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贵州大学大四学生高某说，马

上要毕业找工作了，听一些过来人

说要早做职业规划，但对于我们这

种即将入职场的人来说，不知到底

该如何做职业规划。

众国人才市场职场专家李耀

文先生表示，大学生要做好职业规

划，一定要掌握“5 个 W” 的思考方

法，具体来说就是：

第一个问题：“我是谁？ ” 它是

大学生对自己进行一次深刻的反

思，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对于

优点和缺点，都应该一一列出来。

第二个问题：“我想干什么？ ”

它是大学生对职业发展的一个心

理趋向的检查。 每个人在不同阶段

的兴趣和目标并不完全一致，有时

甚至是完全对立的。 但随着年龄和

经历的增长而逐渐固定，并最终锁

定自己的终身理想。

第三个问题：“我能干什么？ ”

它是大学生对自己能力和潜力的

全面总结，一个人职业的定位最根

本要归结于能力，而职业发展空间

的大小则取决于潜力。 对于大学生

潜力的了解，应该从几个方面着手

去认识，如对事的兴趣、做事的韧

力、临事的判断力以及知识结构是

否全面、是否及时更新等。

第四个问题：“环境支持或允

许我干什么？ ” 这种环境支持在客

观方面包括本地的各种状态，比如

经济发展、人事政策、企业制度、职

业空间等；在主观方面包括同事关

系、领导态度、亲戚关系等，两方面

的因素应该综合起来看。

第五个问题：“自己最终的职

业目标是什么？ ” 明晰了前面四个

问题，就会从各个问题中找到对实

现有关职业目标有利和不利的条

件，列出不利条件最少、自己想做

而且又能够做的职业目标。 此时，

将自我职业生涯计划列出来，建立

形成个人发展计划书档案，通过系

统的学习、培训，实现就业理想目

标。 具体来说，包括选择一个什么

样的单位、预测自我在单位内的职

务提升步骤、个人如何从低到高逐

级而上、 预测工作范围的变化情

况、不同工作对自己的要求及应对

措施、预测可能出现的竞争及如何

相处与应对、分析自我提高的可靠

途径。 如果发展过程中出现偏差，

如果工作不适应或被解聘，还要考

虑如何改变职业方向。

李耀文表示，职业规划对大学

生来说非常重要，能调动大学生的

反思能力，不断调整职业发展目标

和计划，改善职业发展方向，提高

职业发展能力。 本报记者 孙征康

求职者在面对“你的缺点是什

么” 这一尴尬问题时究竟该如何具

体作答，李先生为大家总结了一些

回答示范：

回答示范 1： 我的公开演讲能

力比较差，在公共场合讲话的时候

我会感到紧张，不过谈论我熟悉的

领域我会比较放松。 所以当我需要

做公开发言的时候，我必须要准备

得很充分。 我确实羡慕那些无论什

么话题都能够高谈阔论的人。

回答示范 2： 作为经理我有一

个缺点，心肠太软。 尽管好心肠可

以被说成是一个优点，但是作为经

理人这是一个不小的缺点，因为管

理的确需要一些强硬手段。 和别的

组长相比，由于我比较“软” ，所以

我的员工纪律性稍差，比如说开会

迟到。 当然，“软” 也有它的优点，

我的员工很乐于与我沟通，所以工

作效率会提高。

回答示范 3： 我觉得我的一个

缺点是说话太多，总急于表达自己

的观点，我同学说我有些好为人师,�

爱出风头。我的确注意到,由于自己

说得太多， 就会忽略听别人的意

见。 所以我在笔记本上写了一句

话：“少说多听” ! 结果有些滑稽,�

即使我觉得自己说得很少，我的同

事也会说：“哦，你挺活跃的！ ” 印

象是很难改变的。

回答示范 4： 我有的时候做事

情宏观有余，细节不足。 有时犯一

些低级的错误，比方说把打字的时

候把 2005 年打成 2004 年， 丢东西

什么的。 去年我和同学一起策划迎

