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感到自己的权威受到了威胁女超人，也会生病

《毛毛泽泽东东：：正正值值神神州州有有事事时时》
人人民民文文学学出出版版社社 顾顾保保孜孜//著著

《坐坐着着要要健健康康》
武武汉汉出出版版社社 [[韩韩]]赵赵诚诚俊俊、、崔崔润润僖僖//著著

此此书书时时间间跨跨度度从从11996644至至11996699年年，，主主要要讲讲述述了了““文文化化大大革革
命命””最最为为动动荡荡时时期期毛毛泽泽东东的的重重大大政政治治活活动动和和个个人人生生活活。。在在生生
动动地地还还原原““文文革革””发发生生的的同同时时，，也也探探究究了了动动乱乱发发生生的的原原委委。。

刘少奇不同意，他主张整下边“四不
清”问题，是清查经济上有污点的会计、出
纳等人。刘少奇认为的“四不清”是党内外
矛盾交叉的表现。而毛泽东认为“党内外矛
盾交叉”实际上忽略了主要矛盾，走资派被
“小人物”掩盖了。

第三份文件。
1964年夏，刘少奇主持起草《后十条修

正草案》(《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
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这份
文件是对《后十条》的修正。9月18日，
《后十条修正草案》与王光美的《桃园经
验》同时下发全国。

在《后十条修正草案》即将下发的十多
天里，再次发生两件令毛泽东不快的事情，
他感到自己的权威受到了威胁。

毛泽东原来就对《后十条修正草案》和
《桃园经验》有所保留，1964年8月20日，
当华北局几位大员表达了对《后十条修正草
案》的意见后，他立即下令“文件缓发”，
并召开中央局书记会议重议这两份文件。毛
泽东没有料到，刘少奇不顾他的情绪，在会
上进一步阐述自己的意见，就连几位深得毛
泽东重用的爱将——— 那些拥护大跃进的前锋
们，如陶铸、王任重、李井泉、柯庆施等
人，都纷纷支持刘少奇的主张。结果有意见
的华北大员们只好在会上作了检讨性发言。

1964年8月30日，毛泽东对派一万多人
工作队下去等做法提了意见，指出：“王光美
在河北桃园大队实际上是少奇同志亲自指
挥，王光美每月汇报一次，河北省就没有一个
人能指挥。”即使如此，会者仍然同意刘少奇
的部署，于9月18日将《后十条修正草案》与

王光美的《桃园经验》两份文件下发。
第四份文件。
毛泽东将各位高层领导召回来重新制定

了《二十三条》(即1965年1月14日通过下发
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
些问题》)。这次，毛泽东不是来听讲，而
是亲自主持会议，对刘少奇一系列“错误观
点”进行了全面否定后，最后将指责刘少奇
的观点纳入《二十三条》，以文件的形式固
定下来，并明确规定：“中央过去发出的关
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如有同这个文
件抵触的，一律以这个文件为准。”

从《十七条》到《二十三条》，毛泽东
与刘少奇的分歧终于公开化，这两份文件日
后也被史学家们认为是毛泽东与刘少奇矛盾
分歧落在文字上的见证。

毛泽东认为他和刘少奇的分歧，是关系
到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中国走不走社会
主义道路的重大问题，仅仅“四清”已经不
能承载这个重大问题的解决，他转而酝酿与
发动新的运动，这就是后来的“无产阶级文
化大革命”。

刘少奇在毛泽东的“进攻”下，虽多次作
过自我批评，但最终没有得到毛泽东的原谅。

进入1965年，经历了由《十七条》到
《二十三条》后，毛泽东下决心拿掉刘少
奇。1970年12月18日，当斯诺问毛泽东从何
时明显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
毛明确回答：是制定《二十三条》那个时
候。他认为刘少奇不能当接班人，刘要走资
本主义道路。

明天请看：他乘专列离开了北京

下班前5分钟
直到结束一天的工作为止，最容易感到

疲劳的部位就是身体的下半身。坐在椅子
上，血液主要集中在下半身，容易导致下半
身浮肿，这时，适当地做一些消除浮肿和改
善大腿线条的运动是最佳的健康选择。

女超人，也会生病
在21世纪的韩国，相传女性想要生存下

来只有两个方法：一个是美丽的脸蛋，一个
是聪明的头脑。虽然这只是一句玩笑话，但
在现实社会既美丽又聪明的女性还真是不
少。原本“聪明”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情，现如今还要拥有一张能吸引人的美丽脸
蛋，这可令韩国女性的生存面临重重危机。
可以说不断煽动这种氛围的社会似乎就显得
有些不近人情了。

