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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在中国职场!近
#$%

的人每隔一
天就开一次会!

&'%

的人每天都开会! 而
(%

的人每天甚至要经历
)!*

次会议! 但是其中
却有

+,%

的人觉得有些会议根本没必要开"

无论你是与会者!还是会议组织者!相信那
些冗长却毫无成效的会议一定已经让你深
恶痛绝!学会开会!迫在眉睫#

!

会议室的众生相
开会的人们有的忙着发短信$ 查邮件!

有的干脆刷微博$玩游戏!还有人忙着闲聊!

甚至有人打起了瞌睡" 剩下的人虽然在忙着
开会! 却没有成果" 比如

-

刚提出了他的想
法!

.

就立马站出来说%&

/0

! 这个方案有问
题' (这种唱反调者非常普遍!他们自己从不
贡献主意!却热衷于扼杀别人的创意) 积极
参与讨论的人也不少!但是有些人的思想却
往往如同脱缰的野马! 一不小心就跑题了"

一分钟前还在说给客户的方案呢!转眼他就
能将话题引到客户女儿老师开的跑车使用
的轮胎上" 还有一种类型的与会者坚信沉默
是金" 他们认真参与!却从不发言!一旦中场
休息!立马跟人耳语%&他们疯了吧!要做这
么不靠谱的项目" (

除参加会议的人易拖后腿!某些会议的组
织者也会变成无聊会议的催化剂"有些老板会
把会场变成自己的独家讲堂!滔滔不绝却言之
无物!不知不觉就把下属送到了周公处"

!

要开会!先给个理由
&觉得孤单* 厌倦沉默* 讨厌做决定* 开

会吧+ 它能让你对着投影屏指点江山!成为
众人瞩目的焦点!你能感觉到自己是多么的
重要) 最最重要的一点是!全都在上班时间
哦+ (在&被开会(的日子里!我们总喜欢&吐
槽(热爱开会的领导们)

其实大部分会议的本质就如同刚出道
的明星,,,动机单纯! 且怀揣着美好愿望)

开会无非就是两种目的!一种是为了信息传
达和分享!另一种则是为了集思广益!充分
发挥&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的精神!我

们称之为讨论会) 其实每个领导心里都有一
把小算盘! 算着开个会需要消耗多大的人力
资源成本)如果纯粹是为了走走形式!估计你
还没被无聊致死! 老板们心里就已经在滴血
了吧) 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开一个高效且不让
人觉得无聊的会议呢*

如果你已经是一位管理者!或者致力于
成为出色的会议组织人!那么下面这些例子
或许能帮到你) 美国一家公司的老板为对付
拖拉的会议出了个奇招%他将会议桌放在空
调出风口下方!在开会前一小时!将会议室
的温度调到

&$"

左右) 开会前!所有员工必
须将外套放在外面) 于是!大家在这个&冷冻
库(里战栗着开了史上最高效率-最有成果
的会议" 因为每个人都专注于讨论问题的核
心!想以最快的方式结束寒冷"

!!"#

与会者%会议桌边有玄机
如果你一直处于被开会的状态! 虽然目

前还不能改变规则!但是有了我们支的招!相
信开会也能成为你受老板赏识的好途径"

老板喜欢开会的一个原因是! 会场是他
观察员工的最佳阵地" 那些开会时喜欢坐后
排的员工!自然在老板心中被打上&不自信$

无担当(的标签"偷偷玩手机的人则会被老板
认为是&工作懒散!配合性差("所以到了会议
室你可以这么做%在同事们一番抢座后!淡定
地在一个不是最靠近领导 .那些通常是公司

大红人的宝座/但也不是最后排的座位坐定)

在老板发言时!身体前倾!目光坚定不移地朝
着他!在他慷慨激昂时默默点头表示钦佩)

很多职场人抱怨会议室是溜须拍马者的
表演舞台!他们在老板一番长篇大论后忙着赞
叹其英明) 其实我们不妨换一种心态!将开会
当做了解老板意向和公司未来举措的好机会)

虽然你可能因为参加会议而耽误了某份报表
的完成!但是通过会议你会知道!原来老板更
希望报表那样做而非这样)这就是磨刀不误砍
柴工的道理)而你在会上的表现则是你沟通能
力的最佳体现!至少是和你的老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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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源是依循社会网络分布的! 社会网
络仿佛一根藤!社会资源就是那些瓜!要想吃瓜
就得顺着藤去摸) 问题是!你有藤吗

6

在大学期
间!&建藤(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我
7

注%本文作者袁岳为零点研究资讯集团

董事长
8

常常鼓励大学生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发
名片)发出

&$$

张!会有多少人回赠名片
6'$#

)你
给这些人写邮件!有多少人会回

6&9#

)回邮件的
人中!有多少会成为你有一定交往程度的朋友

6

&$9

) 一年发出
&$$

张名片!意味着每年你会增加
一到两个社会上有一定交往价值的朋友! 四年
下来就会有五六个!咱道儿上有人了

:

衡量社会
关系时!你不要全交一个行业的朋友) 你的社会
关系中有个体户!有公务员!有大学教授!有媒
体记者!不同行业的人越多!意味着可能给你提
供的机会就越多)

认识陌生人的方法很简单) 第一!要干净!

