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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第一次：挖了一名技术高管
采访中，Tina分享了当猎头的第一个成功案例。
20岁的她，甲方是一家天使轮初创型互联网公司，

急招一名CTO（首席技术负责人）。
她查阅了大量资料，走访了大量互联网人士，得到

了一个有效信息——由于互联网行业开发技术是易通
的，只是产品的细分领域和承载的数据体量有所不同，
其实这类人群一直关注市场动态以及尝试接触不同细
分领域。于是，她引导甲方，不要关注于人才过往的领
域，而是关注人才的技术含量及战略布局观。

谁也没料到，她把目标锁定在一家知名公司的元
老级人物身上。“他是一款软件技术开发的元老级人物
之一，要想他从国内服务用户最多的互联网企业，跳槽
到当年仅有20多人的创业型公司，想想都是不可能发
生的事。”她说。

不可思议的是，她拿到了人生中第一单。
怎么做到的？她说，打电话沟通显然行不通，对方

把她跟一般营销导购员看待，接二连三挂断电话，批评
她不专业、没经验，好几次把她狠狠一顿教育。

Tina自小信心爆棚，很倔，不会轻易放弃。为了解
对方的喜好，她在对方公司大楼下潜伏了一个多月。

“技术高管都很忙，每天工作到晚9点以后。”Tina甚至
摸清了对方的习惯：下班后，去公司楼下咖啡馆喝一
杯，再回家。

“借他放松的机会，我跟他聊工作困惑，也聊自己
的工作困难，真诚地交谈。”她说，努力的人，运气都不
错，他们逐渐成为朋友。

“猎头的职业操守首要，就是要为服务对象保
密。一来，不能辜负甲方信任；二来，真诚专业地为候
选人选好下家。”她说，秉着对双方负责的态度，通过
专业引导和多次背景分析后，最终，她完成了人生中
的第一单。最终，这位候选人在新的领域，突破了职
业晋升瓶颈。

“要想当好一名猎头，真诚和勤奋不可少，还带一
些运气。”她说。

她的第一次：实现全国冠军梦想
在上月举行的全国二青会上，毕丁予第一次夺得

难度攀岩冠军，实现了全国冠军梦想。
在9月21日举行的重庆市全民健身运动会攀岩比

赛中，按照奥运规则，毕丁予以速度攀岩第一、抱石第
三、难度攀岩第二的佳绩，击败年龄更大的选手，夺得
女子全能冠军。

是否会考虑冲击奥运会？毕丁予笑了：“说实话，
真的有想过！我在2015年就进入了国家队训练营，感
觉自己可以拼一把。毕竟，和我同期的张悦彤，已经是
国内女子攀岩第一人了。我也想为国争光！”

要想走上奥运会的舞台，就要付出更多努力，甚至
需要暂时放弃学业。为了学业，毕丁予选择放弃职业
攀岩训练。“训练后根本无法兼顾学业，所以我还是放
弃了，仍然正常上课，周末训练。”

虽然放弃了成为职业攀岩运动员、冲击奥运会的
计划，但是毕丁予没有放弃比赛。“重庆具有很好的攀
岩设施，华岩攀岩公园承办过多次世界级大赛，这样的
场地对于提高成绩有很大的帮助。现在，我是在保证
正常学习的情况下，认真训练和比赛。目前我正在备
战明年的市运会，下一步还会备战 2021 年全运会。
2017 年我第一次参加全运会，名列第 16 位，希望 2021
年全运会再进一步，创造业余选手的最好战绩。”

一副好身材 随便吃还不用减肥

结识好朋友 互相尽好保护职责

磨练意志力 面对挫折不轻言放弃

观赏好风景 适合攀岩的地方环境空气都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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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1
日，16岁少
女毕丁予夺
得重庆市全
民健身运动
会 攀 岩 团
体、全能双
料冠军。

近日在
国内上映的
奥斯卡最佳
纪录片《徒
手攀岩》，让
这项运动再
次引起大家
关注：真实
的 攀 岩 运
动，相关费
用昂贵吗？
是否像《徒
手攀岩》里
那样危险？

