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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竞争的日趋白热

化!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变得越来越重要!企业

管理层专业化分工的需求也日益突显!职业经理人

应运而生" 职业经理人!"#$%&’’($)*+ ,-&./0(1&2是具

备良好的经营管理能力和丰富的经验!以企业经营

管理为职业的专门人才" 他们担负着企业经营活动

的管理工作!是企业治理结构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

量" 345与国外相比!我国职业经理人队伍起步较晚!
目前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 由于企业制度#社会文

化环境等方面的原因!我国职业经理人大都背负着

沉重的压力!有过痛苦的经历" 365他们普遍感到工作

负荷太重#工作压力太大#身心疲惫#情绪不健康!
甚至不少职业经理人在成长过程中出现了多种心

理危机!对其成长造成十分不利的影响" 因此!从心

理角度深入研究职业经理人的成长不仅重要而且

紧迫"
一!职业经理人成长的心理危机

心理危机是人们对当前活动或未来活动的预

想而产生的带有不愉快情绪的适应行为!表现为不

安#忧虑#紧张甚至恐惧" 375我国职业经理人在成长

过程中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与挑战!也出现了多种心

理危机!具体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尴尬的处境引起的压抑感与失落感

受我国传统文化#企业制度以及社会环境的影

响!我国的职业经理人在企业中的角色还存在许多

困惑和尴尬之处!没有一个准确的位置" 我国的职

业经理人虽然被授予了经营管理权!但实际上通常

受制于企业所有者" 不少职业经理人与企业所有者

在能力#利益#道德和信念等方面冲突!385且往往处

于弱势地位!很难实施自己好的想法和计划" 395长期

如此!职业经理人就会感到工作不顺心!不能充分

施展自己的才能! 便会在内心不断积聚心理矛盾!
进而产生压抑感与失落感" 据分析!王志东被解职

离开新浪!主要涉及信念冲突!董事会成员与职业

经理人对企业未来方向存在根本性分歧" 3:5

!二"#收益不公$导致的心理不平衡

我国不少职业经理人创造的价值#承担的风险

与收入不成比例!利益分配有失公平!有时还会出

现企业所有者对职业经理人的收益承诺不能兑现

问题!3;5由此造成职业经理人心理的巨大不平衡" 例

如!天狮集团曾承诺给高管 7<=的股权!第一年赚

了 4<< 万元!分给职业经理人 7< 万元!几年后年盈

利 4 亿元!却只给了经理人 6<< 万元" 3>5此外!职业

经理人之间的相互对比!以及职业经理人与其他管

理者之间的对比也会造成职业经理人的心理不平

衡" 不少职业经理人认为自己的能力比别人强!付

出比别人多!做出的贡献比别人大!但得到的收益

却比别人少!由此导致心理不平衡"
!三"压力与挑战引起的焦虑症

职业经理人是一个风险比较高的职业!通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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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着高风险和高压力! 由于我国职业经理人市场还

