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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中欧复工专题

专题一：面对疫情，如何应对恐慌、 

焦虑情绪？

2020 年的春节注定是个不平凡的春节。新型

冠状病毒来势汹汹。然而，就在疫情大肆蔓延的情

况下，网络谣言也风卷残云，人们在铺天盖地、纷

繁芜杂的信息面前，更容易陷入焦虑和恐慌的情绪。

那么，面对疫情，我们该如何避免或缓解“焦虑恐

慌”的情绪，为之后恢复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做好准

备呢？数字中欧小编为您整理了如下几招应对：

首先，加强认知能力，不以讹传讹，有节制地

获取可靠信息。

建议通过政府、权威机构发布的信息，了解本

次疫情相关情况、防控知识和治疗建议等。避免过

度关注。保持阅读，音乐等良好分散注意力的习惯。

其次，保持规律的作息，适当在家运动。

一日三餐，多喝水，少熬夜，在家坚持合适的

体育锻炼。此外可以通过在线学习一些感兴趣的知

识与技能来充实自己。

最后，自我心理调节非常重要。

学会接纳自己的情绪，努力调节负面情绪，努

力建立健康积极的心态，避免负能量情绪堆积。

这里，数字中欧小编为你介绍几个简单有效的

自我调节的方法，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一、平缓呼吸练习 [1]

这个方法在任何场合都可以进行，每次只需练

习 3 ～ 5 分钟。

第一步：通过鼻腔慢而深的吸气到肺的最底

部，同时慢慢从 1 数到 5。在过程中，尽可能地把

空气吸到身体最深处。把手放在腹部，当你吸气的

时候，会感到腹部膨胀。

第二步：屏住呼吸，脑海中慢慢地从 1 数到 5。

第三步：通过鼻腔或者口腔，缓缓地呼气，同

时慢慢从 1 默数到 5（如果需要更多时间，就数更

久），确定气体完全呼出。

第四步：如果已经完全呼出气体，用正常的呼

吸方式呼吸两次，随后重复上述步骤。

二、反思自己的想法 [2]

当人处于焦虑时，大脑容易迸发出很多不切实

际的想法，比如，“我会被感染吗？被感染的话是不

是没救了？”面对这些担忧，我们要问问自己：

——我这个担忧是真实的吗？

——它发生的几率大吗？

——如果很可能发生，我能做什么来面对它？

三、自我关怀 [3]

在便利贴上给自己写一些鼓励、安慰的话，或

记录下今天发生的让你快乐的事，贴在显眼的位置，

当负面情绪困扰你的时候，看看或者朗读它们。

好啦，让我们一起加油，管控好自己情绪，保

持乐观豁达，相信很快拨云见日，自由呼吸。我们

下次见。

专题二：疫情期间在家办公指南 

——“自我管理”篇

新冠疫情肆虐让大家都有些措手不及。复工在

[1] 艾德蒙 · 伯恩 （2009）. 心理医生为什么没有告诉我 [M].

[2] Tartakovsky， M. （2018）. 9 ways to reduce anxiety right here， right now.

[3] Kristin Neff—Self-Compassion Practice.