带着这
些问题，记
者采访了毕
丁予和她的
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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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非常好的亲子运动”
孩子攀岩过程中，都是父母负责保护

记者的采访话题是从《徒手攀岩》开始的。
毕丁予告诉记者：“这部电影从开始宣传，我就在关

注了，毕竟是纪录片，不是特效做出来的。电影上映以
后，我和爸爸、妈妈一起去看了。主角通过艰苦训练，最
终徒手攀上900多米的悬岩，我真的是震撼了。只有真
正练过攀岩的人才知道，当你的双手承受浑身重量时，
压力有多么大。”

《徒手攀岩》电影中，主角有这么一段让人印象
深刻的话：“如果你手脚滑了，手支撑不了你，只有死路
一条！”

攀岩运动真的有极大危险？毕丁予解释说：“电影
主角从事的是徒手攀岩，是一项不系安全绳的极限运
动，只有少数优秀攀岩爱好者才能挑战。从电影中也可
以看出，主角在训练时还是会系安全绳的，直到每个岩
点都熟悉了，才会徒手攀岩。国内推广最多的是竞技攀
岩，整个过程都会系安全绳，有人保护，整个过程非常安
全，不会出现失手摔下造成伤亡的情况。”

听到女儿说的话，妈妈王丽介绍了自己的另一个身
份——保护者：“每次女儿外出攀岩，我都是负责保护。
攀岩其实是一项非常好的亲子运动，在大部分小朋友攀
岩的过程中，都是父母在下面负责保护——把安全绳拉
稳，盯着岩壁上孩子的一举一动。这项运动安全性很
高，从女儿4岁半接触攀岩开始，到现在10多年时间
里，我们从没见过有安全事故发生。”

“这项运动门槛不高”
一双攀岩鞋、一根安全绳就可以玩

毕丁予和攀岩运动的缘分是在2007年结下的：王
丽带女儿去北城天街逛街，到了现场发现有个攀岩馆；
女儿觉得好玩，母亲就交了费，让她玩，没想到成就了女
儿的攀岩之路。

王丽说：“当时其实没想过让她学攀岩，只是找一个
能托小孩的地方，没想到她喜欢上了这项运动。现在回
想起来，只能说这项运动门槛不高。小孩子去了，租双
攀岩鞋，系上安全绳就可以玩了。”

为什么4岁多就喜欢上了攀岩？毕丁予的回答让
人忍俊不禁：“攀岩墙顶部有很多铃铛，爬上去就能摸
响，感觉很有趣！结果，多玩了几次就喜欢上了攀岩。”

2009年，毕丁予开始接受专业训练，很快展现出不
俗的天赋：2011年首次参赛，就在全国青少年攀

岩锦标赛中夺得速度攀岩第四名。
随后，毕丁予一直坚持参加各种攀岩

比赛。水平提高了，装备自然也升级了，
现在陆陆续续添置专属的攀岩设备，价
格称不上昂贵：动力绳1000多元、快挂

1000多元、主索400多元、安全绳
400多元、攀岩鞋700多元、头
盔 300多元、粉袋 100多元
和保护器100多元。有了这
些装备，她也有了挑战天然
岩壁的机会。

毕丁予的父亲毕克
俭告诉记者：“一般到了
假期，我们都会和女儿
出去攀岩。之前去了
广西阳朔、泰国甲
米等攀岩胜地，那
些地方的环境、
空气都非常棒。”

聊起户外
攀岩，毕丁予分
享了 2017 年在

甲米攀岩的有趣经历：“那次到了甲米后，妈妈和同行的
伙伴都生病了，没人给我打保护。可我想挑战一条名叫
海啸的线路，就去找了一个外国哥哥，尝试用简单的英语
加手势沟通。没想到，外国哥哥居然答应了，冒着酷暑
非常认真地保护我。虽然我没能登顶，但这段经历让我
认识到，天下岩友都是一家，通过这项运动我结识了很
多好友。”

