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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见》的核心观点是：大多数人的职
业生涯要比自己所想的要长得多，因此应
以更长远的眼光来进行职业生涯规划。

《远见》作者把一个人的职业生涯分
为三个阶段，分别持续大约15年时间：

第一阶段是强势开局的时候。你在
职业上的努力必须着重于为前方的漫长
道路挖掘和装备自己。你的学习曲线要
比职位、职称更加重要。在这一阶段，要
为职业生涯打好基础并建立起良好的早
期习惯。

第二阶段是聚焦长板的时候。该阶
段的首要目标是寻找自己的甜蜜区，即你
所擅长的、所热爱的和这个世界所需要的
这三者之间的交集。这个时候你要展现
自我，让自己鹤立鸡群，想方设法平稳地
走在那条收益最大的职场路径上。

第三阶段致力于实现持续的影响力，
以及寻找一条可以稳定到 60 多岁甚至 70
多岁的新的可持续职业道路。你要在第
三阶段完成三个关键任务：完成继任计
划、保持关联性，以及为自己点燃一团新
的职业之火。

要获得职业生涯的成功，关键在于三
条基础：可迁移技能、有意义的经验和持
久的关系。

可迁移技能是在不同岗位上都能发
挥作用的基本能力，比如解决问题的能
力、说服式沟通技巧、完成任务的能力、人
才吸引力、帮助和求助的能力、理解和连
接他人情绪状态的能力等。

有意义的经验是指一个人的多样化
背景，从而增强其适应性和灵活度。比如
创业、第二语言、跨国工作、志愿者项目、

电子商务经历等。
持久的关系包括职业生涯中与你相

关的个人，它们共同构成了你的职业生态
系统。特别是位于四个层次的关键关系：
联系人、专家团、关键同事和支持者。

而这些基础的构建，依赖于一个人将
自己的时间进行对应的投资。因此，打造
职业生涯规划，就需要：

1、树立正确的长期思维方式；
2、定期盘点自己在可迁移技能、有意

义的经验、持久的关系方面的积累；
3、总结自己的时间使用情况，看是否

投资在真正关键的领域；
4、尝试规划自己的职业路径，以此作

为选择的依据；
5、时刻更新自己的职业生涯。

入职随笔

文·广告公司 任小艳

2020 年 4 月 14 日，怀揣梦想，背负行
囊 ，做 足“ 准 备 ”的 我 迈 进 新 的 工 作 单
位---天安传媒。对于第一天入职的我来
说，眼前的同事、工作环境，一切都是那么
陌生，打开电脑里面各类excel报表，键盘上
的双手更是无从下手。通读岗位细则，翻
阅 公 司 相 关 媒 体 资 料“CPM”“CPT”

“CPC”……各种各样不熟悉的专有名词。
但是，即使这样，我心里依然觉得，既然选
择迈进天安，既然天安在众多求职者中选
择了我，那我就应该将自己优越的方面展
现给公司，向公司证明我自己。

为了能让自己尽快适应新的工作环
境，我积极学习职责范围内所需要的各项
专业知识，发现问题，请教同事，努力为

自己的业务知识充电。
一个多月的实习生活,让我喜欢上了营

销专员这个工作岗位，正因为对工作的喜
欢，才使我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我也知
道惟有用“心”工作，才能带来丰硕的成果。

一个多月的实习生活,给我的不仅是感
动,不仅是经验,不仅是领导同事对我的殷
殷嘱托,更重要的是企业团队奋发向上的力
量和开拓进取的精神。

企业文化的洗礼,自身心灵的洗练,让我
很快没有了刚进公司时的陌生感,相反，企
业的辉煌，企业的成绩，让我叹服，让我感
动，让我心中找到了久违的归属感。至此，
我清楚的认识到，这里---天安，就是我梦
想的开始。

这次学习王建和老师的培训课程《管
理者基本动作》，让我感触颇深。感触之
深在于管理之道的思念转变；感触之深在
于团队建设的激励引力；感触之深在于工
作角色的成长收获。

