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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别人赢，我们自己才能赢

----努力工作，不过于计较得

失的“傻子”哲学 

  亲眼见到许多职场员工，

在工作中锱铢必较，每每为了多加

了几天班或一点的利益和上司争

的面红耳赤；也有人在平时工作中，

只盯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对于同

事的求援，即便是举手之劳，也视

而不见。甚至一有了矛盾，立马就

提出辞职，扬长而去，更有甚者，

工作都不交接，一转身就已无踪影。 

依照教练技术的原理，每个人

都会为自己做出最好的选择，所做

出的决定都是最符合自己利益的。

因为这个原因，教练支持当事人去

为自己做出最好的选择。 

但在上述的案例中，这些当事

人所做出的选择却未必是最好的

选择，透过这些选择，可以看出，

这些当事人的价值观需要调整。 

什么是价值观？价值观是我

们赖以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一些

基本原则，是每个人认为什么事物

最重要的一些信念。价值观的大部

分隐藏在我们的潜意识里，支配着

生活中的每一件事。人生中出现的

矛盾和冲突多数都是起源于人们

不同的价值观。 

  我们的价值观从婴孩时

期便开始建立，成长环境扮演了一

个很重要的角色，影响最大的是照

顾我们成长的大人。长大后我们生

活中接触的同事、朋友、家人等会

不断地给予我们影响，使我们改变

自己的价值观。一生之中我们在不

断地修正自己的价值观。 

  上述当事人为自己的利

益，采取自认为恰当的方式去付诸

行动，即使争取或暂时达到自己的

目的，却多半未必长久。因为在这

个世界上，有个非常重要的原理：

世界是个大系统，身在其中每个人

的言、行、意都会对自身乃至周边

有影响。每个人的言、意、行都要

以系统平衡为指导原则，即无论做

任何事都要达到“你好、我好、大

家好”的效果。否则，即使目的达

到也是暂时甚至是负向的。 

  举例来说，因为人们对大

自然缺乏保护，而破坏了生态系统

的平衡，因此全球气候日益变暖，

各种自然灾害越来越多。又如，员

工为了自己一己之力，在上班时上

网聊天或打私人电话。表面上满足

了占到小便宜的想法，可是却令公

司蒙受损失，若引发到更多的员工

效仿，结果一定是公司关门大吉。

虽然，员工可以拍拍屁股走人，但

由此所引发的负效应却是个大问

题：公司的其他员工也失业了，老

板要处理很多的善后工作，很多人

会因为失业，心理受到影响需要一

段时间的自我疗伤等等。。。。。。 



 

哲道行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COACH NEWSLETTER 2015 年 35期 
2 
 

 

  对自身利益有理有节的适

度保护是必要的，但如果凡事总是

斤斤计较，动不动就易发怒或紧张，

体内就会分泌所谓的去甲上腺素。

这种与争斗、压力、厌恶等情绪相

关的荷尔蒙含有毒性，会给人体带

来疾病，加速老化和提早死亡。而

如果对于身边所发生的事情能够

做到坦然接受，视为理所当然，抱

着一颗平等心则会促进脑部积极

的分泌脑内吗啡。脑内吗啡可以促

进身体健康，提高人体免疫力，预

防各种疾病，可以说是奇特的体内

药物。 

  笔者曾经对身边这些成

功的朋友作过调查与统计，发现凡

是创业成功或是在企业中位居要

职的人，在他/她当年做员工时，

做事均异常努力、敬业，经常被当

时身边的人讥讽为傻子。这些朋友

后来总结道：我从来都认为“努力

工作是在为自己工作，并非为别

人”，所以工作才干出了成绩。正

是因为这种不过于计较得失的“傻

子哲学”，在干出成绩的同时，才

培养了越来越多的自信。正是有了

越来越足的自信，才让自己有勇气

去接受更大的挑战！ 

  要调整自己的价值观，摒

弃“我只是一个打工者”的心态。

从货币收入的角度看，自己的所得

可能不如老板赚得多。但除货币外，

工作中会积累更丰富的经验、越来

越强的能力、开阔的视野，更广泛

的人际关系。最重要的是，培养了

自信。因为自信的养成，来源于能

力，只有做的越多、做到越多、并

得到更多人的肯定之后，这种自信

才会逐渐培养起来。一个认真敬业、

脚踏实地、敢于责任、勇于接受各

种挑战对自己严格要求的员工，其

工作表现与能力一定会越来越突

出，不但会得到上司的认同更会得

到同事伙伴的尊重，赢得大家的信

任与尊重。 

  目前科学已经证实，人脑

在不同意识状态下会发射出不同

的脑波，而不同的脑波对于人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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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亦是不同的。从系统的角度讲，

