内就收到。所以，
在您发送前，必须要检查一下您所写的内容是否正确合适，因为一旦您点击了发送键后，您就再
也无法将其收回了。
　　
　　通常我们理解 E-mail 的撰写风格可以比传统的信件，传真等稍加随便一点。但是我们在这
里还是要建议大家，即便是写 E-mail，由于是谈论公事，所以还是采用正式严肃的风格。尤其
当您是第一次跟收信人联系的话，正式的商务信函能让您留给对方非常专业的印象。

       商务信分为电子邮箱地址、主题、称呼、正文、签名五个部分，下面我们来详细介绍下各个部分。

     电子邮件的地址，包括写信人地址（FROM）、收信人
地址 (TO)、抄送收信人地址 (CC)、密送收信人地址 (BCC)，
这四部分并非每一项都要填，若收信人只有一个，就不需
填写其他收信人的电子邮件地址。
　　
　　我们详细讲一下抄送和密送。当一份邮件内容除了涉
及收件人外，还需要有等多人知道的时候，“抄送”就成
了一个很好的选择。在职场中，当需要把文件或信息传达
给其他人时，固然要抄送给各位，但别忘了抄送给主管上
级、老板那里，虽然他可能根本就没有时间看，但这种“以
兹证明”的行为不可缺少。但是抄送又不等于多人发送，
当需要收件人对 email 采取行动或回复时，把他放在“收
件人”里；当只需要收件人知道有这回事，而不需要采取
措施或回复的话，那么就把他放在“抄送”里。至于“密送”，
唯一区别就是它能够让各个收件人无法查看到这封邮件同
时发给了哪些人。这样，一来可以保护各个收件人的地址
不被其他人轻易获得，二来可以使收件人节省下收取大量
抄送的 email 地址的时间。

   To   susan.lin@pearsoned-eam.com
   From  sar032@aol.com ((Shirley Raylor)
   CC   123456@aol.com
   BCC  hikol@aol.com

I wrote to you on 23 May describing our new Gro-More 
range and enclosing our latest catalogue.I have not received 
a reply from you wonder if you actually recerved my 
letter?
I will be very happy to answer any questions you may have 
about our Gro-More range and explain the unique features 
and benefits to you.Alternatively I would be pleased to 
arrange for one of our representatives to visit you and bring 
some samples to show you.
Your custom is very valuable to us.If there is any way I can 
help you,please do not hesitate to write to me. 
Sincerely,
Shirley
Shirley Taylor
Manager of Sales Department
Koffit Trade CO.Ltd.
Add:15 Western Avenue,Shanghai,China
Tel:+86 021 88654977
Fax:+86 021 88654988
Email:abccompany@alibaba.com
Product Catalog:http://abccompany.alibab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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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题摘要栏（Subject）邮件的标题应当简洁明了。
邮件标题是邮件主要内容的浓缩，是读者浏览信箱时
决定是否阅读该邮件的根据。简洁明了的主题内容可
起到索引的作用，便于收件者以后在大量的邮件中查
出相关的邮件。邮件标题选择的合适与否将影响到读
者处理信件的效率。因此，为了确保收信人能及时阅
读邮件，邮件的标题不仅要引人注目，而且应该言简
意赅。另外，标题应该用名词短语或动名词短语，如：
“Your Meeting in California”，“Your Order”，
“Mrs. Jones”， “weekly Sales Meeting”，“广
告”等标题都信息明确、一目了然。

　　用问候语开始邮件内容非常重要，商
务英文电子邮件通常用较正式的称呼，如：
Dear+ 对方的姓氏，有时可以省去 Dear，
直呼对方的名或姓，或者用随意的称呼，
如：“Hi，Johnson”，“Hi，Davis”等。
若不能确定收件人是哪一位，可用这样的表
达， 如：“Dear Sir”，“Dear Madam 
or Sir”或“To whom it may concern”等。

　　一般的称呼格式是在收信人头衔后加
姓，或者加收信人全名。要特别注意收信人
的头衔。

       具体称呼方式及缩写如下：

       男士：Mr.
       女士：Mrs., Ms., Miss
       教授 / 博士：Prof./Dr.
     市长、法官、议员或其他高官：Hon. 
(Honorable，即“尊敬的”)
       编辑：Editor
       不知对方姓名：Dear Sir/Sirs, Dear 
Madam/Madams, Dear Sir or Madam, 
To Whom It May Concern.