一、思念转变
管理之道的思念转变在于工作中主

动与被动的角色转换。
步入职场五年的时间发现自己对于

管理的认知既模糊又空洞，从未思考过什
么是管理？如何做管理？我所理解的工
作也仅仅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重复着同
样的事情。但是当我从王建和老师的课
程中学习到赋能一词时才多少对管理有
些理解。管理者对待工作的态度是一种
积极主动且向上的能量，而被管理者对待
工作的态度是一种被动强制性的情绪。
差异化的观念才会出现差异化的层次，这
也可能就是自己在工作中需要迫切改变
的东西。如果我把工作当做兴趣爱好来

培养，当我从这份工作中获取了未知的知
识、解锁了某项未掌握的技能，那么我收
获到的就不仅仅是一份工资那样简单了，
我收获到的同时还有知识阅历的积累和
自我实现的价值。

二、激励引力
团队建设的激励引力在于工作中目

标、过程与结果的紧密衔接。
我是营运部的一名综合干事，在做

好自己本职工作的同时还要兼顾部门与
其他单位日常对接的工作任务，虽不是
一个管理者，却也偶尔将自己作为一个
管理者去督办部室的各项事务，但是工
作中时常出现数据核算错误、报送节点
出错等失误，导致部室也会在考核中扣
分。学习课程的过程中听到老师讲定目
标、抓过程、拿结果让我受益匪浅。定
目标要从基础开始，日报、周报、月报
帮助我们整理自己的工作内容、理清楚
自己的工作思路。抓过程要注重工作中

每一个环节，一个部室就是一个团队，
团队中每一个人都是相互关联的，落实
好日报、周报、月报的每一个环节才会
看到结果。拿结果更是要明确目标、超
越目标，以结果为导向才会看到事半功
倍的效果。团队建设就是将这三点紧密
衔接，保证每一环节都做到极致、极
好，才会成就有价值的团队。

三、成长收获
工作角色的成长收获在于自我思想

觉悟的提高，摒弃自己以往对待工作的
态度以及负面情绪，用喜欢和热爱去做
好每一件事情；成长的收获在于对日常
工作的思路整理，按照时间节点掌握好
自己的工作节奏，合理安排工作时间，
提高工作效率；成长的收获在于对自己
工作能力的激励，将被动变为主动，积
极学习相关知识技能，增强业务能力，
培养团队意识，争取自己也将成为一名
出色的管理者。

当我观看了王俊山董事长和乔利军经
理的企业文化视频讲座后，感悟很深刻，自
己的认知也有了很大的提升，同时对于如何
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有了明确的目标和思
想上的进步。关于企业文化宣讲，领导讲的
很好，对职工来说很有必要，相信全体员工
和我一样感同身受，得到了明确的解答，一
次次鼓掌、点赞，说明了员工需要企业文化
的精神食粮和内涵的具体解读，进而形成共
鸣共识，最终成为企业发展的动力。

企业文化的作用就是通过企业价值观
的提炼和传播，让一群来自不同地方的人，
共同追求同一个梦想，增强全体员工的凝聚
力和归属感，激发员工的使命感，是全体员
工的工作目标和方向。正如董事长所讲，

“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灵魂，是企业不断发展
或前进的动力之源，否则一事无成”。

社会在进步，企业在发展，企业文化
是一个企业创新发展的精神动力、健康发
展的奠基石。增强全体员工责任感的重
要举措，是加强全体员工的责任意识、团
队意识，让大家清楚认识到企业是全体员
工共同的企业，使每个员工爱企如家。

乔经理讲到企业文化，“企业至上 制
度为王”，通俗易懂，一个完美的企业要有
自己的企业文化和管理制度，来监督鞭策
规范企业全体员工的行为，约束不良陋
习，使其步调一致，实现企业目标，发挥每
位员工的能动性和聪明才智，增强执行
力，凝聚向心力。一个企业没有自己的企

业文化和切实可行的规章制度，是非常致
命的弱点，是一盘散沙，一团乱麻，没有目
标，看不到希望，员工就没有精气神。所
以只有科学合理的规章制度，才能约束规
范每位员工的行为。