不够完善"职业经理人流动不畅"许多职业经理人

缺乏职业安全感! 职业经理人大都有很高的自我期

望"通常需要达到很高的经营管理目标"在激烈的

市场竞争中稍有不慎就可能导致企业失败! 在巨大

的压力下" 职业经理人通常有深度的担忧和焦虑"
有时甚至会因此导致应激反映综合症"出现体力下

降#失眠#疲劳#食欲不振#焦躁不安#爱发脾气#对

工作产生厌倦感等" 甚至导致心理和身体疾病"从

而给职业经理人带来巨大的困扰和苦恼!
!四"高负荷引起的心理疲劳

心理疲劳是由于长期处于紧张状态" 过度疲

劳"身心超负荷引起不良情绪"进而使大脑皮层受

抑制的结果"常表现为情绪低落#心烦意乱#注意力

涣散#易疲劳#做事力不从心"甚至会出现头晕#失

眠#食欲不振等症状! 企业的经营管理工作千头万

绪" 大多数职业经理人经常夜以继日" 为资金#人

员#市场殚精竭力"费尽心思"身心十分紧张"得不

到必要休整! 而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不少职业经理

人由于长期处于体力和精神双重透支状态而苦不

堪言! 根据对有心理障碍的职业经理人的调查"在

自述导致心理障碍的原因中" 近七成的人认为是

$工作太累"压力太大%! !"#

!五"#空降兵$带来的心理苦恼

职业经理人对企业而言是$空降兵%"他们空降

到企业后面临$适应%问题"需要经历一个与企业文

化的磨合与认可过程! 我国的企业内部治理结构不

健全"不少职业经理人进入企业后"对企业环境#企

业 文 化#企 业 工 作 方 法#制 度 感 到 不 适 应"有 挫 折

感! 同时"职业经理人进入企业后需要领导企业许

多管理者和员工"通常会针对企业存在的问题实施

变革"就容易遇到员工及其他管理者的抵触"产生

工作矛盾"进而感到十分苦恼!
!六"家庭与事业的冲突带来的心理负罪感

事业和家庭通常存在一定的矛盾! 职业经理人

事业心很强" 不少职业经理人因工作实在太忙"少

有时间关心和陪伴家人"长久下去"家庭内部就容

易出现问题"甚至产生离异等家庭变故"对职业经

理人造成巨大的心理打击! 不少职业经理人也对自

己为家庭承担的责任太少"不能经常陪伴家人感到

十分内疚"经常陷入家庭#事业的两难抉择中"内心

饱受煎熬!

!七"社会性心理孤独

职业经理人常常远离家乡和亲人"容易诱发孤

独思亲的情绪"感到寂寞难耐! 他们虽然频繁与各

种人打交道"但大多只是利益之交"朋友关系大都

浮于表面! 职业经理人在工作中体会到世态炎凉"
具有更强的怀疑心"在与人交往过程中具有较强的

防范心理"通常缺乏能够交心谈心的朋友"遇到问

题无人可倾心诉说"深感孤独无助"甚至会感到非

常郁闷和精神空落!
!八"自卑与自我陶醉心理

职业经理人大都怀有雄心壮志"但在激烈的市

场竞争中"经常感到自卑#遭遇挫折甚至惨败是难

免的! 面对挫折和失败"不少职业经理人往往灰心

丧气"怀疑自己的能力"在强烈的自卑感中消沉下

去! 同时"也有许多职业经理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

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面对成功"他们自我陶醉"居

功自傲"甚至目空一切"盛气凌人! 这种自负心理势

必招致人们的不满"极有可能导致职业经理人的失

败! 手机$狂人%万明坚就是典型例子! !$$#

!九"职业倦怠心理

职业倦怠心理是一种源于对工作的兴趣减退

以及工作压力等而产生的情绪衰竭# 态度消极#行

为消沉的不良心理适应状态! 职业经理人日复一

日#年复一年的高强度工作"容易产生疲劳#情感衰

竭和心理饱和"从而产业职业倦怠心理! 一旦产生

职业倦怠心理"职业经理人就会讨厌工作"视工作

为负担和痛苦!
二!职业经理人心理危机的防治

职业经理人成长过程中面临的心理危机相当

严重! 要促进职业经理人健康成长"就必须防治职

业经理人的心理危机! 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个

方面着手&
!一"加强自我心理保健%提高职业经理人的心

理素质

职业经理人需要面对市场的激烈挑战"需要承

受巨大的压力"因而需要具备良好的$三商%! 一是

良好的情商’%&("要能管理自己的情绪和处理人际

关系!二是良好的逆商’’&("要有面对逆境#承受压

力的能力"要能承受失败和挫折! 三是良好的心商

’(&("要能调整心理压力"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和

活动"维持心理健康! !$)*职业经理人在工作中既要有

英雄主义的豪情"积极进取)又要有现实主义的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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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向前走"还要具有浪漫主义

的情怀!快乐工作!笑对挫败# 而这些都有赖于职业

经理人拥有良好的心理素质# 职业经理人提高心理

素质!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努力$
第一!学习心理健康知识# 职业经理人要结合

