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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個小竅門 讓妳的人脈圈更加牢不可破

人脈是職業生涯中至關重要的一部
分。有穩固的人脈支撐，即使身陷險境
，也不至孤立無援，極其被動，反而會
引著事態向益於自己的方向發展。那麼
怎樣才能擁有穩固的人脈圈，使自己在
事業上節節高升，一直立於不敗之地呢
？這自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構建出來的
。最好在大學期間就開始著手準備，慢
慢地為自己的圈子添磚加瓦，在正式步
入社會之後，再將其擴張加固。然而，
要做的並不止於此，若要這個圈子經得
起風雨，捱得住歲月，還需要經年不斷
地呵護。在此，法國著名雜誌《嘉人》
傳授給各位幾招，助各位在整個歷程中
少走彎路，事半功倍。

人脈圈的地基是和朋友們保持聯
繫
如果你的面孔在很多朋友的記憶裡
已漸漸模糊，那所謂的人脈圈不過是紙
上談兵罷了。一定要和朋友多聯繫，時
不時地一起吃個飯，聊聊天，互相交流

一下近況。當然，以誠相待是基礎，如
果只是做表面功夫，久而久之，這些假
像可能會瓦解人脈關係。交友是一個快
樂的過程，如果僅僅是例行公事般的聯
繫，相顧無言，埋頭苦吃，那又何必強
求自己。

使用一些“小手段”
在春節時向朋友們送條真誠的新年
祝福，既不會顯得突兀，還能借此契機
向他們提醒你的存在，不至於忘記你。
不一定非得要別人回以類似的祝福，只
不過是一種保持聯繫的小手段罷了。看
似微不足道的行為，在需要一個中間人
引薦你進入某家公司的時候，你就會知
道這一微小行為會給你帶來多大的優勢
了。 由於長時間保持著聯繫，對方往往
不會拒絕你的請求。

。由於一位元朋友的介紹，你認識了另
一個人，不要忘記感謝你的介紹人，也
不要忘記對新朋友表示感謝，因為此舉
會讓對方知道你和他做朋友並不是功利
性質的，而是出於對這個人的欣賞。和
新朋友交流時不要談論私密的話題，最
好還是就官方一些的話題聊聊比較穩妥
。

借助社交軟體

學會與時俱進，用網路來穩固自己
的交際圈。很多人的社交軟體里加了一
堆朋友，卻總是將他們拋之腦後。平時
應該主動和朋友們聊一聊近況，不用太
頻繁，一年一兩次即可。而且還要多關
注朋友的動態，如果哪個朋友升職了，
就可以借機向他們發條消息表達祝賀。
這樣不僅可以讓你和朋友保持聯繫，還
可以給對方留下一個好印象。
些其他公司各級人士。可以加入一些協 這個圈子的辨識度，還能在潛移默化中
禮貌待人
會，出席一些社交集會，時不時參加一 讓你的交際手腕技藝更加精進，擀旋轉
當受到別人哪怕一點點幫助時，也 出席社交場合
些行業活動或座談會等。頻頻出現在這 圜時更加得心應手。
不要忘記表達自己的謝意; 而且要學著
僅僅著眼于公司內部人員，朋友圈
些社交場合，不僅會在無形中提高你在
把“禮貌待人”貫徹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子未免還是有些狹隘，還應廣泛結交一

初次見面女性這樣做
更容易被男性第二次邀約
春季到夏季這段期間，因升學、就
職等機會，人際關係得到拓寬，被新認
識的人邀請聯誼的機會也增多。
此次日本 Peachy 新聞網就“聯誼上
絕對會想讓人再一次遇到的女性”向部
分男性做了調查。
不僅僅是相遇，從相遇變成堅實的
戀愛對象才是重要的。
存在看起來很合拍的話題的女性
“即使不是對自己說，熱火朝天地
向別人聊起自己根本不瞭解的動漫的人
，一定不會再想要見到第二次”(26 歲/
服裝)
“通過今年一定會舉辦的搖滾音樂
節的話題來炒熱氣氛，關係變得超好。
音樂上志趣相投的人感覺合得來”(28
歲/飲食店)
通過喜歡的藝術家、興趣等共同話
題，來進行以下的話題，據說能夠讓男
性更容易地邀請女性約會。
與其用不得罪人的話題，不如用自
己的愛好作為平衡的交談方式，這樣會
讓彼此更容易拉近距離。
對自己的話報以微笑的女性

“和笑著的女性在一
起很舒適，因為自己的話
而笑的話，會讓自己很開
心。”(20 歲/大學生)
“無論多麼可愛的女
性，看起來很無趣地擺弄
手機都是不可取的。在一
起聊得很開心，再見面的
話應該也可以很開心，因
此想要再次邀請。”(25 歲/
製造業)
即使聯誼上的對象不帥，說話也很
無聊，只要笑著聽他們的談話，做出成
熟的舉動，就會在男性那裡得到不低的
評價。
對會話沒有自信......對於這樣的女
性來說，只需在中意的他面前展露笑顏
，就可以成為一個殺傷力十足的武器了
。
主動詢問對方聯絡方式的女性
“即使覺得無所謂，但在其他男性
面前還是很難詢問聯絡方式。如果女方
主動詢問的話會很開心。”(24 歲/公務
員)

