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所谓流量，在网络上是指在一

定时间内打开网站地址的人气访问

量。对新媒体人来说，流量是一个经

常挂在嘴边的概念，流量大的地方，

商机也大。做招聘，同样要有流量思

维。

2017 年，抖音刚出现半年多的

时候，麦当劳在实施校园招聘的过

程中，就把抖音作为一种招聘渠道，

投放了大量的招聘广告。麦当劳之

所以这么做，一是因为抖音的用户

数量多，据说当时每天的活跃用户

数量已经破亿。也就是说，这是一个

能够大量吸引用户目光和时间的平

台。二是因为抖音的用户画像和麦

当劳招聘岗位的人才画像非常匹

配，都是具备开朗、活力、热情这类

特点的年轻人。通过这种渠道实施

招聘，麦当劳收获了大量的新生代

员工。

其实，除了抖音之外，传统的招

聘渠道依然好用，不过在应用时，我

们要有所创新。

有一位著名的营销人小马宋在

某互联网公司工作时，公司非常缺

产品经理岗位的人才，HR 迟迟不

能满足公司在这个岗位上的人才需

求。

公司老板找到了小马宋，让他

设计一个招聘广告，帮助公司招聘

产品经理。当时小马宋想：这么久都

没找到合适的人，应该不是招聘广

告的问题，问题恐怕出在渠道上。所

以，他并没有马上做招聘广告，而是

考虑一些新的渠道。

小马宋无意中发现了一家卖肉

夹馍店。这家店周围的互联网公司

比较多，因为肉夹馍属于快餐，买起

来比较快、吃起来也比较方便，这些

互联网公司的员工经常会到店里消

费。

小马宋灵机一动，和这家店合

作推出了一款产品经理套餐。顾客

只要向店里出示产品经理的名片，

就可以 1 块钱吃一个套餐。结果小

马宋收集到了大量产品经理的名

片，然后把这些名片交给了 HR，让
HR 挨个打电话沟通，很快就解决

了公司在产品经理岗位上用人紧张

的局面。

在抖音上和通过肉夹馍店做招

聘看起来是完全不搭边的两件事，

这也许就是新兴的线上招聘渠道和

线下招聘渠道之间的不同。也许这

两种渠道都不能直接拿来应用，但

它们至少能给我们在人才招聘渠道

的应用上有三点启示。

1.流量越大的地方袁招聘成功

的可能性越大

这就好比很多卖早餐的人一定

要到大城市去卖一样。如果你问他

为什么不在自己的家乡做早餐卖

呢？他会说：“因为小城市人少，大城

市人多，相同的成交率，流量越大，

成交数量就越多。”

2.招聘渠道越广袁成功的概率

就越大

当我们有能力开发和操作多种

招聘渠道时，不断尝试新的招聘渠

道比固守现有的、有限的招聘渠道

更有可能会给我们带来惊喜。

3.招聘渠道越有针对性袁成功

的概率就越大

我们应用新的招聘渠道不是漫

无目的乱用，而是当我们发现在某

个招聘渠道中，存在着大量和我们

岗位人才画像匹配的潜在求职者的

时候，我们就可以尝试应用那种渠

道。

所以，我们以后做招聘时，如果

发现当前人才招聘的难度比较大，

可以审视一下，是不是对能想到的

招聘渠道都有足够的了解？知不知

道在每一种招聘渠道上潜在人才有

多少，流量有多大？有没有可能用上

一些原本可以用但现在还没有用的

招聘渠道？这样，就很可能会出现新

的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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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晓琛

