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少新移民开始工作之后，都会遇到如下尴尬：当

你去沏茶或者倒水的时候，遇到不太熟悉的同事，不知

道如何是好，开口说话吧，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话题，有了

话题又担心自己的英文水平不高不能够准确地表达出

来……结果呢，要么只好尴尬地笑一下了事，要么连笑

容也挤不出来，只得回避。

这样下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除了和自己的顶

头上司以及和自己密切共事的少数几个同事有接触之

外，其他的人一概都不熟悉，在诺大的公司里，自己几乎

成了“隐形人”或者“局外人”。

其实这一切都是由于在工作场所没有很好地利用

Small Talk，或者说根本没有意识到Small Talk在职场中

的重要性。其实Small Talk就是Light Chit Chat，可以理

解为“闲聊”。在北美的工作场所，Small Talk不仅可以

打破见面时的冷场、避免尴尬，而且是用来构建和谐同

事关系的重要工具。

应该说，Small Talk的话题非常广泛。当天的天气

和交通是随手拈来的话题，各地新闻、体育比赛结果也

可以拿来小小地评论一下。如果有心，你会知道同事的

爱好，以及他们有没孩子，互相关心一下也是很好的话

题。至于你因公出差或旅游度假的见闻，更是相当好的

Small Talk话题。有时，甚至工作中的压力和困境，拿来

消遣一下也无妨，或许你还能够得到意想不到的建议和

帮助。

Small Talk可以在很多情况下进行，除了开头提到

的“倒水时间”，在洗手间、在过道、在大厅、在餐厅、在会

议开始之前，都是可以进行Small Talk的。Small Talk一

般是由身体语言开始的，相遇时，双眼对视以及友好的

微笑，暗示着可以进行Small Talk。Small Talk大致可以

分为五个主要步骤：问候、引入话题、扩展话题、发出结

束信号和道别。问候完之后，可以适时引入一个话题。

刚开始时，可以从简单的熟悉的话题开始，再慢慢试着

其它话题。话题引入后，会有几个来回的交流。如果对

方有兴趣，交流的回合会适当地多一些。由于 Small

Talk的性质（地点、时间等）决定了它的整个时间很短，

也就1—5分钟左右，话题不可能很深地讨论下去。一

般在几个回合之后，总有一方会发出结束的信号，比如：

Well, I guess I should get back to work。然后互相说再

见。至此，一场Small Talk就完美地结束了。

要想做好Small Talk，要多加练习。练习Small Talk

时，有必要记住四个基本技巧：Look，Listen，Ask 和

Remember。中文说得好，“眼睛是心灵的窗户”，面对面

交流时，“看”在 Small Talk时是绝对不可缺少的。通过

看可以观察对方的身体语言，并且时不时进行 Eye

Contact。“听”并且是仔细的听，通过对方使用的词汇和

语调来理解对方的态度和要表达的信息。“问”可以提出

疑问，更好地了解对方并且延伸引入的话题。“记”往往

容易被忽视，最好尽量多地记住交流的信息，如对方的

爱好、感兴趣的话题等，以便将来交流时参考。

在北美同事间有些话题是应该避免的，Small Talk

也不例外。这些话题包括：工资、婚姻、宗教信仰、个人

所属政党、个人外表体重，以及同事们的私事等等。如

果触及这些话题，最好的策略就是：MYOB（Mind Your

Own Business)。

Small Talk 可以延伸到 Lunch Talk。相对来说，

Lunch Talk有更长的时间可以利用，至少有半个小时，

甚至更长。华人同胞一般习惯自己带午饭，用微波炉加

热（其实热饭的时间也是Small Talk的最佳时机）。在自

己的座位上边看新闻或者边干活边吃饭，这样做绝对是

失去了和同事Lunch Talk的机会。如果每周有一次和

同事出去午餐的机会，就能够拓广交流面，有利于促进

同事间良好的工作关系。

总之，无论是Small Talk还是Lunch Talk，目的是一

样的，就是为了构建和谐的同事关系，这是北美工作文

化的一部分。和谐的同事关系虽然不能保证你在工作

中获得乐趣，但至少可以不把工作变成“累赘”。如果没

有适当的 Small Talk 或 Lunch Talk，每天的工作就是守

住自己的“一亩三分田”，长此以往，同事关系根本谈不

上和谐或糟糕，因为你根本没有去建立。一旦有风吹草

动，譬如裁员、重组或是倒闭，恐怕自己就是最后一个知

道的，也是自身利益最难得到保证的一个。

（董睿/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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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年华公民身份一夕人间蒸发二八年华公民身份一夕人间蒸发

