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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28日下午 3点 15分，沪深
300 股指期货结束一天的交易的时
刻，申银万国自营部投资经理赵立臣
从上海常熟路 171 号申银万国总部
大楼跳下自杀。

一个年仅 33岁的鲜活生命就这
样消逝了。

4月 29日，申银万国发布公告否
认了有关赵立臣跳楼自杀系其炒公
司股指期货爆仓所致的传言。并称，
“对于个别媒体的不实报道，公司保
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真相到底是怎样，我们已经不得
而知。然而，赵立臣用他 33岁的青春
再度引发了社会对职业经理人生存
压力的关注和担忧。

奔忙是一种常态

每天都像有好多条鞭子在同时
抽打着你，让你像一个陀螺一样一刻
也停不下来。这是一个企业老总向记
者描述的自我感受，也是许多职业经
理人真实的生存状态。

为了体验职业经理人的工作生
活状态，记者随北京市某国企总经理
魏国生（化名）进行了一整天的工作
体验。

早晨 6：30，记者随魏总从他位于
石景山的家中出发，穿过大半个北
京，7：30 来到其位于通州的工作单
位———这是一家在行业中排前三强
的企业，产品销路目前非常好，订单
已经排到明年。

魏总对记者说，除了出差或者是
上级有会议，无论冬夏，他都会在这
个时间自己开车去工厂上班。虽然单
位安排了专职司机，但他一般情况下
都不会叫司机来。因为“司机住在郊
区，路比较远，让年轻人一大早就跑
那么远的路，太疲劳”。另外，尽管单
位是在早 8：00上班，但是必须在 6：
30之前出发，虽然这样到单位会早一
点，但是北京的交通状况是一过 7：
00，早高峰来了就会很拥堵，很有可
能是晚走 10分钟，就要晚到 1个小
时。

7：30—7：50，魏总翻阅昨天没来
得及看的文件。

7：50—8：00，魏总到单位门口同
陆续到岗的干部及员工打招呼。这也
是他的习惯之一：“国有企业的干部
不好管得太严了，但是我先到了，他
们也就不好意思迟到了。”

8：00—8：20，魏总召集各部门负
责人开会，汇报前一天的工作，同时
对几件事进行了安排部署。

8：20—12：00，魏总按平均 10 分
钟 1个的速度接待各种人员。记者只
记录其中几个比较典型的：有一对拿
着 50年代公私合营文件的老企业主
夫妇，要求魏总把目前企业的股份分
给他们。他们已经来了几次了，因为
国家目前没有相关政策，魏总和他所
管理的企业根本没有权力对国有资
产的权属问题做出处理，但是又不能
把这对老年人拒之门外。另一个是在
90年代“砸三铁”时期下岗的老工
人，来到工厂讨说法。还有一个是和
魏总企业合作多年的老经销商，因为
产品不够卖，希望魏总能够对曾经共
患难的合作伙伴多支持一下。在魏总
接待的客人中，还有几个是记者的媒
体同行，有的是搞活动拉赞助的；有
的是来采访的；有的是希望魏总所在
企业投放广告的。

期间，魏总给国资委打了一个电
话，问国资委临时召集的下午的会议
可不可以派一个副总去，因为下午公
司有一个在几天前就安排好的重要

对外谈判。国资委方面的回答是必须
一把手参加。魏总只好安排副手先接
待客商，重要的谈判等他开完会再
说。

12：00—12：40，魏总和记者到附
近的一个快餐店里吃午饭。

12：40—13：30，司机开车带魏总
赶到市区的会议地点。

14：00—16：00，魏总参加会议。
16：00—18：30，魏总赶到朝阳门

附近的一个酒店，和外商进行洽谈。
18：30—19：10，魏总赶到清华大

学附近的一个酒店，同外地一个同行
企业以及清华的技术人员吃饭。因为
魏总同时兼任行业协会的副会长，所
以这个项目是他帮助牵线的，如果吃
饭他不在场，双方都会不大满意。

21：30—22：00，晚宴结束，司机
把魏总送到家里。

司机在送记者回家的路上对记
者说，这是魏总比较典型的工作和生
活状态，晚上 10点回家，应当说还是
比较早的。他们这些做司机的最知道
领导的辛苦。

睡觉也要睁着眼睛

“你说的事情太正常了，毕竟他
们是国企，魏总是一把手，没人管着。
我们是睡觉都要睁着眼睛。”对记者
说这话的是国内著名电信设备企业
的一位高级副总裁。其年薪几年前就
达到了 100多万元。
“我们待遇很好，出差必须住五