随着当代女性社会地位的不断提升，扮
演的角色也愈加重要，这让女性的声音变得
越来越有影响力。同时也正因如此，身体和心
理的疾病也随之而来。这样的现象被称之为

“女超人综合征”。而具有女超人综合征的女
性，不仅要接受职场对自己工作能力的考验，
同时还得承受社会上的人对自己外貌和身材
等外在因素评头论足。但其实这些都莫过于
自己的健康在这些因素的压抑下出了问题。

那么究竟有没有灵丹妙药，能治愈这个
威胁职场女性健康的“女超人综合征”呢？虽
然说要倡导积极地减压，但这对于每天工作
八小时的职场女性而言，似乎有点空洞。每个
人减压的方法也是多元化的。有些人会选择
进行一次海外旅行来平静自己浮躁的心情；
有些人则是进一家高档餐厅，用美食弥补一
下自己迟钝的味觉；有些人则是痛痛快快地

睡上一觉；有些人则约上朋友品品咖啡，看看
喜欢却搁置很久的电视剧，当然也有些人做
做健身运动，彻底放松一下自己的身心……

但是这些所有的方法都有一个共同的问
题那就是需要时间。虽然说抽时间只是一个
下决心的问题，但是下决心本身却是一件很
困难的事情，而对于忙碌的职场女性更是难
上加难。因此这本书考虑到常坐在办公桌前
的职场女白领的实际问题，特为她们提供一
些简单的运动方法，帮助她们释放堆积在体
内的压力。

健康，从自己做起
疲劳、消化不良、便秘、脖子僵硬、腰

疼、失眠、忧郁……这都是威胁职场人士健康
的常见症状。大部分职场人士表示健康异常
是由于无法有效减压，还有一部分则表示是
由于体力不足，另外一部分的人则表示是
“频繁加班”、“不规律生活”等所导致
的。

职场人士究竟如何管理自身健康？针对
这个问题，61 . 9%的职场男性表示只要有规
律地运动就可以较好地管理健康。而51 . 2%
的职场女性则认为通过健康的保健食品就能
达到保健之效。这样的调查看来，相对男
性，大部分女性对健康管理持着消极的态
度。对于这些时间有限的职场人士而言，维
持有规律的运动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但是如果不重视有效的运动，身体健康就会
失去平衡，反而更加容易引起肥胖。特别是
女性，情况只会越来越糟。

明天请看：慢性疲劳综合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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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这本本书书可可以以帮帮你你缓缓解解颈颈部部、、肩肩膀膀、、腰腰部部等等身身体体部部位位的的紧紧张张酸酸
痛痛，，可可以以消消除除忙忙碌碌的的工工作作带带来来的的健健康康压压力力，，还还可可以以让让你你在在繁繁重重的的生生
活活中中得得到到片片刻刻的的休休息息和和释释放放。。

从小到大，人这一辈子要经历多少面试？每个人的答案都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一样的——— 面试是一道
坎儿。面对陌生的面试官，许多活蹦乱跳的人一下子变得噤若寒蝉：要么过度揣测面试官的心思；要么脑子短
路，连正面迎接对方的眼神都变得异常困难。今天，咱们就来探讨一下面试那些事儿。

本本期期话话题题

□据《财经天下周刊》

要知道，所有的面试，不过是
几个人之间的一场交流，你大可
不必如临大敌。因为你并非是在
与恶人生死搏斗，而工作原本就
是一件互利的事情，所以，卸下包
袱，去大大方方地与你未来的雇
主会晤吧。当然会晤之前，你可以
掌握以下技巧。

1 . 不要害怕被拒绝

被拒绝是所有的面试者都会
面临的一种可能。这也是诸多求
职者感到怯步的一大因素。尽管
如此，仍然要劝你尽最大可能鼓
起勇气，不要害怕糟糕的结果。因
为糟糕的结果不会因为你的提前
担忧而得以改变，相反，因为你的
忧心忡忡，还会悄然增大它到来
的几率。