信息安全是指通过实施一整套的控制

措施，比如策略、标准、过程、组织结构或者

软件功能，在最大的范围内保护信息的保密

性、完整性和有效性。这对减少企业业务损

失，确保企业的竞争力和商业形象都至关重

要。

信息安全的重要性已经被各大企业所

认同。信息安全领域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

新的领域。新的理论和技术的不断涌现，信

息安全人才市场的火热，这已经成为不争的

事实。更重要的是，信息安全领域是个知识

和经验沉淀型的领域，因此越是工作时间长

的人，在人才市场上越“吃香”。随着工作时

间和经验的不断积累，事业前景和薪金都会

有非常广阔的发展空间。

信息安全是企业的核心业务，因此不

会像其他IT 领域的工作，有“外包”的可能

性，工作的稳定性非常高。这不正是新移民

梦寐以求的工作吗？难怪有人深有感触地

说：“学了安全，果真就安全了。”信息安全工

作的涵盖面非常广，包括企业信息安全策略

和标准的制定、实施和维护，企业信息安全

风险分析和评估，各种信息安全软件硬件设

备的部署、配置、管理、监控和分析，内部人

员的安全管理和培训等等，应该说信息安全

工作涉及到所有与企业信息资产相关的方

方面面。

正因如此，信息安全工作适合不同工

作背景的人，这正是大部分人所忽略或完全

没有意识到的。新移民需要走出之前的认

识误区，深入全面地了解信息安全领域，并

结合自己的实际背景和能力，找准自己的发

展方向，抢先他人一步敲开信息安全领域的

就业大门。只有理论和实际经验相结合，才

能使自己更有信心，这才是成功的唯一途

径。

很多移民拥有很强的技术背景，并且

有相关的认证证书，甚至有些在国内就从事

相关的工作，但还是屡屡不能抓住机会，就

是因为不了解北美企业信息安全的管理机

制和运作。参加相关培训课程，可以帮助你

打下坚实的信息安全理论基础，通过融入实

际的工作经验介绍和练习，使自己具备一名

信息安全人员所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满怀

信心地找到满意的工作。

（董睿/编辑）

一、启动篇
Why you want to gain the credential?

如果你决定考PMP了，那么应该对

它有一定的了解，也应该清楚自己为什

么要考。不要为了考而考，但如果它能

帮到你，那么还是很支持的。不妨给自

己找至少一条比较实在的理由来督促自

己，因为备考的过程并不是很有意思。

目标明确，这是项目管理理念的一个出

发点。由于从 07 年 9 月开始，PMP 考试

已经有点改革，不像前几年只需将题库

做熟就高枕无忧,所以必须好好的计划和

执行。

二、计划篇
What：考什么？要准备什么？

1.一个依据：PMBOK

有些人认为必看不可，而且要精读，

PMBOK 里更多的是给出 PMI 对项目管

理的核心思想，以及每个过程、每个活动

的输入、工具或技术、输出等。而且PMI

实际上默认的是一个大型的项目（如

ZTE建设的整个国家网络），所以如果有

相应的工作经验，个人认为更重要的是

通读，记住一些核心概念及一些容易混

淆的概念（如“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的差异），将PMI的核心理念充分理解和

领会就足够了，因为PMP考试更多的是

考能力，而非记忆力，主要是情景题，要

求考生按照PMI的思路去解决问题。而

对于没有相关工作经验的人，精读是有

必要的，而且要理解每个概念、每个理念

的意思。

2.一些必要的练习题：不鼓励题海，

但一定量的做题是少不了的。另外，几

套模拟题也是有必要的。

3.一个答疑或交流的地方：建议大家

几个人组成一个学习小组（你可以理解

为攻克PMP考试的项目团队），讨论和交

流可以提高大家的理解，同时互相查缺

补漏，信息共享等。更重要的是——监

督！我理解的团队工作就是这两方面，

促进和监督。

When：与时间相关的主要是备考的

时间计划。

你需要了解你打算什么时候考，有

多少时间来准备，每天可以花多少时间

来复习，按照从后往前推的方法制订一

个比较严格的时刻表（注意，我说的是时

刻表，不是时间表，因为我们都要上班，

白天相信你不可能有多少时间来复习，

只有晚上和周末了，把复习时间精确到

每刻钟应该是必要的）。当你学习完

PMP后你会知道有一个方法叫关键路径

法，其实是适用在这里的。在这条路径

上，有几个关键活动，如考试培训、考试

报名、学习完一遍 PMBOK、学习完一遍

参考书、做完 1600 道题、做一次模拟题

等。

Where：只需要给自己安排一个比较

固定的复习地点，和考前提前了解一下

考场就行了。

How：怎么复习？

与之前What里的内容结合起来，这

里可能需要更多的关注一下具体的计

划，怎么保证STCQ。

S（Scope）：如果时间紧，这一阶段的

目标只是完成考试，就不要想着通过这

个复习全面地提高自己的什么什么能力

了，就只做能帮助你通过考试，提高成绩

的事情（在项目管理中这叫不要“镀金”