星级酒店，吃饭、用车基本上不用问
钱的事，我都有签单权。手机是公司
给配的，话费随便，打多少都报销，但
是有一点，就是公司规定 24 小时必
须开机，随叫随到。”该副总裁有些无
奈地说，“说难听的，这就相当于给我
们拴上链子。别人看着我们都觉着很
风光，但实际我们是没有任何自由
的。”
“不瞒你说，我在北京不止一处

别墅，但是我却只能住在最早买的经
济适用房里。因为只有这所房子离孩
子的学校近，其他的都在郊区，为了
陪孩子上学，只能这样。”

他对记者坦言，公司中不少像他
这样的职业经理人也经常会有离职
的想法，但也都“只是想想而已”。因

为在这样的位置上做久了，不能容忍
自己闲下来。“既有虚荣心，也有责任
感”。“很多人期待着你，哪能说不干
就不干了呢”。

这位职业经理人所讲述的事实
并不一个孤例，而是国内职业经理人
比较普遍的生存状态。

在赵立臣事件发生后，申万重庆
营业部一位不愿透露姓氏的分析师
道出事情的根源，“2008年，涌金系前
掌门人魏东和方正证券的策略师华
欣也都是选择跳楼来结束自己的生
命。在资本市场中，这种不幸时有发
生，背后的原因只有一个———压力。”

他说，证券从业人员的压力都很
大。“以我为例子吧，每天 7点起床，8
点半打卡，上班就要关注政策、国际
形势、市场一举一动等；每个交易日
收市后还要开当天的研究会议，写评
论以及下一个交易日的预测；碰到近
期的下跌行情，安抚客户成为最头痛
的事，有时觉都睡不好。白天工作 9
小时后，晚上回家还得再看研报、复
盘等等，一天实质工作时间估计在 12
个小时左右”。

中国企业家协会所进行的一项
调查显示，超时工作现象在职业经
理人中是非常普遍的，74.1%的职业
经理人每天工作时间在 8 小时以
上，其中，近半数的职业经理人工作
时间在 8—10 小时之间；有 1/4 的职
业经理人工作时间在 10 个小时以
上；在工作 10 小时以上的职业经理
人中，职务越高其人群占比越大；仅
有 25.9%的人工作时间在 8 小时以
内。总体来说，职业经理人目前的工
作强度偏大。

参与该项调查的数字 100 公司
市场总监师至洁表示，通过调查分
析发现，73.7%的人压力来源于企业
发展的要求；56.6%的人压力来源于
市场环境的要求；仅有 6.7%的人是
因自己不能胜任岗位而感到压力。
从不同职务分析，职务越低的职业
经理人，面对的业绩考核压力和内
部竞争压力越大；而企业副职领导
则更多感受到领导严厉的要求所带
来的压力。

心态调整学会放弃

4 月 29 日，有人在论坛上发帖
道出赵立臣的“真实死因”：赵立臣
用短期抵押自己贷款买来的房子，
进行个人股指期货交易；并且选择
建立多头头寸，但由于判断失误导
致个人账户过度亏损，短期的还款
压力和个人资金遭受的巨大损失，
最终令这位入行 3 年多的新人不能
承受而选择了轻生。

4 月 13 日，中国医师协会在京
发布十大健康透支行业调查结果，
在被调查的 30 多个行业人群中出
现不同程度健康受损，制造、金融、
教育、媒体、法律从业人群健康透

支位居前五位。这主要是因为其工
作时间明显高于其他行业，长期的
超负荷工作以及缺少休息和锻炼，
最终导致健康亮起红灯。

师至洁认为，希望得到的太多，
而又不懂得放弃，是许多职业经理
人压力过大并导致心理疾病发生
的主要原因。

新浪网一项关于“你是否愿意
拿自由拿健康换高薪”的调查，证
明了师至洁的说法。4 月 27 日，新
浪网对 18040 人所作的调查显示，
选择“愿意，现实所迫，太多东西需
要钱才能获得”的占 46.1%；选择
“不愿意，失去自由和健康，金钱就
变得无意义”的占 46.8%；选择“不
好说”的占 7.0%。