2 . 不要神化面试官

一个被面试的人，最好的姿
态是不卑不亢，这代表着一种难
得的定力。这种笃定，能将你从摇
摆不定、听风就是雨、缺乏主心骨
的人群中区分出来。面对面试官，
如果你能举止大方，不面红耳赤，
不急于卖弄，不唯唯诺诺，不把他
设想得不可一世、高己一等，也不

把他的一举一动视作决定自己命
运的信号……你定会赢得一个上
佳的印象分。

3 . 自信点≠太夸张

这里的自信一点，并非教你
夸夸其谈，因为卖弄通常会变成
一件没有底线的事情，你的自信
只需适度展示即可。自信的状态
绝非短期训练能够成就，你不妨
在生活中多积蓄这种正能量。如
回忆自己曾做过的最好或最妥当
的一件事，以及你曾经努力克服
了怎样的难关……诸如此类的练
习，能帮助你认可自我。

4 . 敢表达不同观点

面试的时候，通常我们会变
得比平时更多一点客套，即便有
强烈的不同意见，也不愿轻易表
达。不过，如果你的观点有足够的
说服力，你不妨得体地阐述出来。
因为面试这种短期交谈，留给双
方深入了解的机会并不明显，你
一旦放弃表达的权利，就可能再
无发言的机会了。

5 . 着装不要太随意

这仍是一个有关“得体”的讨
论。着装是我们的第一道包装，如

果你不是应聘一家街舞团，请不
要穿着垮裆裤赴约。着装太过随
意，最大的问题倒还不是涉嫌轻
视面试官，而是它暴露出你在人
际交往中的幼稚程度。要变得不
随意，你只需降低那些随意的单
品出现的频率即可。

6 . 说你擅长的话题

这一招需要巧妙使用，它相
当于加分题。如果你有相对擅长
的领域，可以悄悄地转移话题。比
如你去应聘销售，而你又喜欢运
动，你完全可以告诉面试官自己
有强健的体魄做后盾，更能胜任
销售工作。同时，热衷足球、篮球
一类的群体协作项目，也是你能
迅速融入人群的标志……总之，
不要小看你所擅长的这些事。

7 . 面试前来次演习

面试前，请酌情做个细致的
彩排。也别忘了换位思考，假如你
是面试官，会对求职者进行怎样
的考核？了解他哪方面的情况？想
招聘怎样的职员？希望他们帮公
司实现怎样的目标？类似的演习
多做几轮，不见得最后能猜到题
或押到宝，但能帮您提前进入状
态，完善自我。所谓临阵磨枪，不
快也光。

如如如何何何征征征服服服面面面试试试官官官
说说趟过面试这条河的七个技巧

▲电影《终极面试》的海报。

面试官不会告诉你的那些事

【一、企业取才看三点：知识、能力和
经验。】

高层岗位：要求领导力、商业敏感、
变革管理、概念思维以及抽象能力；中层
职位：看中分析、执行、协调和沟通能力，
本岗位专业技能和团队领导力；基层岗
位：有执行、沟通能力以及忠诚度就足以
胜任，能否向上取决于你的进取心。

【二、企业不愿要已失业很久的人。】
企业通常认为离职背后会存在某种

工作不能胜任的可能，同时，企业也担心
离职很久的员工会跟不上职场的节奏，
影响和同事之间的协作，会有更长的适
应周期，进而影响到整个工作的进度。

【三、公司问你挑战性问题，是在看

你是否真诚而有逻辑。】
如有没有跟人冲突过？你是如何处

理的？说自己从来没跟人冲突过，这个答
案就不够好。曾有一位不算聪明的求职
者，笔试成绩居中，面试时有一道题不
会，但他一直没有走，反复跟面试官探
讨，最后他得到了 offer。

【四、尽管企业青睐名校毕业生，但
他们也明白，条件好的学生在市场上很
抢手，往往是广撒简历，同时忠诚度不
高。】

那些在职场上吃苦耐劳，有发展前
景的人多数并不是名校出身。因此企业
在筛选简历，甚至到笔试面试时，都不会
因求职者是否出身名校而作太大区别。

□据《职场》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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