“攀岩最锻炼人的性格了”
每条线路基本上都是从失败开始的

身高1.58米的毕丁予，体重42公斤，显得很高挑。
12年的攀岩训练，让她的身体状况明显好于同龄人。

说起这点，毕丁予相当自豪：“同学们都很羡慕我随
便吃还不用减肥。从小学、初中到高中，我的体育成绩
都很好，中考体育是满分，校运会400米每次跑冠军！”

王丽告诉记者：“女儿的身体比我还好，她上小学四
年级后，我发现她每次感冒发烧，都不用吃抗生素，回家
多喝水，吃点中成药，最多一天半就好了。不像我们，一
感冒就是四五天，甚至一周才好。”

不过，在毕克俭看来，女儿练习攀岩不仅仅收获了
好身体，还收获了意志品质。他说：“攀岩最锻炼人的性
格了，因为每条线路基本都是从失败开始的，On-sight
（事前不知道这路线的攀爬信息，第一次攀爬就能做到
无坠落成功完成）这样的事，太少了。在不断的尝试中，
孩子养成了面对挫折不放弃的心态。”

当然，每项体育运动都会有伤病，攀岩也不例外。
毕丁予摊开双手，一脸平静地告诉记者：“你看我的手掌
上有茧，这些就是攀岩磨出来的。茧磨破的事，我都习
以为常了。”

至于大的伤病，毕丁予遇到过两次，但她没有害怕，
反而吸取了教训：“一次是年幼的时候，手部锻炼不够，
力量不太足，在抓点处弄伤了手腕。另一次是绳子没按
要求放好，下落时右腿被缠住，磨伤了。这两次受伤，让
我更加重视日常训练了，正如《徒手攀岩》的主角一样，
只有认真付出才有回报。”

听着女儿的话，毕克俭忍不住点头：“在克服伤病、
不断挑战成功登顶的过程中，女儿收获了自信和韧性。
我非常庆幸女儿练了攀岩，没有像很多同龄人一样，一
有时间就窝在家里玩手机、电脑。”

▶ 喜 爱 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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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见候选人前仔细“备课”

工作中的Tina随时补妆

▶户外攀岩

▲室内比赛

▲穿职业
装的Tina

▲办公桌上放着零食保健品

▶ 爸 爸 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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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丁予（中）在重庆市全民健身运动会
夺得女子全能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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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职加薪机会升职加薪机会

选择方向 尝试在移动医疗、健

康康养产业等新兴领域寻找机会

做好简历 精心准备不同版本，

投递给不同岗位、不同企业

注意日常 干好工作，积累阅历

让 阅 读 慢 下 来 ，让 生 活 慢 下 来

新闻慢
日前，

智联招聘联
合中国人民
大学中国就
业研究所共
同 发 布 了
2019 年第
二季度《中
国就业市场
景气报告》。

如果你
是人才，又
该如何得到
升职加薪的
机会？

昨日，
记者采访了
重庆知名女
猎头 Tina，
分享她的从
业心得，或
许对你有所
帮助。

重庆晚
报-上游新
闻记者 李
琅 摄影报
道

做好自己干好工作
把简历报告琢磨好

90后的Tina，是智联招聘重庆分公司专业猎头。一
看就是非常有韧性的职场姑娘，个高，大眼睛，漂亮，气场
强，27岁已晋升为项目经理。

Tina 是她的英文名。她解释，不愿意公开真
名，因为这是她所在的行业一个不成文的行规。她
也不会轻易让人读懂她的心思，尤其是她工作的方
式方法。

重庆猎头行业发展怎么样？Tina说，国内运营PS
模式的猎头企业并不多，很现实的原因是，做单一行业或
岗位难以支撑企业运营。猎头服务，是专业人力资源服
务中，很特别的一种岗位，也是最出彩的。

“不少人对猎头这份职业有误解。”Tina说，实际上，
猎头不限于挖人，还要为客户提供人才测评、企业咨询等
综合性服务。要想当好优秀人才和企业之间的红娘，首
先需要敏锐的眼光。