　　正文一般包括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开头，需要开门见山地说明写信的原
因和目的。如果是写给不认识的人，还要加上一个简
单的自我介绍。如果是回信，还要说明何时收到对方
关于什么内容的信，同时要感谢收件人。例如，如果
有客户想了解你的公司，你就可以说， "Thank you 
for contacting ABC Company." 如果此人已经回复过你的一封邮件了，那就一
定要说， "Thank you for your prompt reply." 或是 "Thanks for getting back 
to me." 如果你可以找到任何机会那一定要谢谢收信人。这样对方就会感到比较
舒服，而且显得更礼貌。如果是你主动写电子邮件给别人的话，那就不可能再
写什么感谢的字句了。那就以你写此邮件的目的开头。例如，"I am writing to 
enquire about…" 或是 "I am writing in reference to …" 在电子邮件开头澄清
你的来意非常重要，这样才能更好的引出邮件的主要内容。记得要注意语法，拼
写和标点符号，保持句子简短明了并句意前后一致。
　　
　　第二部分是信的核心和主要内容，把开头提出的问题进行充分的说明和解释。
需要注意的是，正文部分（body）涉外商务电子邮件的正文书写格式绝大多数
采用齐头式。齐头式是指正文中各部分都从每行的左边开始，这种格式便于打字
和节省时间，提高工作效率。正文是电子邮件的主要部分，大多把话题分成几个
小主题，每个小主题一段，每段一般只有一两句话，正文由两三个或三四个简短
的段落构成。

　　第三部分是信的结尾，通常以礼貌的祝福或者愿望来结束，这是写信人对于收信人的谦称和致敬。结尾常用
敬语，表示客套和礼节，措辞应恰当。你可以使用“Best Regards”，“Best Wishes”，或使用 “Good day 
to you ！”等表示美好祝愿的词组作为敬意结尾，使得电子邮件更趋向随意体（casual style）。也可以 使用
"Thank you for your patience and cooperation." 或 "Thank you for your consideration." 并在后面接着写，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or concerns,don't hesitateto let me know." 及 "I look forward to hearing from 
you."

　　
　　还需注意的是，TO，CC 中的各收件人的排列应遵循一定的规则。比如按部门排列；
按职位等级从高到低或从低到高都可以。适当的规则有助于提升你的形象 !

Subject  A-Z of Business Communications

Dear Mrs.Li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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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封邮件在结尾都应签名，
这样对方可以清楚的知道发件人
信息。

　　签名信息不宜过多。这部分
内容要完整 , 包括写信人姓名、职
位、公司名称以及联系方法（地址、
电话、传真、邮箱、网址）。写
地址时请注意：一般来说，门牌
号和街道名称之间不用逗号点开，
但城市名称和国家名称之间一定
要用逗号。您可以在自己的邮箱
系统中事先做好一个模板。每次
写信只要选择这个模板，信件会
自动显示这些内容。你只需将一
些必要信息放在上面，对方如果
需要更详细的信息，自然会与你
联系。
　　
　　引用一个短语作为你的签名
的一部分是可行的，比如你的座
右铭，或公司的宣传口号。但是
要分清收件人对象与场合，切记
一定要得体。
 

1、切忌主客不分或模糊。  
      例如 : "Deciding to rescind the earlier estimate, 
our report was updated to include $40,000 for new 
equipment."
     应改为：Deciding to rescind our earlier estimate, 
we have updated our report to include $40,000 for 
new equipment. ( 是 We 决定的 , 不是 report.) 

 2、句子不要凌碎。  

 3、结构对称，令人容易理解。  

 4、单众数不要搞乱，不然会看得不舒服。 

 5、动词主词要呼应。想想这两个分别 : 
     1）This is one of the public-relations functions that 
is underbudgeted. 
       2）This is one of the public-relations functions, 
which are underbudgeted. 

 6、时态和语气不要转变太多。看商务英语已经是苦事，不要浪费人家的精力啊。 

 7、标点要准确。

 8、选词正确。

 9、拼字正确。 有电脑拼字检查功能后 , 就更加不能偷懒。 

10、大小写要注意。非必要不要整个字都是大写，除非要骂人。 
　    例如 : MUST change to OS immediately. 外国人就觉得不礼貌和喝令人一样。
要强调的话，用底线 , 斜字 , 粗体就可以了。

 1、可读性。对象是大学程度的话 , 用高中的英文就行，不要以为人人都是语言大师。多用短句 (15-20 字吧 )，技
术性的字 , 就更加要简单易明。 

  2、注意段落的开头。一般来说，重要或强调的事情都放在信件或段落的开头，而句子就放在最尾 .。

  3、轻重有分。 同等重要的用 and 来连接 , 较轻放在次要的句子里。

  4、意思转接词要留神。 例如 : but ( 相反 ), therefore ( 结论 ), also ( 增添 ), for example ( 阐明 )。分不清的就
不要用啦。 

  5、句子开头不要含糊不清的主词。 

 6、修饰词的位置要小心。例如 : He could only reimburse the cost after July 15. 应为 He could reimburse 
the cost only after July 15.