通过学习我充分认识到企业文化的
意义，企业是人，文化是魂。小企业靠感
情，中企业靠制度，大企业靠文化。企业
文化是企业和员工的粘合剂，也是由小到
大企业积累的文化精华，天安发展到今
天，也离不开企业文化的广泛积累和运
用，只有这样企业才能稳步向前，才能激
发出员工的聪明才智和担当，树立齐心协
力，荣辱共担，企兴我荣，企衰我耻的团队
意识。

马斯洛需求理论提出人有五重需求，
除了基本的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外，作为
群体生物的我们还需要来自所处环境如单
位、家庭、以及其他社会群体中的归属需
求，即对某一群体环境的归属感，渴望爱与
被爱。

在工作中一个好的团队可以带领你快
乐工作，从心底产生对工作的热爱与喜
欢，一份自己打心眼里热爱喜欢的工作终
将实现你人生的价值与成就。高绩效的团
队氛围应该是体现伙伴有成长，工作有价
值，付出有收获，团队有情义，努力打造

一个勤勉者得以成功，懒惰者将自动或被
迫退出的环境。团队管理者要有清晰的梦
想和愿景，并全然的相信把团队伙伴的个
人愿景和团队愿景去深度对接，让团队伙
伴共同看见目标，种下梦想的种子，一份
标准的日报、一场迸发激情充满活力的早
会、一次深度沟通,一次娱乐活动、一次集
体聚餐......

通过这一次次细微的工作过程，让大
家感受到团队的温度，增强团队归属感和
荣誉感，快乐工作，坚持团队共同的梦
想，并为之不懈努力!

4月28日，结束了最后的新员工培训，
我开始正式进入岗位实习阶段。虽然以前
有过兼职经历，但是对于进入天安集团这
个新的工作环境，我还是心怀忐忑。为了
让自己尽快进入工作状态，适应新的环境，
我积极向同事请教，努力学习工作所需的
各项专业知识，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

这段时间我积极阅读天安公交集团简
介、《会议管理制度》、《收发文管理办法》，
学习《金字塔原理》、《阿里巴巴管理三板
斧》，参与部门内训学习《内训师七步法》。

一、集团简介学习
我学习了集团的企业文化，一感、双心、

六大观念。企业文化是一个企业的灵魂，它
不仅能给企业员工带来精神上的支持，更能
激发员工的自豪感和责任感。“实事求是”，一
切从实际出发的工作作风。实事求是就是一
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
真理。无论做什么事情，干什么工作，都要脚
踏实地、客观公正。

二、技能知识学习
(一）公文管理方面

公文管理是使各中心公文处理和审批
传办工作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以提高公
文质量和工作效率。我积极学习各项业务知
识，阅读《收发文管理办法》，学习收发文程序
与要求，熟悉公文文种、公文要素及格式要
求，做好公文书写及审批传办、归档备份。

（二）会议管理方面
会议制度管理是使集团会议内容和程

序规范化，严肃会议记录，以提高公司会议
质量和会议效率。我阅读《会议管理制
度》、《公文写作规范指南》，学习会议纪要
书写及修改，并做好会议纪要督办工作。

经过查阅往年传阅文件及会议纪要，多
次练习，我大致了解了收发文管理工作的
流程，能够独立完成文件印发、文件传办等
工作，基本掌握了会议纪要格式与排版的
相关要求。

新的工作、新的舞台、新的挑战。作为
一名新员工，我将积极向其他有经验的同
事学习，尽快让自己成长起来。在今后的
日子里，我会继续努力工作、持续学习，发
挥自身的优势，努力提高自身业务水平。

《远见》读后感

《管理者基本动作》
有感

文·财务部 朱波

文·营运部 李星

观《企业文化》
讲座有感

东胜公司驾驶员 马富生

学习《阿里管理三
板斧》有感

文·东康公司 高兰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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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综合办 燕慧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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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习室

正义感 责任心 进取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