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化科技为我们的生活带来诸多便利的同时，

也将我们的生活圈子拓展到一些前所未有的空间。每

天穿梭于高楼大厦的上班族，对于电梯一定不会陌

生。在效率化、功利化的都市节奏中，人们或匆匆、或

悠然地进入这个狭小而密闭的空间，使这里徒增了许

多尴尬与无奈。特别是在波涛暗涌的职场上，电梯空

间甚至给许多人带来了焦虑与不安。

电梯空间狭小意味着里面的人距离很近，由于密

闭，使回避失去了可能。基于这种情况，进入电梯的人

们习惯正襟危“站”，沉默是金。

电梯给职场中人带来的困扰并不仅仅是那十数秒

钟可能的尴尬，还有一个深层的担心：大家在电梯之外

的职场中还会有交集，自己在电梯中的言行不慎可能

给对方留下不好的印象，进而影响到日后的人际关系

和工作。甚至曾经听说过，某些职场达人因为电梯而

尴尬苦恼多年的故事。

那么，职场电梯究竟应该怎么坐？我们应该怎样

在开门之前，完美演绎这场“职场电梯剧”呢？

智慧抢电梯or避电梯
Mary的公司在顶楼。电梯上楼层层停，下楼也层

层停，跟陌生人在灯光明亮的电梯里前胸贴后背，时间

长达数分钟，这种尴尬，比挤公共汽车还要吃不消。

早晨就不说了，只要能拼着命挤进去就万事大

吉。中午吃饭相对比较有趣，鉴于地处顶楼的地理优

势，Mary他们完全有可能让电梯一口气直接到达底层，

只要恰到好处地掌握载重量的分寸，这可是多次实验

的结果。

一两天以后，楼下的同事对Mary他们的自私作风

开始颇多微辞，甚至学会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

身”。从10楼开始就有人往上乘电梯，这样绕一圈总比

空等一场强多了。

无奈之下有人还选择了另外两条路：要么徒步下

楼，要么乘没有空调的货梯跟邮包和清洁桶靠在一

起。一番冥思苦想之后，总经理终于作出了他任期内

最为大快人心的一项决定：全体提前半小时吃饭！

尴尬警惕藏在角落的眼睛
Ella刚结婚不久，先生很宠她，有时先生下班早了，

就会到公司来接Ella下班。可是这件事有什么地方值

得经理特地找Ella谈话的呢？

后来经理才有点为难的告诉Ella，有一次他因为有

事去了办公楼的物业公司，里面有几个保安开玩笑的

问他，办公室是不是有人刚结婚，小两口亲热得不得

了，常常在电梯里搂搂抱抱的。

Ella这才知道办公楼的电梯里装有探头，有时Ella

和先生下楼时，因为电梯里没有人，的确会有搂搂抱抱

的举动。可是Ella他们并不知道他们这样的行为会通

过探头而落在一帮“黑猫”眼中呀！Ella从此就患上了

“电梯探头综合症”。

无奈遭遇电梯骚扰哪里躲
在每天上班的高峰时段，人总是很多，为了上班不

迟到，Susan总想挤进原本就已经很拥挤的电梯，麻烦也

随之而来了。由于人多，人与人之间的身体接触也是

难免，但某些衣冠楚楚的男士却总是有意或无意地向

女孩子靠过来，从前面或是后面，有时还能感觉到他呼

吸的声音，两只手好像也找不到地方放，总在你的周围

绕来绕去。而Susan只能默不出声，因为只有这样别人

才不会说你多疑，此时她也想躲开，但在拥挤的电梯里

也没有地方好躲，左右都有些为难，只希望电梯快到要

去的楼层，或者这个讨厌的家伙快快滚出电梯。

温暖你知道电梯在哪吗？
Ann到城里工作那年不到20岁。一天下午，经理

要Ann去送文件。这是Ann第一次走进城市的大厦，在

这之前，Ann 没见过电梯，根本不知道它长什么样。

Ann在大厅里走来走去，忽然，Ann看见一个衣着精致、

气质高雅的女子坐在沙发上看杂志，就急急地迎面而

上：“你知道电梯在哪儿吗？”她放下杂志，指着右边的

一扇小门，Ann道了谢正要挪步，只见她站起来说：“还

是我送你上去吧！”