作为一名员工，所做到的越多，帮

助别人成就别人得越多，在系统中

累积的正面信息与正面能量就越

多，通俗说，因为自己对很多人有

过贡献，成就过很多人，别人对于

你就会有发自内心的感谢与祝福。

而这些累积到一定程度，就会对潜

意识有影响，给自己带来更多的幸

运。 

  没有成功的经历，就不会

有经验、不会有信心。试想一下，

在别人投资、已经创造好了各种条

件的情况下你只需付出才华与努

力都做不到，在你自己当老板，需

要付出更多的情况下又怎能做好

呢？ 

  从 NLP 专业教练的原理

来讲，在工作中最重要的首先要培

养自己的自信心，有了自信，才会

有自爱。有了自爱，才会有自尊。

只有自信自爱自尊都具备的人，自

我价值才会充足，才会具备成熟的

心理素质，具有完善的心智模式，

为人处事才会更加的圆融，成功的

概率才会更大。 

  以“帮助别人赢，我自己

才能赢”为座右铭努力工作、不过

于计较得失的＂傻子″哲学，其实

是一种真正的“智慧”哲学：在努

力工作的过程中，积累更多的工作

经验、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

更广泛的人际关系；最重要的是，

在这个成功的过程中，培养出完全

的自信心，接受更多更大挑战的勇

气，更加充足的自我价值，以及积

累更多因为自己的出现而给别人

带来好运，因此受到到更多人的祝

福、好感与良性意念。由此，不但

越来越强，潜意识也会越来越灵敏，

带来更多的幸运，更易进入整体系

统平衡，更易实现“你好我好大家

好” 的良性成功循环。 

  支持别人赢，我们自己才

能更好的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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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用教练技术建立自信 

用鼓励和赞赏来激发队员的士

气 

 随时鼓励并称赞球员，是希丁克

激励团队的风格。球场上比的往

往不是技术，而是自信心。 

希丁克一般不用直接的批评，而

是以直接或间接的鼓励，来刺激

球员兴奋起来。他上任后，给教

练组声明的第一个原则就是“千

万不要责备球员”。意思是说，

即使球员做错了，也要让球员自

己说出来，这样他们才不会再犯

同样的错。 

选拔球员时，他也不用“那个球

员不行”之类的否定话语，相反，

他会非常积极地寻找每个人的潜

能及特长。 

希丁克一直说：“我会随时称赞

球员，绝不会当众指责他们。指

出错误、骂一通，也只会在球队

内部。那是我和球员之间的约定，

也是我的原则！” 

对于球员的失误，他也绝对不会

当面发火，相反，他会通过耐心

的说明使球员领悟。但如果给了

一次机会，球员还没有“听话照

做”，该球员的机会也许就会到

此结束。 

在言论上，希丁克不管是称赞某

个球员，还是指出某个球员的错

误，从不指名道姓，而是针对问

题，就事论事，而且总是先称赞

后批评，或者先批评紧跟着称赞，

来激励球员。比赛结束后，要指

出球员的错误时，他会开头先说：

“只是要分析比赛情况，而不是

为了责怪谁，所以请不要紧张！”

接着他会让所有记者退出，然后

一条条分析比赛内容。 

  希丁克不一样的心胸，为球

员们的自信心和斗志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大大提高了球队的士气。 

  美国著名篮球教练迈克•库

赛维奇说：“球队的‘士气’是

胜利的第一要素！”希丁克能让

“所有球员”在“所有比赛”中，

感觉自己是球队中最棒的球员。

他随时在鼓励球员“你刚才太棒

了！” 

  “要使球员在比赛中拿到球

的瞬间，首先想到那个球不是‘我

的球’而是‘我们的球’。此时，

不仅替补球员，就连拉拉队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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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也要当作球队的一部分，‘我