身上别有味
7

尤其对于男生来说
8

!人家才愿意接
近你) 我们有那么多机会坐公共汽车-坐火车-

坐飞机! 隔壁的那个人在大部分情况下是愿意
与你认识的!只要你肯主动) 第二!如果你担心!

要认识的陌生人是坏人怎么办
6

人本来有一半
是坏的!一半是好的!要看在什么条件下-他的
哪一部分发生作用) 你要是老给人家送书!人家
也会变成知识分子!你要是老给人家行贿!人家
当然会变成受贿分子,,,互动关系决定性质)

还有!担心跟陌生人交往受到损害
6

如果你
*

岁就跟异性打交道!那一般的色狼还真对你下
不了手) 要是到了

)*

岁还在想不能跟男人打交
道!你知道谁是色狼

6

你以为不是色狼的那个!

恰恰有可能就是)

我
)&

岁读研究生时!去北大拜访著名法学家-

宪法行政法权威龚祥瑞先生) 我跟龚教授素不相
识!他在家里开课!我就到他家敲门!听完课后举
手发言)后来我收到教授的信)当时!龚教授

"+

岁!

信的抬头竟是%&岳弟台端%北京一晤!闻弟数言!

受益匪浅00(写了满满一页纸!署名%兄祥瑞)

在读本科和研究生期间! 我认识了十多位

这样的教授)

很多事情!你一个人在黑暗中痛苦地摸索!

时间成本太高了!就算多活
)$

年!也摸索不出什
么名堂) 遇到合适的人!特别是在江湖上还有些
地位-明白一些奥妙的人!给你一些指点!你就
有了所谓的捷径!直接跟着走就是了)

认识陌生人不只是简单地积累社会经验!

而是当你重构人生版图时! 可以使用和同龄人
不一样的方式) 一个

"$

岁的老人!知道自己的生
命进入倒计时!就会想!我的资源应该给谁

6

所
以!我鼓励大家去结识忘年交!往上的忘年交!

往下的忘年交)

资源有两种获得方式% 一种是所有资源都
靠你自己痛苦地摸索! 还有一种是有人愿意把
资源转给你) 扩大社会交往面!意味着你的资源
获得方式将会多样化!所以!不要整天待在学校
里) 对于我们大部分人来说!不需要也不能只依
赖比爹妈!需要比的!应该是在陌生人中发展起
来的社会关系) !袁岳"

你在社会上认识几个人*

)*+,

某网站女人频道的情人节策划是! 女人到
底要什么*

策划罗列了几十个女人喜欢的东西!譬如郊
外带泳池别墅!坐游轮环球旅行!甩我的男人去
死!换个男朋友!

)$&)

方舟船票一张!驴牌原装包
包!香水化妆品!精美巧克力!高帅富男朋友一
枚!甜蜜长时间湿吻!法拉利跑车一辆!

;;;

朵娇
艳玫瑰!浪漫烛光晚餐!钻戒珠宝!瘦下来!米兰
流行新款服装!手机

<

笔记本
<

平板!有男人跪地求
婚!收到一句&我爱你(!将暗恋男人扑倒在床上!

被暗恋男人扑倒在床上!一见钟情的邂逅!世界
和平!刺激的一夜情!刷不爆的信用卡00每一
个都对女人有着致命的诱惑!可是!在这么多让
人欲罢不能的选择里!女人到底要什么呢*

调查显示女人最想要的
=>?&$

让人震惊!原
来是&刺激的一夜情(!而男人猜测的女人最想

要排行榜!第一名也是刺激的一夜情!这说明女
人最想要的与男人最想要的其实都是刺激与冒
险) 这也说明!人们最想要的其实是人们平时最
不易得到的) 因为无法实现!或者因为现实中不
会去实现!才最渴望) 只是!女人第二想要的是
刷不爆的信用卡! 而男人以为女人第二想要的
却是一见钟情的邂逅! 这说明女人远没男人想
的浪漫!而男人则要比女人还浪漫)

最比较有意思的其实是! 女人将被暗恋的
男人扑倒在床上排在了第四位! 紧接着是将暗
恋的男人扑倒在床上!两者相差

#

票) 而男人猜
测的女人最想要的被暗恋男人扑倒在床上票数
则比女人少

&$$

多!将暗恋男人扑倒在床上则只
排到第七!说明女人要比男人想的凶猛得多)

好吧!以上啰唆这么多!纯属好玩) 下面严
肃一点!女人到底要什么呢*

最近看到一个文章!说有一个国王被俘!对
方国王见他太年轻!又乐观可爱!不忍心杀他!