Journal of BPMTI
2020年1期 11

抗击疫情

即，在家办公成了特殊时期里大家的最优选择。然

而，如何做好在家办公的“心理建设”？数字中欧

的小编这里就给大家支几招：

一、模拟办公环境

在家办公的第一个挑战是自律。心理学家乔纳

森 · 海特在《象与骑象人》中，将大象比作我们内

心的情绪和欲望；骑象人则代表我们的理智。两方

对峙时，理智就像瘦弱的骑象人在大象面前势单力

薄。这时候就需要用环境的力量，触发积极的行动。

如果你不够自律，建议你在家打造一个适合办

公的专属环境。一旦进入这里，我们就能自然切换

到工作状态：

首先，理出一个整洁的桌面——视野里只有办

公用品，避免其他东西稀释你的注意力。

其次，将在家办公期间要完成的工作，以每天

任务清单的形式，写在 A4 纸上，贴在你的办公区

域。

二、规划工作日历

除了物理环境上的准备，安排好工作时段也很

重要。借鉴番茄工作法，每 30 分钟为单位划分工

作时间，前 25 分钟里专心手头的工作，直到计时

钟响起，然后休息 5 分钟。

利用身边的工具，如 Outlook、钉钉、企业微

信，里面都有“日历”功能。每天工作结束时我们

就可以利用“日历”计划第二天的工作，把时段和

任务固定下来。

建好工作日历不仅起到自我约束的作用，如果

团队成员之间能够彼此分享日历表，既能同步工作

进程，也等于划定了一个时间边界。

三、团队互动和认可

最后，在家办公难免会有孤军奋战的感觉。

如果你是团队管理者，在家办公期间也别忘了

给员工他们应得的认可。可以是口头表扬、群里点

赞，搭配一些小小的、传递心意的物质奖励；或者

手写一张感谢卡，拍个照微信发给他，胜过打字的

方式。

作为员工，这个时候可以在工作群里分享一些

正能量的信息，互相打气，或者百度一下“微信群

互动游戏” ，开开脑洞，活跃一下气氛。

好了，总结一下，远程办公，你需要做好模拟

办公环境、规划工作日历、团队互动和认可三个简

单的方法。在家开工，你准备好了吗？

专题三：疫情期间在家办公指南之 

“沟通效率”

沟通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么，在疫情压

顶的情势下，在家办公的我们，需要如何进行有效

沟通呢？数字中欧小编给你支招：

一、同步在线时间，降低沟通成本。

每天开工前在群里相互问候；下班在群里打卡，

或者以提交工作日报、更新工作进度的方式结束一

天的工作。同步工作时间，有助于提高沟通效率。

团队成员间创建并共享电子日历也是不错的方式。

二、学会沟通技巧。 

远程工作的一大负面效应是信息缺损或信息歧

义，沟通效率容易受到不利影响。试试以下破解方

法：

1. 换位思考——从接收者接受角度表达，力争

简洁明了。切忌为了说而说，造成信息过载。接受

者可以用复述的方式回应，以避免理解偏差。

2. 标注重点——有意识地帮助沟通的对象识别

哪些才是“重点”。通话时可以加重语气并重复。文

件上可以用加粗、下划线、用大纲形式提炼关键点，

都是简单又高效的办法。

3. 注意措辞、添加表情——神经科学研究者发

现，人类大脑与生俱来的消极预判机制使我们在阅

读文字信息时，倾向于以更负面的程度理解发送者

的本意。因此，编辑信息时注意措辞，再加上一些

积极正向的表情符号，避免误会的同时，传递一些

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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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远程会议中的沟通