师至洁向记者展示了最近的一
个调查结果。数据显示，有超过 1/3
的职业经理人感到工作压力比较
大；而感觉没有太大的压力，能够
应付过来的只有 19.1%；感觉很轻
松，对所有事情应对自如的职业经
理人更少，只占 8.1%。值得注意的
是 30 岁以下职业经理人的抗压能
力明显偏弱，其中有 15.5%的年轻
经理人压力已经到了极限，人都快
崩溃了的感觉，超出平均水平的 1
倍还多；有 18.3 的年轻经理人压力
比较大，脾气变得暴躁，超出平均
水平 2.9个百分点。

就此，师至洁表示，企业应给予
年轻职业经理人更多的关爱，对他
们进行更多的心理抚慰，帮助他们
顺利度过心理敏感期。

据介绍，一些在华跨国公司较
早地开始关注职业压力与心理方
面的问题。通用电气、IBM、思科、朗
讯、可口可乐、三星等公司纷纷邀
请培训师在企业广泛开展了此类
培训。国内企业中只有联想、中国
建设银行、太平洋保险公司等少数
企业刚刚开始在中高层实施相关
培训，对于大多数内资企业而言，
舒缓职业压力的心理服务还是空
白。

师至洁表示，目前针对企业的
心理服务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 心理

培训和 耘粤孕。心
理培训包括职
业压力、心理健
康、沟通、激励
等方面 ,形式有
讲授、游戏等 ,
也包括团体辅
导等重要的心
理 专 业 技 术。
耘粤孕 则是职业
压力与心理问
题的整体解决
方案 ,包括职业
压力与心理的
调查分析、组织
管理建议、宣传
教育、心理培训

和心理咨询等四级服务模式。不
过，目前国内能够为企业提供心理
服务的机构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家。

业内专家指出，除了企业要加
强相关心理培训和辅导外，职业经
理人也要制定自我救助方案。相关
调查表明，多数情况下，职业经理
人会通过与朋友交流和参加户外
运动的方式来释放和缓解压力，也
有少数经理人会通过看心理医生
和参加宗教活动的方式调整自己
的状态。

无论赵立臣的死因到底如何，
但其心理压力大是可以肯定的。这
一事件给所有的企业和职业经理
人一个警醒：改变职业经理人陀螺
式的生存状态已经刻不容缓。

人本观察

让心灵摆脱 GDP的笼罩
丁是钉/文

本报记者 丁明豪/文

职业经理人的陀螺式生存

实战测评

【测评题目】
你是一家新创立公司的老总，由于把握了良好的市

场机遇和公司的上下团结，公司成立几年来获得了快速
的发展和进步，当初跟你一起组建这个公司的创业团队
成员，经历了这么多年的打拼，都逐渐成熟和独当一面，
公司也在逐渐走上轨道，盈利状况也越来越好。然而在迈
向更大成功的路上，你在公司内部发起了一次重要的改
革，这场改革旨在提高公司各项管理的规范化和提升业
务模式的效率，改革中遇到最大的问题就是原有创业团
队成员的既得利益会受到影响，几位已经坐上高位的创
业团队成员的权力和权益面临挑战，这让他们非常不满，
并与你发生激烈的冲突，从反对到消极怠工再到无限期
休假，最终提出了离开公司，你花费了很多时间精力跟他
们解释改革的必要性和对他们权益保障的计划，都不能
留住他们。

面对这种情况，你该怎么办？

【实战答案】
一位应试者的答案是：我曾经创立过自己的公司，到

最后我的创业伙伴和我的团队成员都离开了，我曾经痛
苦地思考过这中间的原因，我虽然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
问题更好，但是我的经验告诉我妥协是不行的。我当初为
了留住我的兄弟，选择了放弃和暂缓改革的步伐，选择先
说服他们再推动改革，在说服他们的过程中，他们的心态
也发生了变化，最初创业的激情全无，成天想着争名逐
利，想着如何确保他们的个人利益不受损失，最终，我没
有留住他们，公司的员工也对高管团队的表现大失所望，
纷纷辞职，我的公司只能选择关门。现在来看，我觉得我
当初应该坚持改革，坚持向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不动摇，
不退缩。