不论是员工还是企业，成长都是终极

目的。互联网时代更是如此，只有实现员工

和企业的双赢，才是持久的生存之道。

作为一个用户导向的自主经营体，韩

都衣舍发现，传统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对

员工和企业来说均已不适用。因此，韩都衣

舍实行“战术、战略分离”的倒金字塔运作

机制。位于最上方的，是市场用户，由产品

小组根据用户需求决定资源分配和运营，

集团将所有战术决定权下放给对客户负责

的产品小组，给予员工最大的权利。最下层

才是管理者，由他们者制定战略，决定“未

来的路要怎么走”，做出公司发展方向、业

务板块新增等相关决策，负责发现新的市

场机会并提供资源。

三人产品小组是韩都衣舍权责里的最

小独立经营体，也是最小考核体，每小组由

设计师、页面制作和货品运营三名成员构

成。韩都衣舍将与产品相关的所有决定权

下放到三人小组中，包括款式、定价、折扣

等，只对小组最终的销售、毛利、库存等维

度进行结果考核。小组制的运营模式，使得

韩都衣舍将原本由决策者“一人说了算”的

经营风险，分散到了 286 个小组。

具体运作过程中，设计师是小组核心，负

责本小组的内部分工。为了使设计师更具“老

板”思维，韩都衣舍还给设计师开放了利益分

配权和用人管理权。小组成员可以自行计算

出月度绩效奖金额，而奖金的分配权归属于

设计师，设计师根据每个人的工作分配情况

和工作饱和情况，分配奖金。上报主管报备

后，由主管记录并汇总，反馈给人力资源部进

行薪资发放。不仅如此，设计师还有权决定人

员的留用问题。他们在工作中的表现情况，只

有真正与其有着工作配合的人才最清楚。所

以，由设计师进行二次选择和人员调整。

广告

■ 郝金红

麦当劳在加拿大渥太华开第一家分店

时，虽然做了大量广告，但一开始几个月的

生意并不好，餐厅老板克洛克很着急。

为了发现问题的症结，克洛克每天从早

到晚上关门前，手里总是拿着一个小本子，

以便随时记下食客们的进餐习惯。这样观察

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他终于发现了其中的

秘密。

随后，渥太华麦当劳分店撤掉了餐厅里

的所有宣传广告，只留下一个 100 秒的宣传

片。而这 100 秒的宣传片，是在食客们等餐

期间滚动播放。一旦没有顾客等餐，广告立

即停止。这个 100 秒的宣传片播出后，很快

就收到奇效，进店用餐的顾客数量提高了整

整 10 倍，渥太华麦当劳餐厅的生意从此火

爆起来。

有人就问克洛克：“其实你们之前做了

不少的宣传片，都没起到很好的效果，为什

么一个 100 秒的广告，就能让食客们产生兴

趣呢？”克洛克答道：“我在餐厅仔细观察了

一个月，发现 80%的食客点完餐之后，等餐

的时间约为 100 秒。虽然只有 100 秒，但这

段时间对食客们来说很长，而且在这段时间

内，因为已经付过账，食客们没什么别的事。

这时，餐厅里有什么东西，他们都会认真去

看，这也恰恰是进行广告宣传的大好时机。

至于其他时间，你就是播放再精彩的广告，

他们也不会去关注的。”

麦当劳的 100 秒广告，就是抓住了顾客

等餐期间无所事事这一心理，只用了 100 秒

的时间，就强化了产品的宣传效应，从而俘

获了顾客的心。

■ 陆勇强

我有一个朋友，开了一家机械加工厂，

他对我说，招工人越来越难了。他的工厂在

工业集聚区，交通不便，厂里的机器也油渍

渍的，给人的印象不太好。有个年轻人，刚技

校毕业，对我朋友直言：“你让我到这种地方

上班，才给 4000 元，我送外卖也不止 4000
元呀！”

他想挽留一下这位年轻人，说：“你在技

校里学的就是机床，我这里就有数控机床，

工作几年，锻炼锻炼，你就有技术了，以后就

可以拿更高的工资。而送外卖毕竟是临时

的，也不是什么技术活，是不长久的。”

朋友说完，年轻人都没正眼瞧他一下，

就跨上小电驴一溜烟走了。 有没有发现，

这个社会有一种情绪在蔓延，这种情绪就叫

“临时感”，越来越多的人喜欢生活在各种各

样的临时感中。

以前的社会不是这样的。你的住房是固

定的，工作也是相对固定的，一个人的人生

角色大多是一成不变的。当时的那个社会缺

少流动性，所以少了许多可能和机会。而现

在这个社会，各种资源是可以交易的，社会

的流动性产生了无数机会，让各种可能性无

处不在。于是，“先凑合着”的临时心态来了。

“先凑合着”是一种精致的利己主义，我所要

的东西没有到来。那现在的一切都是临时

的，我就没必要付出。. 临时感是对传统社会

认知的一种“对冲”，是“不接受”“不融合”，

是见风使舵。这种“临时感”看似自己没有损

失什么，事实上你损失了最宝贵的东西：时

间、历练，还有你的精神状态。

一个人在职场中，一旦有“凑合着”的

临时心态，一举一动都会表现出来，你会尽

量地少付出。你在职场中或许得到了一些金

钱，但肯定得不到职业历练，更为重要的是，

失去一个人走向成功所需要的极其重要的

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

无论是谁，都不可能看清自己的未来，

有太多的成功者，都是从微不足道的岗位做

起，把自己最美好的一面呈现给别人，赢来

一个又一个的机会。

成功绝不会是偶然，说到底，都是人格

的胜利。

■ 李克红

年轻时，我曾在电力公司做业务员。我

负责向农户们推销用电。我的推销还算顺

利，但有一个名叫比尔的老农场主，无论我

怎样告诉他电费便宜，他都不愿意在农场里

拉上电线、点上电灯。

有一天夜里，经理来检查我的业务状

况，他见比尔的农场里还没有通电，就问我

为什么。我无奈地耸耸肩说：“这是一个固执

的老头，我已经和他说过很多次了，电费并

不贵，但他始终不愿意拉上电线，我也没有

办法。”经理点点头，就带着我敲响了比尔家

的门。比尔走出来，问我们有什么事。经理回

答说：“先生，打扰你一下，现在我们已经下

班了，不是来推销电力的，我只是想买一些

鸡蛋。你知道，推销员下班以后和平常人一

样，要吃要喝，也要买鸡蛋的。”