单从中高级人才挖掘的经验来说，Tina提到了人才
简历报告。她表示，在各大招聘平台上搜索人才简历报
告，是最传统的挖掘方式。

“如果想在众多求职者中脱颖而出，让笨笨的猎头看
到你、找到你。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把简历报告琢磨好。”
Tina说，聪明的求职者，在投递不同岗位、不同企业时，
善于准备不同版本的求职简历。要想猎头找上门，首要
是做好自己，干好工作，积累好阅历。

Tina说：“没有什么事是坐享其成的。”

跨界型中高端人才
在重庆算最抢手的

Tina 介绍，通常来说，招聘外包主要服务于蓝
领和批量小白领岗位需求的企业。猎头的猎物，多
数时候指向总裁、总经理、人事总监、财务经理、高
级项目经理、高级顾问等中高端人才。业内把猎物
称作候选人，“眼下人才需求最旺的行业，竞争也是
最激烈的。”

Tina举例说，根据智联招聘2019年夏季雇主需求
与白领人才供给方面数据分析，重庆夏季排名靠前的行
业，竞争指数最高的是物流和仓储行业，其次是跨领域经
营行业（指主营业务不局限在一个领域），再者是航空航
天研究与制造业及网络设备行业。另外，交通和通信行
业的竞争指数也不低。

“这些行业竞争指数环比、同比上升。”Tina说，行业
发展离不开人的才华施展和创新，需求越迫切，企业对员
工能力要求也就越高。

“重庆地区中高端人才挖掘的方向，一部分来自外地
引进。”Tina说，企业需求和猎聘方向随时都有变化的可
能。就她的个人经验而言，目前，跨界型中高端人才，在
重庆算最抢手的。

2014年，Tina从深圳大学建筑专业毕业后，机缘巧
合进入这行。“淘汰率非常高。”这是她对这份职业的最初
认识。

“做猎头需要特别的勤奋，这一点无法改变。”Tina
说，入门级猎头的压力最大，没有独立的资源圈和人才
库，只有通过电话沟通，试着扩大人脉圈。每天打上百个
电话，把耳朵捂疼的情况时有发生。

“上千个电话里面，能有几个人愿意和你沟通，就
已经很不错了。”Tina 说，通过打Cold-Call（猎头用
语，给不认识却有可能是潜在客户的人打电话），是
猎头的必经之路。通常来说，上午电话接通率最低，
中午午休接通概率也低，黄金沟通时间一般在下午4
时至晚上8时。

“既然电话沟通已很难了，可以想象一下，要把候选
人约出来面谈，该有多难？”她说。

选择适合的职业
持之以恒地坚持

Tina的办公桌上，有各类保健品罐子和
面膜盒。办公室墙脚，零散放着几个收折
床。无数个加班的夜，她和团队就坚守在这里。

Tina的朋友说，猎头这份职业很现实，似乎每个人
都是明码标价的。Tina不否认，她的薪酬和绩效是相互
挂钩的。

“没有人不看机会，只是看这个机会能否打动他。”
Tina认为，准确了解客户和人才的真正需求，是选择这
项工作的最大挑战。

“如果没有价值地跟进下去，或者对方意愿非常坚
定不能动摇，我才放弃。”Tina说，她经历过各种失败案
例，比如：精心挖掘的候选人，已经过企业8轮面试，最
终因为学历问题而放弃；在薪资谈判环节，双方意愿不
一致，最终前功尽弃；被放鸽子，更是习以为常了。

“眼下，龙头企业对一般岗位的需求不迫切。”Tina
建议，刚毕业的大学生，试着从移动医疗、健康康养产业、
互联网金融、教育培训等新兴领域寻求发展。

各个行业都有各自的辛苦，Tina认为，选择了适合
自己的职业，持之以恒地坚持，就会有所成就。

Tina的父亲从事建筑行业。在父亲眼里，女儿只
是个刚参加工作5年的年轻人，在这个行业要走的路
还很远。

Tina也是这么认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