【专家点评】
这是一道评估应试者分析决策能力的结构化面试

题。
创业团队，能“共苦”不能“同甘”已经不是新闻，而且

也是创业型企业必须克服的一道障碍，那些在创业过程
中离开公司的人，要么不能认同公司的价值观和发展方
向，要么不能获取他们想要的利益和回报，而他们的离
开，也必将给公司带来或大或小的伤害和震动。然而实践
证明，创始人在这个过程中的决策起到了关键作用，在这
个时候能否坚持最初创业的理想，能够坚持沿着正确的
方向前进才是真正帮助企业渡过难关的关键。

从实践经验看，创业团队并不是单纯指最初创业的
团队，很多优秀的企业最终也没能保留住创业初期的团
队成员，但是最终他们依然成功了。因此，真正的创业团
队，是一个围绕着创业的理想和方向不断壮大同时也是
动态变化的一个团队，它始终是由与创业理想保持一致
的人组成，不论先来还是后来，都在一个阶段对于企业在
创业期的发展贡献了力量。

因此，作为一个创业型企业的领导者，不仅仅是留住
创业初期的团队，更重要的是打造企业的创业文化和精
神，不断吸引和留住那些愿意跟随你一起创业的人。

诺姆四达合伙人纪超/供稿

拿什么留住你，我的兄弟

测评要素：分析决策

创业时代的管理（一）

这是一个 GDP疯跑的年代，中国经济正在以百米赛跑的
速度进行一场经济的马拉松比赛。谁要是慢一步就会被远远
地甩在后面。

那些职业经理人们更不能停下来或者慢下来，即使他已
经体力不支或者已心生厌倦，即使他并不认为跑在前面有什
么荣耀，落在后面是什么耻辱，因为他的身后还有一群需要这
种荣耀和利益的人在推着他，让他无力控制自己的脚步。

这群人中有他的团队，有他的合作伙伴，有他的上级单
位，也还有他的家人。

狂奔，对于职业经理人来说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一种责任。
尽管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日渐多元

化的社会，但衡量职业经理人是否称职与成功的标尺似乎依
然只有一个，那就是 GDP。

不过，虽然我们的 GDP在翻着番的猛长，但人们的幸福感
非但没有因此增加，相反却还有些萎缩。

原因就在于我们能力增长的速度比不上欲望增长的速
度；创造财富的速度赶不上财富缩水的速度。在一种巨大的不
安定感和恐惧的笼罩下，很多人都担心被这个飞奔的时代所
遗弃。为此，很多经理人不惜把兴奋剂当饭吃，以致我们烧的
煤炭是带血的，孩子吃奶粉是含三聚氰胺的。

中国人在解决了生活和物质的贫穷之后，更困难的是要
面对精神和心理的贫穷。

这种贫穷已经严重到让人们饥不择食的程度，所以才会
有张悟本“一把绿豆治百病”的“养生之道”广受追捧；也才会
有李一“大师”收费高达 36000元的总裁研修班“名满天下”。

这是一种社会病，作为被一种巨大力量所裹挟的个体，想
以个体的力量停下来是不可想象的，因为你马上就会被身后
所奔涌的人流所踩踏。

但是，要真正让我们回归到没有 GDP崇拜的正常状态，生
活在一个充满幸福感的慢社会里，就又需要每一个个体同时
做减速运动。

俗话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改变心态是一个慢
功夫，而改变一个群体的心态则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而实
现这种改变的前提则是社会价值观的改变。

从建设和谐社会到倡导包容性增长，一种新的商业文明
和社会文化正在孕育。以业绩考核的去 GDP化和多元化为起
点，业绩导向的变革势必引发职业经理人观念和行为方式的
变化。尽管社会文化的转型相比经济的转型会来得更加困难
和痛苦，但是在更多人性光芒的照耀下，我们曾经一度苍白的
心灵会获得更多的宁静和自由。而这是无法用 GDP来衡量的。

慢一点，再慢一点，让自己放松，也是让别人放松；给自己
机会，也是给别人机会。告别通过靠吃激素成长的历史，让中
国经济和社会的骨骼变得更加健康、茁壮。

王利博制图

每天都像有

好多条鞭子在同

时抽打着你，让你

像一个陀螺一样

一刻也停不下来。

这是一个企业老

总向记者描述的

自我感受，也是许

多职业经理人真

实的生存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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