Ann随她穿过那扇小门，穿过长廊，就看见两扇关

闭的铁门，她按了一个钮，一扇门就开了。Ann和她走

进去，她按下关门的钮，又按下Ann要去的楼层号，一会

儿门再次打开，对面就是Ann要去的部门。Ann匆忙地

走了出去，等Ann回过头去要谢她时，她已被隔在铁门

的那一边了。

送完文件之后，Ann乘坐电梯顺利下楼，那几个动

作太简单了，一看就会。那女子早就离开大厅。也许，

第一眼，她就看出 Ann 是个刚进城的乡下孩子，她怕

Ann被困在电梯里更尴尬，所以用巧妙的方式教会Ann

使用电梯，Ann朝她坐过的位置投去感激的一瞥。

几年后的某一天，Ann从某大厦大厅里出来，就有

一个少年急急地拦住Ann：“你知道电梯在哪吗？”只见

他双手抱着一台主机，有着和Ann当年一样纯真的眼神

和迷茫的表情，那一刻，Ann有些恍惚了！Ann带他到

了电梯间，然后送他到要去的楼层，在电梯门口，等他

放下主机向Ann挥手致谢，Ann也已隔在电梯铁门的另

一边。

上期提到，美国军人辛泽曼

(Jeremy Hinzman)，于 2004 年与娇妻

及儿子来到加拿大，申请难民身

份。 案件被安排在移民及难民局的

一个审裁组审理，由于辛泽曼所持

的论据，是非常具争议性，亦是前所

未有的，所以在审理期间，造成极大

哄动。

聆讯在2004年12月6日至8日

进行。在庭上，辛泽曼和他的律师

认为，在伊拉克的战争是违反国际

法，随后的占领更加违犯了日内瓦

公约所规定的国际人权。如果辛泽

曼参与该战争，即等同参与非法活

动，辛泽曼便会变成一个潜在的战

犯。然而，移民及难民局在正式聆

讯前已裁定，该战争的合法性与否

的证据，不能在聆讯时呈堂。

等待判决期间，辛泽曼和他的

家人继续居住在多伦多。他参与一

些反战运动，并极受欢迎。他偶尔

亦到其他加拿大城市的校园演讲和

进行和平集会。不过，辛泽曼也是

极之“惹火”，因为亦有很多人对他

很不满，称他为卖国贼、懦夫和寄生

虫。 据辛泽曼称，在聆讯期间，他收

到一些死亡恐吓。

在 2005 年 3 月 24 日，审裁组裁

定辛泽曼不是一个“凭良心拒服兵

役者”，拒绝他的难民身份申请。结

果是，辛泽曼将会被遣返美国，面对

监禁。值得注意的是，审裁组的裁

定 ，与 国 际 特 赦 组 织 (Amnesty

International) 的观点，大相径庭。国

际特赦组织认为辛泽曼是一位真正

“凭良心拒服兵役者”。

辛泽曼决定向联邦法庭提出司

法复核申请。

2006 年 3 月 31 日，联邦法庭驳

回了辛泽曼的司法复核申请。不

过，他被准许向联邦上诉庭及最高

法院提出上诉。

2007年11月15日，最高法院拒

绝受理他的案件，维持移民和难民

局审裁组的决定。

2008年6月3日，加拿大国会通

过一项动议，建议政府立即采取措

施, 准许有关凭良心拒服兵役者, 居

留在加拿大。

动议受到多个国际媒体的关注

和报导，包括英、美、加著名杂志和

报刊。可是，辛泽曼并没有因此而

受惠，原因是动议是无约束力的，政

府可以置之不理。

辛泽曼没有放弃，并尽最后努

力。他分别提出两项申请：第一，就

是“遣返前风险评估”(Pre-Removal

Risk Assessment) (简称“PRRA”)；第

二，就是以“人道和同情”理由 (Human

and Compassionate Ground) ( 简 称

“H&C”)移民加拿大。

2008 年 8 月 13 日, 有关当局拒

绝辛泽曼的该两项申请，并通知他，

将会在9月23日前被遣返美国。

就在最后期限来临的前夕，即

2008 年 9 月 22 日，一位联邦法庭法

官决定暂缓执行遣返令，以便给予

法庭时间，去决定是否审理辛泽曼

的“人道和同情”上诉。辛泽曼和家

人，才得以继续停留加拿大。

至于辛泽曼的最终命运如何，

就要多等一段时间了!