“那是，那是。欢迎你们光临。”比尔开心

地笑着，把我们请进屋里，里面点着一盏已

经发黑的油灯。“你们想买几斤鸡蛋？”比尔

搓着双手问。经理想了想说：“我只要三斤就

够了，但我的要求比较高，第一必须是浅红

色的，第二必须是没有斑点的，由于我太挑

剔了，所以我愿意出双倍的价格。好了，现在

你可以帮我去准备了。”

比尔愉快地答应着，然后端起他的油灯

开始挑鸡蛋。可是油灯的光线实在太暗了，

他根本无法看清鸡蛋的颜色，更看不清楚上

面有没有斑点，他一边费力地挑选着一边开

始抱怨天黑得太快。我们足足等了 5 分钟，

他才挑出 6 个鸡蛋。这时，经理站起来说：

“先生，我看这实在是太麻烦你了，我还是去

别处看看吧，你知道，别人的农场比较亮堂

一些，挑起鸡蛋来非常方便。”比尔不情愿又

无奈地起身送我们出去。来到门口，我们打

算向他道别，没想到他却碰了碰我的手臂

问：“那个，电力手续是去哪儿办？”

就这样，第二天，我们就为比尔办了手

续，为他的农场拉上了电线，点上了电灯。

我问经理：“为什么无论我如何告诉他

电费并不贵，可他就是不愿意安装;而你只是

假装要买鸡蛋罢了，他却主动要办电力手续

了呢？”经理笑笑说：“因为你一直在暗示他

‘用电是要承担费用的，而我却暗示他‘用电

能让他赚更多钱。你要记住，最高明的推销

不是告诉对方他需要承担什么，而是让对方

意识到他是多么需要你的东西。”

■ 习泽长

订定目标是每个企业管理者绕不开的

一项工作。然而，有些管理者在订定目标时，

只站在公司和个人的角度考虑问题，而忽略

了员工的感受。

比如，某经理在订定下一年度部门目标

时，一心只想着要用尽一切办法让公司的利

润增长 15%，来年就能坐上副总监的职位，

至于员工如何完成，完成后能获得什么好

处，统统按老规矩来。试问：假如你是员工，

你会在接下来的一年里，为了达成这个目标

而拼尽全力吗？恐怕很难。

如何才能订定出能激起员工斗志的目

标呢？管理者可以参考以下几个建议：

1. 思考这项任务能给员工带来哪些好

处

站在员工的角度想像一下，如果你看到

主管订定出的目标后，会在哪些方面特别兴

奋？答案肯定是达成目标后可以得到哪些好

处。

这样，员工就知道这是在为自己奋斗，

而不是给领导做嫁衣裳。因此，这一问题的

答案不仅可以帮助管理者更好的设定目标，

还能成为你日后与员工沟通的通行证。

2. 思考什么样的难度最能激发员工动

力

衡量目标的一个好方法是，让员工感到

骄傲和自豪。所以，你订定的目标必须具有

挑战性，但员工奋力跳起来要让他摘得到。

你要让这个目标既能把员工拖出舒适圈，但

又不会让他们踏进危险区域。最理想的是，

要让员工在多年后回忆起完成这个目标的

过程时，能够感到骄傲和自豪。

3. 思考这个目标可以实现哪些内在价

值

除了外在的利益，目标也应该具备内在

的价值，在情感上，让员工产生共鸣。

举两个例子：阿里巴巴的使命宣言是：

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而某家制造公司的

宣言则是：在未来五年内，每年至少创造两

个亿的营收。哪一个在情感上更能激起员工

为之奋斗？答案显而易见。

4.思考员工能够获得哪些成长

当员工意识到通过学习而让自己的能

力渐渐提升时，他们就会认为自己在不断地

成长。所以，帮助员工完成对的目标，就能提

升他们对工作的满意度。

5.让员工参与到目标制定过程中来

没有参与，就没有认同。你应该和员工

一起设计目标，让他们有机会告诉你，什么

样的目标能激励他们去为之奋斗。你不妨试

着让员工练习，设计能够为公司带来直接贡

献的目标。

麦当劳的广告
为何能轻松俘获客户心

职场的临时感

最好的推销

如何订定出
能激起员工斗志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