 7、用语要肯定准确，切忌含糊。 

 8. 立场观点一致，少用被动语。

生理学或医学奖 :

约翰·格登
山中伸弥
     英国发育生物学家约翰 • 格登、
日本京都大学物质—细胞统合系统
据点 iPS（诱导多功能干细胞）细胞
研究中心主任长山中伸弥因在细胞
核重新编程研究领域的杰出贡献而
获奖。

文学奖：

莫言

     中国作家莫言因在作品中将
幻想、历史和社会角度结合在
一起，如同福克纳和和马尔克
斯作品的融合，同时又在中国
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中寻找到
一个出发点而获奖。

物理学奖：

塞尔日·阿罗什、
大卫·维因兰德

 　法国科学家塞尔日·阿罗什
（Serge Ha-roche）与美国科
学家大卫·维因兰德（David
Wineland）获奖。获奖理由是
“发现测量和操控单个量子系
统的突破性实验方法”。

诺贝尔经济学奖：

     艾 文·E· 罗 斯（Alvin E. 
Roth），美国经济学家，哈佛
商学院经济与商业管理教授。
劳 埃 德·S· 夏 普 利（Lloyd S. 
Shapley），美国数学家、经济
学家，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
获奖理由：“稳定分配理论和市
场设计中的实践”。

艾文·E·罗斯、
劳埃德·S·夏
普利

化学奖：

　  美国科学家罗伯特·勒夫
科维兹 (Robert J. Lef-kowitz)
与布莱恩·K·卡比尔卡 (Brian 
K. Kobilka) 因 在 G 蛋 白 偶 联
受体方面的研究获奖。

罗伯特·勒夫科维兹、
布莱恩·K·卡比尔
卡

欧盟

和平奖：

     欧盟因在过去的 60 年中为
促进欧洲的和平与和解、民主
与人权作出贡献而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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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用于职业规
划同样适用。现有的职业规划书籍中提及“知己”
的很多，涉及“知彼”的不多，而本书深入浅
出又专业地介绍了不少职业行业的信息。本书
的另外一个特色就是，操作层面写得很详细，
自助式练习可以让你自己做出一分翔实的职业
规划书。
——麦当劳中国 人力资源副总裁 曾松柏

      市面上职业规划的书籍很多，但原创的不多，
作者专职从事职业咨询工作的就更少。本书是
基于作者几百个一对一的职业咨询案例、十几
所高校相关的培训与讲座的基础上写成的，不
仅有理念，更有许多案例可以让你在别人的故
事中学经验，并且手把手教你如何做职业规划
书，如何争取到工作机会。
——百威英博啤酒中国  培训总监  杨松林

作者简介：
   
    陈凯，资深职业顾问——威士敦职业咨询合伙人。毕
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系，认证人才测评师，宝洁特
聘职场专家，上海市教委高校辅导员职业指导培训班授
课讲师，东华大学学生生涯导师。职场专栏作家——著
有书籍《我的成功我规划》、《我的前程我做主——应
届生如何找到第一份满意的工作》，担任《前程》、《新
前程》、《新民晚报》、《扬子晚报》、《女友》、《悦己》、
《时尚》、《时尚芭莎》等十多家知名报刊杂志的职场
专栏顾问与作者，公开发表的职场文章累计超过 25 万字。
资深猎头顾问。

书中的热点问题：
- 如何确认喜欢或擅长的工作？
- 如何快速全面地了解职业？
- 工作要与专业对口吗？
- 发挥优势还是弥补劣势？
- 性格对职业发展有何影响？
- 哪些证书含金量高？ 
- 如何制作求简历与求职信？
- 面试技巧有哪些？
- 学历越高，收入越高，越有竞争力吗？
- 学业、证书、社团活动、实习兼职，哪个更重要？ 
- 哪些大公司实习机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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