和“范围蔓延”）。

T(Time)：在When里已经提过，在这

重提，主要是要结合九大知识领域的

Risk 风险管理来说。在备考过程中，最

大的风险就是时间，因为都是在职学

习。除了制订较好的复习时刻表，还要

严格的按照自己定的时间计划来执行，

这是C（control）控制的内容。

C(Cost)：成本分为直接成本和间接

成本。直接成本如考试报名费、培训费、

购买资料的费用等；严格意义上的间接

成本在这里体现的不多，不过如果我们

把你复习的时间和精力的投入、机会成

本等考虑进去的话，也勉强可以认为是

间接成本。所以成本控制主要是怎么能

在尽可能少的投入下顺利通过 PMP 考

试。总体来说，一次通过是最佳的。

Q(Quality)：通过才是硬道理！这是

基本的目标，但如果确实能从中提升自

己的PM水平，那才是质量的体现，这就

看个人设定的目标了。

这里的质量很简单，就是一次通过，

不通过就没有质量可言，而这个质量是

复习的质量的外在表现，本质的质量是

复习的效果，所以必须有相应的计划来

保证效果。深入的学习并把 PM植入自

己的骨髓，并不断的提升自己的能力和

实力，那是最佳的（项目管理里叫持续的

质量改进）。

三、执行篇
1.埋头复习

白天要上班，所以只有利用晚上和

周末的时间，除去一些时间开支和留下

一些时间做风险准备，大概复习时间是

40天。

2.认真做题

将1600题做了三遍，复习前、复习中

以及最后冲刺。第一遍，可能有很多错

误，不过有个印象，大概考试是怎么样，

复习中有所侧重。第二遍，学习完一个

章节，做一个对应的习题，加深印象。第

三遍，查缺补漏，提高对题的把握能力和

适应性。同时做了几份模拟题。

新职专业工作PMP课程，全英文授

课，PMI 指定老师，考试通过率100%，36

学时，10 周完成，逢星期日下午 1：30 上

课，欢迎感兴趣的朋友试听。

订座电话：416-637-5311

校址：2175 Sheppard Ave East, Suite 108,

Toronto ON M2J 1W8 (Sheppard/

Victoria Park）

网站：www.NewJob123.com

(本文由新职专业工作提供)

所谓二八,不是指 16 岁,而是指 28

岁。如果你是28岁以下,请细阅此文，又

如果你即将 28 岁,就更加要留神了。因

为,有一件事,你可能一定要在28岁前做,

否则,会影响你一生。还有,如果你有 28

岁以下的子女或朋友,都请你看看吧！

A小姐在香港出世,出世的一刻,她已

经成为加拿大公民了。为什么呢？原因

很简单,因为在当时,她的母亲是加拿大公

民 。虽然 A 小姐的父亲,并不是加拿大

籍,但是,并没有关系。 因为跟据加拿大

《公民法》,一般来说,在海外出生的人,只

要在出生时,父母其中一方是加拿大公民,

就会自动成为加拿大公民。

身为加拿大公民,当然有很多权利。

有些权利,连永久居民都是没有的。最简

单的例子,就是加拿大护照。永久居民必

须要于过去四年内在加拿大住满三年,才

可申请入籍,成为加拿大公民,过程最少要

约六个月。成为公民后,才可申请加拿大

护照。有了它,就可以免签证自由进出多

个国家,包括美国。现时申请美国旅游签

证,非常困难,过程又费时失事。

此外,只有加拿大公民,才有在联邦、

省及其他议会选举的投票权,拥有某些种

类的物业权及其他经济权等。这也难怪

每年有超过十五万人,入籍成为加拿大公

民了！

话说回来,昨天是 A 小姐的 28 岁生

日,她的最好朋友,为A小姐安排了一个盛

大的生日会,精致的生日蛋糕上,燃点着一

支小洋烛。最重要的一刻来了！当时钟

指正午夜 12 时,朋友们纷纷恭祝她,齐说

“Happy Birthday!”的时后,A小姐吹熄了洋

烛,还许了一个愿。

然而,A 小姐不知道,就在此刻,她的

身份已有了极重要的变化。A 小姐的加

拿大公民身份,就在她满 28 岁的时后,没

有了。为甚么？

这又和A小姐的母亲有着很直接的

关系。原来,A小姐的母亲,与A小姐一样,

在海外出生。亦同样地, A小姐的母亲的

母亲,亦在当时,是加拿大公民。 A小姐的

母亲,亦因此而“女凭母贵”,获得加拿大公

民身份。换句话来说,A小姐亦可被称为

“第二代海外出生公民”。

加拿大《公民法》第八条规定,凡于

1977年2月14日后出生的“第二代海外出

生公民”,都会在达到28岁的时后,丧失加

拿大公民身份,除非…… (待续)

(本文由CWO加拿大认证移民顾问

吴耀荣先生提供)

Tel: 416-590-7465

Cell: 416-451-4867

E-mail: terry.ng@canada-world.com

吴耀荣 (Terry Yiu Wing Ng), 文学硕士,
加拿大政府认证移问顾问,香港律师

M.A, CCIC, FCM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