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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身边有“职场公主病”同事吗
格一周职场

为考公务员弃外企9万年薪

工资只有从前一半

据《华商报》报道，张先生
毕业于西安外国语大学英语
专业，应聘到了一家外企，头
一年年薪就有9万多元，各种
福利都很好。虽然工作各方面
都不错，但在2009年底，张先生
还是决定考公务员，至今他已
做了3年基层警察。“现在的工
作真不如以前好，要是让我重
新选择，肯定不会辞职考公务
员。”他说，成为公务员之后，
工资也就以前的一半，基层工
作特别琐碎杂乱，还经常加
班。

出海捕鱼工招聘走红网络

月薪两万，无需经验

据《海峡都市报》报道，
“每月保底12000元，还有分成、
奖金，月薪在20000元以上，每
个 月 准 时 发 工 资 ，年 终 奖
高……”近日，一则“出海捕鱼
工”的招聘启事在微博上红
了。招聘启事里，许诺的收入
很高，但对应聘人员的要求很
低，只需“年龄18—50岁，身体
健康，无需经验”。

大学生求职期望月薪下降

就业压力4年来最大

据《京华时报》报道，日
前，北京青年压力管理服务中
心发布2013中国大学生就业压
力调查报告。从连续5年的调
查数据来看，2011年大学生平
均期望月薪最高，达到5537 . 5

元，2012年降到4592 . 5元，今年
则进一步下降到3683 . 6元。被
称为“最难就业季”的2013年，
大学生期望月薪持续降低。此
外，今年的就业压力出现强势
反弹，成为近4年来压力最大
的一年。

线条利落的职场装

每个女孩都梦想过自己成为公主，生活在一个童
话王国中。尽管现实并没有童话般美丽，但很多职场
中的女孩子却还没从梦中醒来。她们上班要打扮得漂
亮，工作要体面，不能吃苦，不能挨骂，这种现象被称
为“职场公主病”。

若讲穿衣要诀，你能脱口而
出的是什么？“横纹显胖，竖纹显
瘦？”也许你认为这没什么，地球
人都知道。然而，正是诸如此类
的规则对衣着美丑产生潜在的
影响。其实这只是冰山一角，还
有更多不为人知的非常微妙和
神奇的重要定律隐含其中。

艺术家仅用简洁的线条，就
将形态各异的女性形体描绘得
入木三分。实际上，现实世界的
人体就是线条的集合。在我们的
身体上，分布着状态各异的线
条，或直或曲、或横或纵、或粗或
细、或虚或实。它们变化丰富，以

不同的表情和特征操控着我们
的外形和感觉，甚至是着装的美
丑。想想看，为什么瘦削的人穿
利落线条的服装更好看，丰满的
人穿圆润线条的衣服更自然？那
是因为骨感和浑圆的身体分别
以直线和曲线为主，而按照顺应
原则，合顺自身线条特征就会更
容易得到相容宜人的着装效果。
同理，当你身体上的直线和曲线
区分不明显时，服装上的“曲直
兼有”则是最适合你的选择。

此外，线条的路径和方向
变化也会给人带来不同的心理
感受。例如，直线强调棱角，给

人以坚毅感；曲线强调圆润，给
人以柔软感；垂线产生高而窄
的效果，增加高度；水平线产生
短而宽的效果，缩短高度。如果
想要强调身体某部分特征或传
递某种特定感觉，你就可以通
过选择特定线条特征的服装进
行增强或对抗。例如，当你想增
添女人的妩媚与柔和感，即使
本身是直线型，也可以选择弧
线为主的服装对抗身体角度，
增加柔软的效果。当想给人严
谨、果断的印象，多穿直线条的
服装就能强化身体的棱角，增
强坚毅感。

请叫我名字

别叫我“美女”

网友吐槽：有件小事，我
一直觉得不吐不快。就是在单
位里总有几个同事，每次看见
我，叫不出我的名字，就“美
女”“美女”地称呼我。每次听
到别人这么喊我，就觉得像卖
衣服的小妹在招呼我，心里挺
别扭的，有种不被尊重的感
觉。

叫不出别人的名字而叫
“美女”，这看上去像是一件
“小事”，其实在职场的人际交
往中影响很大。职场和商场不
同，你可以对逛街的顾客称呼

“美女”，但在职场这种相对专
业的环境里，每个人都渴望有
自己的一席之地，别人能够注
意到自己所扮演的角色。而

“美女”、“帅哥”这样一些称
呼，本身就比较随意，显得不
够尊重别人。所以，下次见到
同事时，别再用“美女”“帅哥”
称呼对方了。

其实，如何才能叫对别人
的名字，这也需要企业来引
导。第一，在入职的时候，就需
要介绍清楚这些常用联系人
的联系方式和名字；第二，有
必要的话，可以做一些“一对
一”的陌生同事认知；第三，一
些大家都会接触到的职位的
同事，可以起一个可爱的跟名
字有关的外号，比如：小花或
者娜娜，这样便于记忆。总之，
在记住别人名字这件事上，每
个人都需要花点工夫。

@网友：“负面情绪是最容
易让人讨厌的东西，你每天的坏
情绪带到办公室带给身边的同
事，无意间大家都很讨厌你的。
特别是女人，有公主病的人就更
讨厌了。”