新晚会的时候，我忘记了最后检查

一次麦克风，结果演出半小时之前

发现麦克风失灵，引起了很大的恐

慌。 所以我特别喜欢和注重细节的

人在一起，能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

东西。

回答示范 5： 我有时候会设立

不切实际的目标，比方说一个月要

减肥 10公斤，一个小时把表格打出

来。 我觉得，设立不切实际的目标

对我个人来讲的确不是一件坏事，

有了高目标就会有很大的动力，即

使完不成也无所谓。 但是，当我在

一个团队里工作的时候，这就变成

了一个很大的缺点。 在团队里，一

旦目标定得太高，就会引发很多管

理上的问题。 我想这是我需要克服

的一个缺点。

回答示范 6： 我觉得我最大的

弱点是还没有学会时刻以最佳状

态来工作。 我现在一天八个小时在

银行做柜员， 要面对大量客户，要

时刻以最佳状态服务每一个客人

真的特别难。 但是，如果不这样，就

很容易丧失机会。 我想，不愉快的

情绪是有连锁效应的，一旦把生活

当中的不愉快带进工作，立刻就会

产生工作中的不愉快!

� � � �回答示范 7： 我觉得我有时候

会过份在意别人的感受， 比方说,�

不敢直接表达不同意见，因为觉得

会让对方丢面子，其实这样做很不

利于快速有效地开展工作。 我希望

自己能够逐渐学会更加爽快，对人

对事更加直接。

回答示范 8： 我的缺点是工作

需要压力，在有要求、有竞争的时候

我效率更高。 我的学习成绩很好，

因为有考试的压力。 但是在大学里

面，我没有做太多的兼职活动，因为

没有赚钱的压力。 所以我特别希望

自己的老板能比较严格，多给我一

些压力。

本报记者 段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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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试刁难题：“你有哪些缺点”

来看 HR 对模拟场景的分析和建议

来，说说你有哪些缺点

在面试时，应聘者常常会被问“你的缺点是什么” 这一尴

尬问题， 有的应聘者会有心机地把优点伪装成缺点， 比如说把

“对工作负责”这个优点伪装成“对自己和他人要求过高” 。 说

不定，面试官此刻心里已经翻江倒海了。 可是，如果完全实话实

说似乎也不合适，难道要应聘会计的人说自己粗心？应聘销售的

人说自己不善交际？ 本期就业指南，本报记者就这一话题采访

了多名 HR，请他们就这一话题给出建议。

场景：对这一问题的常见回答

李先生在贵阳市一家中型企

业任 HR， 他总结了招聘新人的经

历中，当问“你有哪些缺点”这一问

题时，一般会出现以下模拟场景中

的几种答案。

场景：某面试现场，正襟危坐

的 HR 问道：“你最大的优点和缺

点是什么？ ”

求职者 A：“我具有朝着目标

努力工作的能力， 我的学习能力、

适应能力很强。 同事们指责我对工

作太投入。 我经常提前一点上班安

排好我的工作， 晚上晚一点下班，

使要干的事得以完成。 ”

求职者 B：“我最大的长处是善

于与人沟通、合作，人际关系很好。

因此，在学校的时候，我喜欢组织

班上各类活动。 我的缺点是性情直

爽、爱憎分明，最不能容忍办公室

小人。 ”

求职者 C：“我的志愿是成为

一个出色的公关经理，我喜欢接触

不同的人，服务人群，为了实现这

个目标。 我目前正在修读有关课

程。 缺点是爱辩论，不赢不罢休。 ”

求职者 D：“我的优点是喜欢

学习新的知识，也有刻苦钻研业务

的精神。 什么事情要做就做的很投

入。缺点是我需要学会更耐心一点。

我的性子比较急，我总要我的工作

赶在第一时间完成。 我不能容忍工

作怠慢。 ”

