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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事经常出单 羡慕、忌妒、自我安慰（他们来公司很久了，
我才来不久；他们信息多，我信息少。。。

询盘信息少 阿里巴巴变化太快、⼤大环境不好。。。

业绩不好， 
客户跟丢 

⼤大环境局势不好、很多⼈人跟我⼀一样、可能我们
公司实⼒力不够、价格贵、客户看不上。。。

听说其他公 
司出大单 

他们是做什么产品？怎么跟下来的？客户是哪
里的？为什么会选择他们？是不是我们⾏行业不
好做？还是自⼰己不适合做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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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之  5W 1H 

who	�
what	�

what	�
where	�

why	�
ho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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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	� 我是谁？谁是我？	� 定位 

what	� 我想要什么？我要做什么？	� 目标 

what	� 为此，我能做什么？	� 分析/计划 

where	� 哪里能实现？	� 选择 

执行 

why	� 为什么要实现？	� 态度/信念 

how	� 如何实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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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一	�

who	� “Who am I?”，你能给自己一个满意的答复吗？认识
自己，是我们实现目标、抵达成功、获得快乐的前提。	�

画出理想的你	�

操作方法：“如果你是一种植物，你希望是什么？并将这
种植物画下来，解释你选择这种植物的理由。	�

⼼心理导语：
在这个游戏中，你选择了某种代表自⼰己的植物，是因为这种植物有和
你相同或者你所希望具备的特质，可以投射出对自⼰己的期望。但是，
就像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一样，选择相同植物的⼈人，选择的理
由却不尽相同。你可以通过这个游戏看到真实的你、理想的你、独⼀一
⽆无⼆二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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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二	� 写出心目中的15个自己	�

操作方法：请用1分钟，写出15个诸如高大、漂亮、聪
明、可爱、懒惰等形容词来描绘自我。并一一解释，
为什么要用这个词来描绘自己。	�

⼼心理导语：
认识自⼰己实在是个困难的过程，需要我们经常问自⼰己⼀一句“我是
谁？”同时，每个⼈人都是⼀一个⽭矛盾的组合体，他也许在事业上表现得
很独立，但在⽣生活中却需要别⼈人的呵护。最关键的是，我们能够认
识到自⼰己的长处，并接纳长处、发挥长处，同时也能认识到自⼰己的
短处，并不断修正或善加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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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三	� 在挫折中站立	�

操作方法：开始时，大家都处在“蛋”的状态，然后，每两人一组，进
行猜拳，赢的升为“小鸡”，输的继续在蛋的状态。接着，赢了的队员
再两两一组，进行猜拳，赢了的升为小鸟，输了的回到蛋的状态，和同
样处在蛋状态的队员猜拳……依此类推，经历完从蛋—小鸡—小鸟—
猴—人的“五步曲”，才算胜利。	�

⼼心理导语：
这个游戏正象征着⼈人⽣生的曲折、坎坷。我们正是在不断的挫折中成
长、进步。⼈人⽣生中有许多进进退退，正如这个游戏的进化过程，很
多时候，当我们付出很多努⼒力，却不得不从头再来时，你是否依然
有勇⽓气？
　　命运完全掌握在你⼿手中，抱怨与嫉妒只会让你意志消沉，委靡
不振；信⼼心和勇⽓气才会让你成功。
　　其实，⼈人的⼀一⽣生就是在不断地寻找、认识、完善自我的过程。
每⼀一次挫折，都能帮助我们找到自⼰己独特的位置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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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	�

what	� 朝思暮想、做梦都想、时刻都想，而且一想
起就热血沸腾，那才叫目标！	�

走向选择的目的地	�

操作方法：头举纸杯，10秒钟内到达目的地，期间不允
许四肢助力。	�

小悟：目标要坚定，不受任何影响，全⼒力以赴。
马云云:有目标的⼈人在奔跑，沒目标的⼈人在流浪；
有目标的⼈人在感恩，沒目标的⼈人在抱怨；
有目标的⼈人睡不着， 沒目标的⼈人睡不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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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 分析与计划：要做什么，计划是什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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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 分析与计划：根据SWOT分析，再做个详细
的计划（年、月、周及日等）	�

S优势：	�

英语六级，阅读及写作好 
自我情绪控制能力强 
比较乐观，积极，上进 
适应能力强，学习能力好 
人际交往及沟通能力强 
。。。。。。 

中国是世界出口大国，价格有
优势 
行业是趋势，海外市场做得好
的公司少 
全世界两百多个国家，市场很
大。。。。。。 

O机会：	�

W劣势：	�

英语口语不太好，不敢打电
话 
对国际贸易术语及操作流程
不熟悉 
客户跟进技巧欠缺 
。。。。。。 

T威胁：	�

现在市场竞争大，选择什么产
品 
市场沉淀时间较长，如果一年
内不出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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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	� 选择大于努力，入对行，跟对人，入一行，
爱一行	�

老板或领导是不是大格局？公司或部门战略是对的吗？ 
未来五年、三年、一年目标与规划很明确与清晰吗？ 
企业或领导认可一件事时，是以行动来支持吗？	�

有很多人喜欢为失败找理由：	�

老板或领导是积极的吗？是乐观的吗？ 
是喜欢解决问题而不是抱怨的吗？	�
喜欢攀比吗？小气吗？ 
业绩不好喜欢发脾气吗？ 
喜欢找各种客观理由吗？	�
是不是想到就行动还是喜欢拖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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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	� 信念/态度/初发心	�

不同的人 
同样的遭遇+不同的态度=不同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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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好 

大家好 

职业人生 – 五种心态模型	�

阳光心态 积极心态 

老板心态 共赢心态 感恩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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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发心是什么？	�

第一个发决定心，为自己的决定负责到底，不动摇	�

第二个要发觉悟心，要明白做业务是艰苦的过程， 
前期上坡路很多很陡	�

第三个要发忍耐坚持之心，有良性竞争， 
但要学会忍耐，剩者为王 	�

第四个要发深心，深心就是绝对坚定目标且不动摇	�

第五个要发感恩心，常怀感恩之心，你的人生就算是成功了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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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 执行力	�

•  人类总是为失败找借口，不为成功找方向。 

                                            ——阿
里巴巴网站首席执行官·∙马云 

•  每个人应该有这样的信心：人所能负的责任，我必
能负；人所不能负的责任，我亦能负。 

                                                                 
 ——美国著名总统 ·∙林肯 

•  在工作中，每一个人都应该发挥自己最大的潜能，努
力工作，而不是耗费时间去寻找借口。因为公司安排
你在某个岗位上，是为了让你解决问题，而不是听你
那些关于困难的长篇累牍的分析。 

                                                
 ——能用公司前CEO	  杰克·∙韦尔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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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力是企业组织和个人贯彻落实企业决
策的力度。	  

•  执行力就是按质按量完成自己所被指

定的工作和任务。	  

•  执行力就是员工在每一个阶段都一
丝不苟地切实执行！	  	  	  	  	  	  	  	  	  	  	  	  	  ——迈克尔·∙
戴尔 

执行力是什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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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命令执行者（接到命令不找借口） 

•  100%立即执行者（接到命令马上执行） 

•  100%责任承担者（自己的错误自己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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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命令执行者 

•  上级的命令要100%的执行 

•  不找借口 

•  坚决执行，一字不差 

•  理解了快速执行 

•  不理解在执行中快速理解 

•  有人抱怨说，他闲着，为什么让我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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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立即执行者 

•  接到命令马上执行，不要拖拖拉拉	  

•  有人总觉得接到别人的命令，过一会再去，
显得自己有“范”。（反正也是去，为什么
不马上去呢？晚去，还是去，能不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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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责任承担者 

•  自己的错误自己买单，不要抱怨领导没有说清楚 

•  100%责任将会带来100%成长、收获 

•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公司兴亡，我的责任； 
对公司负责就是对自己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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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执行力的48个字 

•  认真第一，聪明第二；	  

•  结果提前，自我退后；	  

•  锁定目标，专注重复；	  

•  决心第一，成败第二；	  

•  速度第一，完美第二；	  

•  结果第一，理由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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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鹰重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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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鹰是世界上寿命最长的鸟类。它一生的年龄可达七十岁。	�
但要活那么长的寿命，它在四十岁时，必须做出困难却重要的决定！	�
当老鹰活到四十岁时，它的爪子开始老化，无法有效地抓住猎物。	�
它的啄变得又长又弯，几乎碰到胸膛。	�
它的翅膀变得十分沉重，因为它的羽毛长得又浓又厚。使得飞翔十分吃力！	�
它只有两种选择：	�
1.等死, 
2.历经一个十分痛苦的蜕变过程;一百五十天漫长的魔练。 
	�
它必须很努力地飞到山顶。 在悬崖上筑巢。停留在那里。不得飞翔。	�
老鹰首先用它的喙击打岩石，直到喙完全脱落。然后静静地等候新的喙长
出来。	�
然后，它要再用新长出的喙，把指甲一根一根的拔出来。	�
当新的指甲长出来后，它们便再把羽毛一根一根的拔掉。	�
五个月以后，新的羽毛长出来了。	�
老鹰开始飞翔。重新再过神鹰一般的三十年岁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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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生命中，有时候我们也必须做出困难的决定。	�
开始一个更新的过程。	�
我们必须把旧的习惯，旧的束缚抛弃,使得我们可以重新飞翔。	�
只要我们愿意放下旧的包袱，愿意学习新的事物,我们才有机会能发挥我们的潜
能，开创另一个崭新的未来。	�
我们要蜕变! 
人的生命,如奔腾的激流,如傲雪的腊梅。	�
她渴望春天和光明,抗衡风雪和苦难.其中,很多生命在抗衡中显示出坚韧和高贵。	�
因为它们是自然生命和社会生命的复杂的综合,既同大地紧紧相连,受到自然的厚
赐,又是以心灵为主体的。	�
我们抗衡的过程就是逐渐蜕变的过程吧。	�
"人生就像激流，不遇着暗礁，难以激起美丽的波浪"，只有经历蜕变，才能展现
更优秀的自己。	�
蜕变是人生前进的一个过程。	�
虽然很多时间我们往往都习惯生活于一个固定的模式,但是,我们的生活并不允许
如此。	�
在漫长的人生岁月中,我们需要蜕变。	�
蜕变是改进自己不足的一个契机.当我们意思到自己的错误之后, 
我们是会选择逃避,听之任之,还是勇敢的学着去改变自己? 
如果,你不想就此堕落,那么就蜕变吧,给自己一次新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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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