@网友：“我有时候就不明
白了，她有什么可抱怨的。中午

食堂管饭，是你自己不吃的，再
说了，倒班让您过来上班，就是
把周五没有结束的活儿做完。这
全都是应该做的本职工作，抱怨
猪上司、抱怨猪一样的队友时，
怎么不想想你才是猪一样的队
友呢？你在玩游戏还把工作都推
给忙得不行的同事时，怎么不说

猪一样的队友呢。”
@网友：“早上同事拿桂圆给

我，我迟疑了几秒，脑海里蹦出的
想法是：你可以剥给我吃不……没
得救了，公主病越来越严重了。”

@网友：“公主病妹子的口
头禅：累死了、烦死了、笨死了、
闹心死了、太坏了……不想和她

成为同事啊。”
@网友：“哎哟，最讨厌公主

病了。抱歉啊，我工作还忙不过
来，你不过也就是个同事又不是
我的谁，我才没空来哄你开心什
么的。”

@网友：“资深老公主病晚期
重症患者的同事你伤不起啊!”

你身边的“公主”

经常发作吗？

职场公主病的病因很复杂，
有社会的、有家庭的、有个人的。
但归根结底是她们没有认清工作
的实质。

你的办公室里，是不是也有
这么一个娇弱的姑娘——— 喜欢皱
着眉头，一脸哀怨的表情，不论别
的同事有多忙，她都奋不顾身地
冲过去，一脸义不容辞的表情：

“快来帮我看下电脑，电影怎么又
卡住了！”赶紧告诉她：亲，公主病
又发作了，你得赶紧治！

公主病患者们，你可知道，同
事们已经受不了你的颐指气使
了：“你可以有公主病，但别发错
了地方，你可以对家人和亲人发
作，但请不要在办公室对无需忍
让你的同事发作。”

“公主”易碎的玻璃心

面对有公主病的同事，你永
远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伤了人家那
颗亮晶晶的玻璃心。她们可能有
被迫害妄想症，觉得大家总是把
全公司最重大、最难办的任务丢
给自己；压力一大，就摔门、哭鼻
子什么的；时不时还以文艺之名，
消失几天。典型特点是对自己特
别宽容，对别人斤斤计较，要求全
世界都对她好，而且理直气壮。

公主病同事或是觉得自己满
腹才华，骄傲自负，喜欢控制、影
响周围的同事，凡事以自己为中
心，成为被关注的焦点，稍不如意
就发脾气，做错了事也一并推给

别人。
总而言之，公主病同事认为

公司管理太不人性化，不能满足
自己全方位的要求；同事们也因
为太冷漠、不主动施以援手等各
种理由，完全入不了“公主”们的
法眼。公主病同事时常感慨，自己
空有一颗公主心，生了丫鬟的命。
成为职场“透明人”的“公主”。

王小姐是一家外企的白领，
因为从小家境富裕，加上外貌美
丽，气质出众，在办公室里很受大
家喜爱。但没多久她就发现，自己
渐渐成了办公室里的“透明人”。
以前，领办公用品，那些很重的文
件夹都有男同事主动帮她代领；
每次电脑出现故障，或者遇到什
么难题，只要招呼一声，就有热心
的同事帮忙解决；买饮料时，大家
也会热情地帮她带一杯回来。

为什么渐渐地大家都疏远
了自己？后来还是办公室里一
位 关 系 较 好 的 同 事 说 出 了 真
相 。原 来 王 小 姐 因 为“ 众 星 捧
月”而把自己置于高高在上的
地位，把大家的好意视为理所
当然。遇到难题总是想也不想，
就很娇气地求助别人，同事们
都很忙，面子上过不去，只能抽
空应付王小姐留下的烂摊子；
王小姐却滥用了别人的好意，
认为工作完不成，反正还有团
队的其他成员帮忙解决。久而
久之，大家都觉得王小姐是一
个不称职的工作伙伴，一直在
团队中拖后腿，给大家带来困
扰。原本热心的同事不胜其烦，
态度越来越冷淡，似乎只要和
王小姐关系亲近，就附带着要
帮她完成工作。很自然的，原本
魅力十足的王小姐就成了大家

不愿意看见的“透明人”了。

“公主病”特征有哪些

所以，在职场中，即便你不
是娇弱的“公主”，一个不小心，
也有可能成为不受人待见的公
主病患者。现在就来检查一下
平时的行为：

分配工作时，是不是总是
挑三拣四、捡轻松容易的工作，
太苦太累、太动脑筋的一概拒
绝；工作时没有恒心和毅力，完
成不了就怨声载道，把不好的
情绪传递给其他同事；抗压性

很低，一有压力就退缩，缺乏责
任感，总指望别人帮忙；团队共
同的工作，能不做就不做，总是
轻车熟路地“吩咐”：某某，你去
做一下嘛；对额外工作一概回
绝，完全没有任何弹性调整的
空间，担心自己多做了会吃亏，
同事想请你帮忙，门都没有。更
可怕的是，工作马虎敷衍，常因
个人失误给公司带来麻烦和损
失。而一旦做错事，总是希望由
别人买单。

如果这几条都中了，不好
意思，你已经是公主病缠身了。
不知不觉中，你已经成为职场

“恐怖分子”。

格八卦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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