“聯誼解散後，‘今天很開心’，
‘沒怎麼說上話很遺憾’，通過諸如此
類的方式獲得聯絡，會很快注意到對方
。“(24 歲/工程師)
男性比女性的想法要更單純。她或
許是喜歡我？!這樣一想會很快意識到
這一點。
怎麼樣？不僅僅是享受聯誼本身，
只需詢問一下聯繫方式，送上一條禮貌
性的資訊，就可以快速增加約會的機會
。如果中意的男性在場的話，不要困惑
，去吸引他的眼光才能有進一步的發展
哦。

網絡情感
一個人經常到另一個人的博客上真
情留言，另外一個人熱烈回應。前者多
次力邀：到我們這裡來玩，一定安排你
把本地名勝看個遍。後來，後者出差到
前者的城市，大概想給前者一個驚喜，
事先沒溝通，抵達後突然打電話過去：
我已到貴地，請來接站。前者支支吾吾
，說自己在趕一個緊急任務，過三天行
不行？後者正好閑著，便自己遊逛三天
。三天后，前者又說，正忙著呢，這次
恐怕見不到面了，下次再說。明顯是推
諉的態度。
後者悻悻返回，不理解前者為何這
麼冷淡。講給我聽，我說，這很正常啊
，網路情感大多如此。
“我對你佩服得五體投地！”“愛
你愛得死去活來！”網路上此類交流多
如牛毛。恭維、親切和承諾都輕飄飄的
，一句話而已，在鍵盤上敲兩下就出來
了，仿佛一個肥皂泡。現實世界中的情
感，必須有一個一個的事件做基礎，多
靠互相利用、互相依賴，日積月累而成
。形成需要一個過程，抹掉也需要一個
過程。網路情感則相反，累積簡單，去

除也簡單。你無緣無故忽然把網路情感
變為現實情感，卻無現實情感來回報，
他當然猶疑。
不排除真正的柏拉圖式的純精神上
的依戀，但這種依戀只能懸在空中，別
讓它落地。要轉化為為之兩肋插刀的動
力和力量，也需要事件的累積

99%情侶認為 這樣是解決異地戀的最好方式
至少見一次面，甜蜜依
舊。但是在相戀 4 周年
之際，華先生對小麗求
婚了，因為他心疼小麗
，感覺往返實在太累，
如是他一直在默默地賺
錢存錢，想要在廣州買
套房把小麗接過來，給
她一個安定的家。就這
樣長達 2 年的異地戀，
終於結束，兩人也終於
喜結連理，步入婚姻的
殿堂。

情侶三：拒絕同城
異地戀 折中安個
家

因為求學或者工作等各種各樣的原因，
越來越多的情侶被迫分隔兩地。然而，異地
戀，作為情侶之間的敏感地帶，一直不被看
好。有人說，異地戀因為距離太遠，見不到
對方，會互相猜疑；因為距離太遠，需要一
個安慰一個擁抱的時候，對方卻不在身邊；
因為距離太遠，誤會被放大，感情會慢慢變
淡……
在七夕即將來臨之際，採訪了多對異地
戀情侶，據其反應，縮短兩人之間的距離，
多見面多溝通，最主要都是為了給對方想要
的安全感，如果最終有一方為了愛而“妥協
”，願意來到對方的城市安個家，便能修成
正果。

情侶一：買了房安了家估計就不會分
手了
小 A 和小 B 高中同學，高考後不用再受
到“早戀”的約束，終於光明正大地走在了
一起，甜甜蜜蜜的初戀才維持幾個月，就要
面臨著巨大的考驗。因為家人要移民美國，
小 B 的大學也將去到幾千公里以外的洛杉磯
就讀，而她們才剛開始不久的就要面臨漫長
的異國戀，這並非易事。
但兩位意志堅定的小情侶，堅信著只要
兩個人足夠相愛，距離不是問題，時差不是
問題。就這樣，異國戀情持續了一年多，寒
暑假小 B 也會從美國飛回來看小 A，日子過得

甜蜜又帶點苦澀。然而用於距離問題、時差
問題、文化分異問題等延伸出了各種各樣的
誤解，而且沒辦法及時溝通，最終這段戀情
無疾而終。
小 A 透露，如果當初小 B 願意回來廣州
，又或者自己足夠勇氣移民美國，或者這段
戀情會開花結果。“女人就圖個安全感，如
果他願意為我買套房子安個家，我現在估計
已經成為他的太太”。