实际!利用书籍%专题讲座%报刊%影像资料等多种

途径来学习心理知识!了解心理健康的意义%标准%
产生心理健康问题的原因%预防的方法%寻求帮助

和解决的途径# 要通过学习心理健康知识!学会如

何科学地工作和生活!提升防范%处理心理问题的

能力!提高职业经理人的心理健康水平#
第二!加强职业经理人的自我心理保健# 职业

经理人要保持乐观的态度和健康的情绪!客观的评

价自己!并客观面对现实!适度休息和娱乐!广交知

心朋友!学会如何进行&心理美容’!有意识的保持

健康的心理# 要学会采用拖延法%转移法%宣泄法等

多种方法进行自我心理调控!主动控制自己的情感

冲动!调整自己的不良情绪# !"#$对可能出现的心理危

机!要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积极与人倾诉!泄出郁

结# 必要的话!及时寻求心理咨询医生的帮助#
第三!正确对待心理健康问题# 一要重视心理

健康!注意保持健康的心理# 二要正确认识!并敢于

面对和承认心理问题# 三要解除对心理健康咨询的

偏见# 有的职业经理人出现了心理障碍或是心理压

力!但耻于进行心理健康咨询!结果问题越积越深!
最后产生各种各样的心理疾病!危害身心健康#

!二"加强心理疏导#构建完善的职业经理人心

理咨询体系

职业经理人已经成为出现心理问题的高发人

群! 因而有必要建立职业经理人的心理咨询体系!
加强心理咨询工作#

第一!培养一支高素质%充满敬业精神的咨询

师专业队伍# 要针对我国职业经理人的特点和实

际!建立一支熟悉职业经理人心理特点的心理咨询

师专业队伍# 帮助职业经理人及时发现他们心理潜

在的消极因素!及时矫正不良的心理状态!逐步提

高他们的自我控制能力和心理调适能力#
第二! 建立完善的职业经理人心理咨询中心#

要为职业经理人开辟心理咨询中心!专门解答职业

经理人的各种心理问题# 同时!专业性地为职业经

理人建立心理档案!归纳%总结职业经理人常见的

各种心理危机!提出有效的治疗办法#

第三!开通职业经理人心理咨询热线# 通过电

话问答的方式!由心理咨询专业人员为职业经理人

提供心理方面的咨询服务# 这种匿名方式!能够减

轻职业经理人在进行心理咨询时的顾虑!让职业经

理人真实的表达%倾诉自己的内心障碍!从而有效

防治职业经理人成长的心理危机#
第四!建立职业经理人心理档案预警机制# 职

业经理人获得资格证时!就要及时进行心理健康状

况检查!为职业经理人建立心理健康状况档案# 此

外! 还要开展经常性的心理健康状况检查工作!并

定期做好数据更新和维护工作#
!三"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确立正确的财富观

第一!职业经理人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正确

的价值观是人们正确而全面的判断事物的善恶%判

断事物价值的基础# 职业经理人大都具有很强的成

就需要!但成就并不是生命的全部# 职业经理人要

认识到!企业的经营管理工作是实现人生价值的一

个大舞台!需要好好珍惜和把握!但它并不是生活

的全部!亲情%友情%健康也十分重要!不能因为工

作而失去了亲情%友情和健康# 职业经理人要学会

在工作%家庭%健康之间进行合理权衡!要善于运用

&弹钢琴’的方法!在紧张的工作之余!分出一部分

精力和时间投入到家庭中! 尽到自己的家庭责任!
并从中感受家庭的温暖! 使自己始终生活在理解%
信任和融洽的家庭环境之中"%"&$ 要提高对健康的价

值的认识!并注意培养良好的健商(’()!注意对自

己的身体和心理健康进行维护和投资#
第二!职业经理人要树立正确的财富观# 职业

经理人要以平常心对待财富!只有这样!才能不为

财富所累!才能减少因财富而带来的痛苦和心理伤

害!才能更好地平衡财富%健康%家庭的之间# 职业

经理人要富有社会责任感!要常怀爱心!多做善事!
唯如此! 才能更好地感受到自己为社会所做的贡

献!更好地实现人生价值!同时享受到源于自己的

爱心和所做善事带来的巨大乐趣!从而促进自己身

心的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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