们’才能赢。”所以希丁克在选

择球员时，比起实力来，他更重

视有“团队精神”的人才。 

  当进球或丢球时，希丁克都

会以独特的方式进行称赞或者批

评。不像其它主教练只会责怪失

误的球员，或只称赞进球的球员，

希丁克称赞或批评的是整个球队，

因为“球是 11名队员一起踢进的，

也是 11 名队员一起丢的”。他会

以这样的方式来解释“丢球”：

因为最前面的前锋没能防守好，

使中场失去平衡，最终后卫虽极

力阻挡却还是丢掉了一个球。进

球时，他会说成：因为后卫的第

一个传球传得很到位，使对手慌

乱，之后又因中场能确保空间，

前锋才得以射进球。 

  韩国过去的足球教练在中

场休息时，对表现不太满意的球

员，就会开骂，直到他们流泪。

球员的心理会因此萎缩，不愿再

主动说话，不敢再主动跑动。这

种被当众羞辱的事情总是重复发

生，就形成了大伙被动、不自信

的习惯。希丁克主教练不同，他

会指出发生问题的要点，就不再

多说了。 

  不是针对某个人的指责，而

是使 11名球员都能一起听到。希

丁克是一位培养球员们自信习惯，

让他们拥有主动分析力与判断力

的教练。在整个世界杯赛上，希

丁克没有特意称赞过谁，也没有

特别批评过谁。 

  希丁克说：“我最喜欢球队

在比赛进行不顺利时，也绝不退

缩的样子。不管形势多么恶劣，

他们也会马上回到原位进行战斗

——绝对不放弃！我对球员们强

调的是，成功=个人技术+团队技

术+精神力。其中最重要的就是

‘精神力’。每一种行业，每一

个团队除了战略战术不一样外，

带兵提升“自信心”和“激励士

气”都是相似、相通的。一个会

做人的领导惯用“三明治激励法” 

来激励队员 

 第一句：“你的特长是„„” 

 第二句：“你还可以在„„改

进。” 

 第三句：“„„我相信你有能

力做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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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王蒙有一篇小小说，大概意

思是这样的： 

甲和乙是两个邻县。两个县都想

发展体育运动。甲县让运动员们

练短跑，运动员们个个争先恐后，

你追我赶，很快就使甲县的短跑

水平上了一个台阶。乙县也搞短

跑，但乙县运动员的作风迥异于

甲县，他们比赛时不是往前跑，

而是互相使绊子，你拉我扯，我

当不了冠军，你也别想取胜。乙

县的管理者无计可施。 

后来，有一个上级领导来考察，

知道了这个情况。于是领导作了

一个决定——甲县继续发展短跑，

乙县运动员改练摔跤。 

这是一个根据实际情况应变的例

子。 

Lawrence说：21世纪，人的应变

能力比计划能力更重要。 

确实，现代社会瞬息万变。一个

人或者一个企业，如果能够把握

先机、果断应变，必然能在激烈

的竞争中取得优势。 

被称为万经之首的《易经》中的

“易”字就是变化、更替的意思，

《易经》就是关于变化的学说。

很多人现在重新把这部经典运用

于商业管理和日常生活，就是想

掌握应变的窍门。 

在前面的小说中，领导者不拘泥

于形式，针对实际情况采取因应

措施，使得两个县的运动员可以

各展所长，皆大欢喜。 

那么，教练与应变又有什么关系

呢？ 

首先，应变的关键在于学习。所

以自彼得．圣吉在《第五项修炼》

中提出学习型企业以来，学习型

企业就成为一种潮流。 

而在数年以后，彼得．圣吉在回

答“为什么企业仍未学习”时说：

“„„学习之道并不是从别人身

上得到答案„„学习的出现是因

人们愿意在繁复的操作过程中，

不断寻找方法去自我反省——或

者雇佣一个具备学习‘工具’和

‘技术’的教练。这些工具或技

术是有异于坐享他人的答案„„

而是帮助培养个人独立思考能力

去找出自己的解决方法„„” 

帮助培养个人独立思考能力去找

出自己的解决方法，这是教练的

特点，也是教练的应变之道。 

 

 

 

 

 

 

 

教练与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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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Saima Butt 萨玛·芭特女士  MCC ★ 

英国ICF分会理事★   

2015.8.13-8.20第一模块课程导师 ★     

 

Ms. Meryl Moritz 梅莉尔·莫里茨女士  MCC  ■ 

前任国际教练联合会全球董事 ■   

高管教练 ■     

2015.10.15-10.22 第三模块课程导师 ■       

▲   Ms. Suzi Smith 苏茜·史密夫女士 

▲  在NLP专业教练领域，国际排名前五名的大师之一。 

  ▲ 2015.9.10-9.16第二模块课程导师 

 

 

2015 年价值的课程推荐 ——  

 

NLP 专业教练文凭课程 20 天 

 

今年 8 月 13日 NLP 专业教练文凭课程就要开班啦！你报名参加了吗？ 

 

◆大师级的导师讲授，几位导师都是国际极负盛誉的大师级讲师； 

◆我们追求专业与纯正的教练技术，是获得 ICF（国际教练联合会）认可的最高级别的认证课程。 

◆课程中有大量练习，导师示范，与专家对话、角色演练和练习，是一个互动式和参与式的课程。 

◆训练学员成为符合国际教练联合会（ICF）国际标准的专业教练。 

 



 

哲道行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COACH NEWSLETTER 2015 年 35期 

 

 8 

 

戴米安·葛德瓦先生 

 ICF全球前任主席 

 MCC 

 组织心理学博士 

 《教练式经理人》《教练式化解冲突》     

课程研发，为哲道行授课 

 

 

 

 

 

 

 

 

 

 

 

 

  

 

 