情侶二：一套房子讓我們的異地戀修
成正果
華先生（化名），90 後，廣州荔灣人，
一米八，樣貌清秀，大學期間便遭到不少女
生的追求，但一心考研的他，無心戀愛，還
以大學期間不會談戀愛為由一一拒絕女生的
示好。然而這一“承諾”卻被同班的女學霸-來自潮汕的才女小麗打破，在大三時期，他
們終於相戀。兩位學霸墮入愛河，實屬罕見
，戀愛方式亦是秘制甜蜜。
然而人家說，大學的愛情都跨不過畢業
這道坎，然後作為彼此的初戀，華先生和小
麗不僅一起走過了青蔥的大學歲月，卻不得
不面對現實的問題。小麗的家人在潮汕給她
安排了工作，孝順的她唯有順從家人安排，
這也就意味著他們兩個要開始漫長的異地戀
。
儘管相隔兩地，兩位學霸都必定一個月

廣州好大，大得同
是在廣州也會是異地戀
。Cindy 三十有餘是位
單親媽媽，有份還不錯
的外企工作，經濟獨立
，帶著孩子五年與老人
家在老城區（海珠）同
住。
今年初在某婚戀交
友平臺遇一男士 X 先生
。X 先生比 Cindy 年長十歲在去年離異，經濟
殷實，事業及實業都在市郊當年在增城置下
物業成家，X 先生有一兒子已上高中（寄宿）
，一女兒與 Cindy 的孩子年齡一樣今年上小學
，老人家幫忙帶，兩小孩子都在各自地區的
名校入讀。兩人先線上上開聊後經該婚戀網
的紅娘導師引見，投緣。
然而他們的戀愛因地域的距離見一次很
不容易，X 先生往返也得兩個多小時的車程，
遇上擁堵還試過下午 3 點多出門用了三小時才
到目的地，見上一面處兩三小時得趕腳回程
。
兩人的聯繫主要是用電話及微信，大白
天各有各忙聯繫較少，晚上要照顧家人或與
陪陪家人，到了臨睡前才有點空間兩人聊聊
，這樣的情況大概半年之久。Cindy 覺得這樣
的戀愛感受不好，需要愛時對方不能在身邊
，遇上各有各忙的週末兩人的見面機會會打
水漂。
最終兩個敞開心扉協商後，得知各自的
想法，經過討論，兩個決定在天河東圃購置
了一套房，周邊配套、交通各方面都不錯。
婚後，一個重組家庭也是同樣過著幸福的日
子。山盟海誓再多都抵不過距離產生的隔閡
，拒絕異地戀，給她／他一個家。

女孩熱戀期表現：
放大優點，弱化缺點
無論是男或女，在熱戀期都會表現出莫名
的喜樂無常。這樣的感覺雖說看似失常，但卻
讓人倍感愉悅。那麼進入熱戀期的女生會是怎
麼樣的呢？

表現 1、感覺異常敏銳，善於感受幸福
。
熱戀中的你有沒有這樣的體驗：手把手一
起看日出，感覺無比浪漫;去一家環境優雅的餐
廳約會，便興奮不已…………戀愛中的我們，
往往是非常感性的，哪怕是點滴小事，都會被
我們敏銳的感受力瞬間捕捉，於是滋生出異常
甜蜜的幸福感。而婚後，因為忘了提醒自己，
這種幸福感受力便漸漸鈍化了。其實，婚姻生
活也佈滿了點點滴滴的溫馨和浪漫，所以請持
續銳化你的感覺，去發掘婚後的幸福點吧!

表現 2、放大優點，弱化缺點。
戀愛時，我們往往會將對方的優點放大，
而弱化甚至無視其不足之處。比方說，欣賞男
友不拘小節的灑脫，而對他的粗心大意忽略不
計;喜歡女友順從乖巧，便對她的過分依賴包容
不已。婚後，我們也應該將戀愛時的寬容進行
到底。所謂“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其實就
是沿襲了熱戀期的典型表現，這可是讓感情天
長地久的一大法寶!

表現 3、精心安排相處時光。
熱戀時，我們對每一次約會都期待不已，
更會提早做好功課，精心策劃安排，希望將每
一次相處都化成彼此心中美好的回憶。婚後，
每天抬頭不見低頭見，於是“約會”便成了過
去時。我認識一位元國企老總，結婚十幾年來
，除了出差，每週二都堅持和太太手牽手一起
去看電影，而且雷打不動。他告訴我：婚後的
每次電影之約，仿佛都在重溫戀愛時的浪漫，
和太太的感情也在一次次約會中漸漸昇華。可
見，增加婚後的約會時光，愛情保鮮期將會更
長!

表現 4、展現自我魅力，讓對方開心。
熱戀時，我們總會千方百計地討好戀人，
希望能讓對方喜歡我們，所以就無所不用其極
地去展現自己的優點及魅力。而一旦結婚，我
們便鬆懈了這種積極的原動力。例如，戀愛時
，每次約會都要打扮一番，而婚後就開始不修
邊幅;婚前每天接送女友上下班，而婚後就只想
在家睡大覺…………請試著用戀愛時的積極心
態展現自己當時的優點，你就會發現，經營幸
福婚姻其實並不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