此文由 CWO 加拿大认证移民

顾问香港律师吴耀荣先生提供。

职场新人必备职场新人必备 电梯里的百味电梯里的百味

人在职场，需要和各种各样

的人打交道。有这样一些人，他

们会对你的人生和事业有很大

的帮助，甚至能让你的人生和事

业有转折性的改变。如果你身

边有这样的人，你一定要善待他

们，千万不能因为自己的态度而

错过他们哦！他们可能是你的

员工，可能是你的老板，可能是

你萍水相逢的人，也可能是你的

竞争者。

1.愿意无条件支持你的人

如果有人愿意无条件地支

持你，他肯定是你的贵人。他无

条件的支持你，是因为他相信你

这个人。当他知道有小人在你

背后中伤你，他会力挺你，帮你

说好话来澄清！这种人从心里

接纳你，并把你当成“自己人”，

你的一举一动都让他或她上心。

2.不停唠叨你的人

你身边是否有些人喜欢唠

叨你？如果有，请不要不耐烦，

他唠叨你，并不是因为不喜欢

你，而是因为关心你！就因为他

在意你，关心你，希望你更好，所

以他才会唠叨！他的唠叨是提

醒，在事情发生前，他希望你可

以少走冤枉路。

3.愿意和你同甘共苦的人

有人说，锦上添花者多，雪

中送炭者少。如果有人愿意和

你同甘共苦，愿意陪你一起走过

风风雨雨，那他就是你的贵人。

毕竟，在你有难的时候离开很容

易，留下来支持你不仅需要勇

气，还需要情义。这种人可以陪

同你分担一切的苦，分享一切的

乐，这是贵人。

4.教导及提拔你的人

有的人就像你的老师，总会

提点教导你。不论他是温和还

是严厉，能指出你的不足并教你

改进，这种人也是你的贵人。他

看到你优点的同时，也了解你的

不足之处，他能协助你，提拔你，

他不嫌弃你。

5.能发现、欣赏、接纳你长

处的人

一个愿意发现你的长处、欣

赏你的长处、接纳你的长处的

人，肯定是你的贵人。有些上司

虽然发现你的长处，但是他未必

喜欢及欣赏它，更别说接受它！

这关键在于他们往往会担心你

会对他造成威胁，特别是你的长

处是他所缺乏的。因而，一个能

够欣赏你的人，不仅心胸宽广，

且能和你共续发展，这种人的企

业才能做大。

6.能成为你的榜样的人

贵人言行一致，讲到就肯定

做得到，他们往往不喜欢夸大，

常会默默地做，做比讲来得多。

这种贵人具有实力和谦虚的性

格。一旦他们开始自大，他们就

将完全从贵人变成小人。

7.遵守承诺的人

贵人都遵守自己所作出的

承诺，因为他们能够很清楚地知

道自己的能力所在，自己能不能

全力达到承诺的内容。和这种

人在一起，你不用担心被出卖。

8、不放弃而相信你的人

贵人是不会放弃他的伙伴

的，贵人会相信同一个团队的

人。如果有人指责他的伙伴有

罪，一般来说，贵人会视对方无

罪，一直到对方被定罪为止，这

说明贵人会完全相信他的伙伴，

全力支持他。

9、愿意生你气的人

如果他还愿意生你的气，你

就得感激他。这是因为他还很

在乎你。试想，如果你完全不再

爱对方，你会理会他吗？爱的相

反并不是恨，而是冷漠。如果我

们恨对方，这动作告诉我们其实

自己还是很爱他，如果你对对方

所做的一切一点感觉也没有，这

叫做冷漠，这才是完全不爱了。

10、愿意为你付出的人

如果他愿意为你付出，只因

为你是你，那你肯定很幸福，因

为他处处为你着想，这种人就是

你的贵人。如果你身边有这种

人，就要好好表现。不要辜负了

“贵人”对你的期望，也别错失了

机会。 （栗天瑞/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