戴米安博士您好，您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教练式经理人》课程内容吗？ 

大家好，教练式经理人是教经理们使用各种不同技能的一个课程，有一个部分是关于建立信任的。

就是教经理人们怎样散发出一个信任的氛围。让周围的人可以听你说话，与你合作。所以我们会利用

一些模型来帮助我们。当经理们在教练别人的时候，也需要怎么给反馈，所以我们将学到一个怎样去

给予反馈的 BEST模型。然后还会学到的 GROW模型是怎么去开展教练式的对话的 4个步骤。GAPS模型

是关于人们怎么从现在的位置到达人们想要实现的位置。以及经理人在这个过程中怎么样用教练式的

技巧到达人们想要到达的位置。 

 

戴米安博士《教练式化解冲突》的课程内容是怎么样的呢？ 

化解冲突的课程是关于你在工作中遇到挑战的时候，怎么样去解决问题。一方面是要解决问题，另一

方面是需要提前预防问题，所以我们会用教练式的方法去化解冲突，怎么样去促进不同利益的相关者

之间的沟通。而且我们会谈到不同层面的冲突，个人之间的冲突，团队之间的冲突，还有公司之间的

冲突。在课程结束之后，他们会得到一个怎样去化解自己所持有的冲突的方法。 

在我教授的化解冲突的课的三年时间里，已经做过 4 次。我听到有些学员的反馈是他们回去之后，与

直系下属的人际关系变得更好了，成果也更高了，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会介绍很多朋友来参加这个课程。 

 

 

 

 

人物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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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时间 老师 价格 

 

NLP专业教练文凭课

程说明会（上海） 

 

2015 年  

公益 

01 月 16 日 TYChiang姜登云 

03 月 20 日 TYChiang姜登云 

05 月 15 日 于国庆 

06 月 19 日 陈萌 

07 月 17 日 于国庆 

08 月 06 日 朵拉（电话在线） 

09 月 24 日 于国庆 

10 月 24 日 
Meryl Moritz 

(梅莉尔·莫里茨） 

11 月 05 日 于国庆 

12 月 04 日 陈萌 

教练式经理人课程 

2015 年 

06 月 04 日-06 月 06 日 

11 月 26 日-11 月 28 日      

Damian Goldvarg 

戴米安·葛德瓦 

RMB9,800元 

（不含食宿） 

教练式化解冲突 

课程 

2015 年 

06 月 07 日 

11 月 29 日 

Damian Goldvarg 

戴米安·葛德瓦 

RMB3,300元 

（不含食宿） 

 

戴米安博士，您在结束了化解冲突的课程后，有什么想说的话能分享给我们大家吗？ 

大家好，我是戴米安葛德瓦博士。我在这里教授，并且引导这些教练们，以教练的方式来做化解冲突。

课程非常的成功，我们讲到了用不同的方法去管理冲突，我也给大家引入了一些模型，如何去管理冲

突。对于在这里的学员，让他们将模型带入自身生活，及工作上，和个人的冲突中，然后运用这些步

骤和模型，来加以化解冲突。我们以教练聆听方面的技巧，尤其在处理冲突的教练个案过程中，如何

去控制和管理他们的情绪方面。感谢学员们课程中给到的反馈，非常的积极正面。能来到上海教授课

程，是我的荣幸。下次我将会在 15 年的 11 月再次来到上海，非常感谢大家，期待下次与大家的见面，

谢谢大家。 

 

2015 年公开课计划总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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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LP 专业教练文凭课

程（上海） 

60 小时 10 天 

2015 年 

04月10日-04月13日 

05月01日-05月03日 

05月22日-05月24日 

 

TY Chiang  

（姜登云） 

（全中文授课） 

 

 

RMB25,000元 

(不含食宿) 

 

NLP专业教练文凭课

程（上海） 

130.5小时 20天 

2015 年 

08月13日-08月20日 

（08月16日休） 

09月10日-09月16日 

（09月13日休） 

10月15日-10月22日 

（10 月 18 日休） 

 

 

Saima Butt 

（萨玛·芭特） 

Suzi Smith 

（苏茜·史密夫） 

Meryl Moritz 

(梅莉尔·莫里茨） 

（中英文授课） 

 

RMB42,000 元 

(不含食宿) 

 

课程 时间 老师 价格 

 

NLP 专业教练文凭课

程（上海） 

60小时 10天 

2016 年 

04月14日-04月17日 

05月01日-05月03日 

05月27日-05月29日 

 

Steven Ye 

（叶世夫） 

（全中文授课） 

 

RMB29800元 

(不含食宿) 

 

注：以上公开课具体地址待定 

更多信息请联系： 

朵拉：13817874408        电话：  021-62278391，62278392 

传真：021-62278392       E-mail： zdx@zhedaoxing.com 

2015 年公开课计划总览表 

哲道行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