团队例会可以帮助管理者把握工作进程和方

向，也是大家反馈问题，群策群力推进工作的好机

会。对于个别项目上棘手的问题，建议小范围地发

起针对性的会议，有效管理时间。为了保证会议高

效，

1. 建议发起者在创建会议邀请时，写明目标和

议题。

2. 会议中，没有发言的同事开启静音模式，避

免干扰。

3. 会后共享会议记录，明确行动计划和时限，

以大纲形式，标注重点。

四、掌握一些实用工具很有必要

目前在国内企业微信、钉钉都是比较好用的移

动办公沟通工具，支持视频会议、在线文件编辑、

文件存储和共享等常用功能。疫情期间，它们都有

临时升级视频会议的方数上限，支持约 300 人同时

在线。具体大家可以自行探索。

重点划完了。不妨换个思维，借在家办公的机

会多多修炼自己的沟通能力吧！

专题四：疫情下的幸福学

面对疫情黑天鹅，企业管理者有责任为提升员

工的幸福感多做一些事情。因为员工幸福感的提升，

在进入到全面复工阶段，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它

主要体现在：

——能够有效提升员工工作动力

——有助于迅速提高生产力

——有助于抓住留才的好时机

那么，管理者应该如何做才能营造员工的幸福

感呢？中欧小编为你准备了几招，赶快尝试一下吧：

一、营造良好沟通氛围提升幸福感

寻找恰当的沟通时机（沟通前，应提前与对方

确认时间是否恰当）。

合理沟通，注意隐私（根据不同工作情境选择

不同的沟通工具。在给予个别团队成员建议时尽量

私信告知）。

二、促进团队协作提升幸福感

明确成员团队共同目标（确保每位成员对团队

的角色和目标有清晰的认识，让团队成员之间团结

一心，朝共同目标迈进）。

实施搭档制（制造条件让团队成员共同协作，

促发团队成员了解彼此的任务，保持信息透明，理

解准确。在团队成员工作负荷过重或无法参与时，

其他伙伴可以迅速加入，协助完成相关工作）。

三、及时答疑解惑提升幸福感

作为管理者，在疫情期间，要扮演特殊的“教

练”角色，以帮助员工度过心理和工作两方面的困

难期。要做到主动的询问，和耐心的倾听，而非简

单的评判对错。经常对员工进行心理疏导，让员工

的心能够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

虑，虑而后能得。

四、营造幸福工作的环境

疫情期间，营造一个安心的办公环境对于提升

员工幸福感非常重要。对于必须到工位工作的员工

来说，要始终把他们的安全健康放在第一位。

此外，要特别考虑员工休息情况（疫情压顶的

情势往往造成员工心理压力巨大。管理者应合理减

负，保证员工正常的休息时间，这是提升员工幸福

感，继而提升效率的不二法门）。

第三要主动关心员工生活（在特殊时期，对于

员工子女父母因生病需要照顾等特殊情况给予方便，

让员工感受到切实的温暖）。

最后，请记住，员工的幸福感是提升公司凝聚

力，增加工作效率的有效方法。相信本课程的指导

会对你的管理工作带来帮助！

专题五：击破疫情下的职业发展焦虑

面对疫情影响，员工对职业发展前景忧心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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忡。作为管理者，如何正向引导，打造逆势上扬的

团队？数字中欧小编给你支招，从三方面入手，职

业发展不用愁。

一、培养成长型思维

斯坦福大学行为心理学教授卡罗尔 · 德韦克提

出的“成长型思维”理论被誉为近几十年里最有影

响力的心理学研究之一。它与固定型思维相对。拥

有成长型思维的员工更倾向拥抱挑战和变化，将其

看作自我发展的机会。相反，固定型思维使人故步

自封、回避困难。不同情况下，人们会在这两种思

维模式间切换。

疫情影响下，员工容易陷入固定型思维，消

极的心态使学习力下降。这时候，管理者需要担当

“成长型思维”表率，躬身入局，领导团队解决棘手

问题，引导他们反思在问题解决过程中的所学，并

鼓励员工多学习新技能。

二、理解职业价值观，实行个性化激励

美国职业发展研究专家贝弗利 · 凯博士提出过

“职业适配”的概念。她强调，当工作与我们的价值

观、兴趣和技能相匹配时，敬业度就会大大提升。

每个人的职业价值观都非常不同。有的员工重

视在专业领域上精进、有的员工渴望工作中与人交

际、有的员工认为无创造不精彩………激励他们的

方式千差万别。在疫情影响的特殊时期下，也不要

忘了发现每个人的工作原动力，个性化地予以激励。

三、洞察多变的环境，把握前进方向

这个商业时代本就充满不确定性。加上疫情这

一黑天鹅的突袭，我们如何洞悉方向？

管理者可以例会的形式鼓励员工探讨行业洞

察。 

1. 收集信息——推荐员工关注有效的信息渠

道，比如行业媒体；同时鼓励员工在公司内外结交

人脉，开阔视野。

2. 分析意义——对信息的解读非常重要，思考

它对组织、团队及员工自身职业发展的意义。

3. 赋能团队——鼓励每个人走出日常工作，培

养系统思维，在关键时候抓住挑战中的机遇。

主动积极、善于思考的人，逆境中反而更体现

价值。愿你和你的团队都成为这样的人，逆流而上，

释放无限的职场潜能！

（以上材料由数字中欧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