便让他回答一个问题!女人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国王问遍所有下属!没有一个人能回答!最
后!他只得问一个深山里的老女巫!女巫说要和
国王手下最高贵的圆桌骑士嘉文结婚! 女巫驼
背!丑陋不堪!身上散发着臭气!牙齿脱落到只
剩一颗!国王舍不得让嘉文娶她!但嘉文为了救
国王!大无畏地和女巫结婚了) 而女巫也遵守诺
言!告诉国王!女人最想要的!是主宰自己的命
运) 这句话从女巫口里说出来!足以证明!它是
绝世真理)

所以!女人最重要的还是掌握自己的命运%

无论男人好与坏!你都可以按自己的步调活!就
算男人让你伤心了!也不至于伤得那么深)

!陈保才"

女人到底要什么

开个不打瞌睡的会
-.!/

#

月
+

日是弗吉尼亚公立小学暑假前的最后
一天!从这一天起到

+

月底!孩子们将会享受一个
长长的暑假) 在学期结束之前!学校举办了期末
颁奖典礼) 因为五年级是毕业升中学的年级!他
们会有正式的毕业典礼!家长都会出席!所以五
年级的活动是单独举行的) 于是!学校便考虑到
家长出席的人数-学生的数量-体育馆的空间和
安全要求-典礼时间的长短-授奖种类的不同等
因素!将剩下的年级分成两组!女儿丫丫在学前
班-一年级和二年级的合并组) 尽管颁奖典礼是
早上举行的!依旧有很多家长请假前来出席)

首先是给全勤
7

无迟到!缺席
8

和高勤
7

全年缺

席!迟到不超过三次
8

的孩子们颁奖) 美国教育讲
究责任感-提倡参与的理念!从这个奖项的设立
中可见一斑) 获奖的小孩子们非常兴奋!虽然只
是一张纸!但他们都拿在手里认认真真地看)

其次是由学校图书馆负责人给加速阅读达
到十级的孩子们授奖牌) 学校图书馆的书籍都注
有阅读级别和所值分数!学生借阅和自己水平吻
合的书籍之后!即可参加计算机考试检查阅读效
果) 正确率达到

+$#

或以上即可计入积分!每积
9

分为一级!共计十级) 这个评价体系对孩子们的
毅力和坚持精神的考验远远超过了对智商水平
的考查!而对他们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提高阅
读理解能力!则是一个很好的锻炼过程) 令我惊
异的是!今年学校的学前班

7

通常为
!

岁
8

便有一个
达到十级的孩子)

对于这个奖项! 教授阅读的老师很关注!得
奖的孩子们很兴奋!而终于拿到奖牌的丫丫也是
一副小得意样儿)奖品虽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
一本书!但上面有图书馆馆长的留言和签字!对

爱书的孩子们来说!可以兴奋上大半天)

接下来的颁奖是颁给最出色的家长志愿者)

这位家长给学校贡献了最多的义工时间) 她有硕
士文凭!但选择做全职妈妈!在学校义务做助理教
师!协助家长老师联合会的活动!帮助因突发事件
或孩子生病但又找不到

@5@AB4CCDE 7

照看孩子的人
8

的老师们临时照看孩子)就在授奖的时候!她还在
照看着参加典礼的家长带来的一群小孩子) 奖品
只是一盆鲜花! 但全场教师和家长都起立为她鼓
掌!这是美国人表达敬意的最高规格了)从这个奖
项的设立上! 你可看到美国教育是如何提倡贡献
社区和回报社会的!对在美国大学的录取中将&社
区贡献(作为一个重要的因素也就不会奇怪了)

在美国小学里!你经常可以听到老师对孩子
说的一句话是%最重要的不是你有多聪明!而是
你有多努力) 这种观念在&最大进步奖(的设立中
表现得淋漓尽致) 典礼的最后是由学校负责阅读
的老师布置暑期阅读活动!没有强行要求!只有
趣味性的鼓动!孩子们没有暑假作业!若是说有
的话!就是这个没有强行要求的阅读活动了) 暑
期图书馆每周会开放一天!方便孩子们借书和参
加机考!完成阅读任务的人开学时可以到图书馆
的礼物箱里选一个小礼物)

整个颁奖典礼过程中! 校长一直都站着!为
学生的成绩鼓掌!老师和家长都很投入!孩子们
脸上的神情更是兴奋和期待交织!充满了活力)

获奖的孩子们的兴奋更是溢于言表!对着我
的镜头绽开了美丽的笑容) 其实这还不是最让我
欣慰的!我最欣慰的是活动结束后!二年级
的&大(孩子们在没人招呼的情况下!自然
地去帮助收拾椅子00 !心路独舞"

美国小学
奖励什么样的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