就以上模拟场景的各种回答，

李先生分析认为，大多数主考官问

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很常见的问

题，就是想洞察一下你在碰到紧张

不自在的难题时，能否从容不迫地

解决。

因此， 除了答案的内容外，回

答时的态度也一样重要。 无论你提

出什么缺点，总要记住主考官要找

的是一个勇于自我反省、而不是以

自我为中心的人。 一个人须有自知

之明，清楚自己的优缺点，这样才

能扬长避短，不断进步。 因此，对待

这个问题, 惟一的对策就是真诚地

暴露自己的弱点,�只要这个弱点不

是你所申请职位的“致命伤” 即可。

所以，在回答这一问题时要具

体情况具体分析，你可以说有时会

稍有些马虎（搞研发的人不能说），

有时候面对陌生人会有点一时找

不到话题（销售、客服不能说），可

能会太较真，有时甚至有点自己跟

自己过不去（人事不能说）。

李先生表示，面试时要条理清

楚又简单明了地将自己的长处、优

势介绍给对方，让招聘单位尽快了

解你的知识水平、工作能力、勤奋

进取、敬业精神、团队意识、个人特

长等。 以获得更多的采分点，对你

的机遇大有裨益。

如何谈缺点， 是个棘手的问

题。 思路应该是这样的：1：避免谈

非职业缺点，比如：你说你自己不

会做饭，不爱收拾洗手间，你的私

人习惯和公司有何关系。 2：避免谈

到致命弱点，比如：我真的和“脑子

一根经的人” 无法沟通，我不喜欢

“不爱回邮件” 的人。你是在告诉人

家你很难侍候吗？ 3：避免谈到无法

改善的弱点（与 2 不同），比如：我

有数字恐惧症。 4：避免玩小聪明，

比如：我的缺点就是太认真了。 比

如：我还是太年轻了。 5：避免避重

就轻，比如：我吃完饭就想睡觉，加

班晚了坐不了公交。 6：避免过于感

性的回答，毕竟，你面试的不是演

员。 7：避免谈自己的原生家庭，引

出自己的缺点。 8：避免谈自己以前

的公司缺点或不够团结引出自己

的缺点。 9：避免谈所有中国人都有

的缺点，因为这是废话。 比如：学不

会说“不” ，不懂拒绝，做人扭扭捏

捏。 10：避免落入俗套。 不能说千篇

一律的话。 因为你回答这个问题的

目的是告诉对方：你有强大的自省

能力，你能够时时审视自己的工作，

你能找到自己的局限和短板。

在模拟场景中，求职者 A 把优

点讲得太笼统、没有说服力；求职者

B把优点讲得很好，缺点讲得不好，

容易掉进陷阱；求职者 C 优点讲得

还可以， 但缺点讲得会给人一种

“犟” 的感觉，这时，联想到喜欢做

经理，会让人联想到他是个争强好

胜的人；而求职者 D 则优点讲得明

白， 缺点也是让企业喜欢的缺点。

所以，这一关求职者 D 胜出，求职

者 C最先被淘汰。

分析：内容和态度一样重要

示范：这样回答更有效果

做职业规划 把握五个“W”

专业人士支招大学生：

本期《人才周刊》又有高薪

岗位出现， 总收入最高可达 3 万

元，还有各种福利，值得求职者关

注。

黔贵汇通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招聘客户专员 50 名，18-40 岁，

待遇构成是无责任底薪 1800 元，

外加高额提成、 全勤奖、 交通补

助，总收入 5000 元 -30000 元；福

利包括五险一金、法定节假日、带

薪年假、婚假、产假、双休等。

呼叫岗位依然大量出现，贵

州四方鼎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招

聘移动 10086 客服 50 人，18-35

岁，月薪 3000-7000 元以上；销售

代表 20 人，性别不限，18-35 岁，

月薪 3000-5000元以上。

保险行业方面， 安邦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招聘车险客户经

理 100人，大专以上学历（半年以

上工作经验优先）， 本科 3400 元

/ 月 + 五险一金 + 业绩提成，大

专 2800 元 / 月 + 五险一金 + 业

绩提成、本科实习生 120 元 / 天，

专科实习生 100 元 / 天，福利：带

薪培训 +提供住宿 +激励方案 +

周末双休 + 节假日福利 + 每年

体检。 本报记者 陈问菩

客户专员

月薪最高 3万元

上期《人才周刊》的求职反

馈显示，通勤成本成求职者重点

考虑的就业因素之一， 两城区、

观山湖区、花果园等（要么交通

方便，要么离家近）区域的就业

岗位颇受求职者青睐。

贵州四方鼎立咨询服务有

限公司招聘移动 10086 客服 50

人，销售代表 20 人，工作地点位

于贵阳市贵开路黑马市场电信

大楼二楼，一周 5 人电话咨询，3

人进入面试环节。

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招聘车险客户经理 100 人，位

于贵阳市观山湖区窦官产业园

区，一周 7人电话咨询。

黔贵汇通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招聘客户专员 50 名， 要求

18-40岁， 公司位于贵阳市南明

区花果园国际金融街 2 号楼 19

楼、23 楼、24 楼， 一周时间有 4

人电话咨询。

白云区也是求职者重点关

注的区域，位于贵州省贵阳市白

云区云环东路 123 号的贵阳吉

利发动机有限公司共计收到 9

人电话咨询，5人进入面试。

本报记者 陈问菩

通勤成本

求职者很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