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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手机和社交网络改变什么？
张 进

喻 丰

智能手机及社交网络，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与工作方式，也改变了人际交往的形式，以
及人的心理和行为。在助益于组织内部管理的同时，也带来新的挑战。值得思考的是：如
何能够享其利而避其害？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把人们固定在办公室或
家里。智能手机带来的移动互联网时代，则让我

的一个手机响动便会打断好不容易找到的“连贯
性”，让手机使用者的意义感降低。

们在手指舞动的同时，每时每刻都处于工作和生

当然，时间的碎片化也并非一无是处。我们

活的二维状态。智能手机及社交软件为我们的生

知道，人类是非常喜新厌旧的。为什么给孩子买

活、工作带来一些新的形态与希望时，也带来了

一个车模不如给他买一个积木？当然是后者变化

一些弊端与挑战。

多端，可以让孩子不容易适应。我们对同一件事
情的喜欢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边际效应递减的。

生活上的冲击与变化

同样，时间的碎片化有利于打破人类的情感适应，

信息获取的利与弊

人类会因为不适应一个任务而对其保持一定程度

智能手机及社交网络使我们能够随时随地获
取信息。丰富的信息能够为那些善于处理信息或

人际交往方式的利与弊

者“统计”信息的人带来好处。人类的思维方式

人是社会动物，人与人的关系通过信件、邮

也可能为之改变，变得更加能够从大量信息中抽

件、电话、短信或面对面交往而建立。智能手机

取出有用的信息。这一过程也许需要时间，但今

改变了人际交往方式，大家习惯于通过智能手机

天的智能手机时代一定会将人类塑造成为今后的

来建立和维系人际关系。手机作为移动社交工具，

统计学家或者数据科学家。

突破了地域、时间的限制，让沟通变得更方便。

然而，信息获取的过程会将人的一天切割为

这种人际交往方式提升了社交的效率，帮助我们

一个个的时间碎片。人类的各式活动被不断地干

建立或维护了过去很难建立和维护的关系。过去

扰着。这会造成我们难以进入一种全神贯注的幸

点对点的联系，现在变成点对群、群对群的联系。

福状态，也会使我们的生活更加空虚。
米哈莱·齐格森特米哈伊早已提出，闲逛以

50

的兴趣。

按照社会关系理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分为
强关系与弱关系。所谓强关系，指的是人与人之

及在网络上闲逛实际上并不会产生快乐的“心流”

间密切的、有很强的情感因素维系着的人际关系，

（Ｆｌｏｗ）体验。碎片化的时间会造成我们生活意

例如家人、好朋友等。强关系给人带来的是信任、

义的缺失。密苏里大学的心理学家劳拉·金最近

关怀和爱等情感体验，但由于强关系社会网络同

发现，人类生活的意义在于“连贯性”。而这种“连

质性较强，即交往的人群所处的环境、从事的工

贯性”的意义却在智能手机面前不堪一击。随意

作、认识的人、掌握的信息都是趋同的，对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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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的帮助是有限的。

交的深度与持久性却可能下降。

这时智能手机及社交网络的另一种作用就体
现出来了：帮助我们建立弱关系。弱关系基于一

工作上的冲击与变化

种名片关系，我们关注的是他人是否能分享资源、

工作上的受益

是否能带来机会。智能手机大大提升了建立弱关

以智能手机为基础的社交软件的出现，极大

系的效率，例如微信中的同事圈、同学圈、同行

方便了人们之间的相互联系，为企业提高管理效

圈，以及因某种共同爱好或在某次活动后建立的

率提供了新的手段。

圈子等等。这些圈子经常提供海量的信息，其中
可能出现十分有用的信息。

某移动公司原来习惯于使用 Ｅｍａｉｌ 向员工发
布消息、传递企业文化或者征求意见，结果应者

智能手机在社会交往方面也会带来负面的影

寥寥。

响。微博或微信中满天飞的各种新闻、消息、文

经过调查，发现公司大多数员工是 ８０ 后和

章、图片、视频等创造更多学习机会的同时也带

９０ 后，他们对传统的单向沟通软件（Ｗｅｂ １．０）

来了不可避免的负面影响，即信息爆炸。我们可

不感兴趣。因此不愿阅读公司发布的消息，更无

能会花大量的时间阅读无用的信息、玩游戏、自

心回复。员工与公司的隔阂日渐加深，归属感和

得其乐，而不愿意外出与他人交往。借用智能手

主人翁意识日渐淡薄。

机，人们与家人、朋友以及外界社会的交流再也

随后，该公司的领导做了大胆的尝试，将双

不需要现实的空间和整块的时间，只要动动手指

向沟通软件（Ｗｅｂ ２．０） 引入公司，建立班组博

就可以随时完成。由此造成的后果是面对面交流

客 （Ｔｅａｍ Ｂｌｏｇ）， 吸引员工对公司的关注和投

的机会越来越少了，甚至面对面交往的功能也逐

入。经过一段时间的试验，发现员工的参与度大

渐退化了。

大提升。过去老板或公司给员工写信，几乎没有

心理学研究发现，人们是用大量的语言线索

什么反应，现在很多人愿意回信跟帖，公司借此

比 如 姿 势、 语 气、 语
调等背景信息来推断
说话人的意图、地位以
及 人 格 的。 这 种 用 背
景信息来进行推断的
能力在中国表现得尤
为明显。心理学家理查
德·尼斯贝特和彭凯平
发现，中国人尤其擅长
知觉背景信息，但这种
知觉的能力在智能手
机时代的交流中却无
从施展。也许我们需要
将更多难以表达的内
容换成用文字或者表
情图片来表达，这使得
交往中的掩饰性变强，
社交的难度降低，而社

让“低头族”抬头比戒烟更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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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递信息和塑造企业文化。
如果有员工提出工作上的难题，许多员工都
会主动解答，帮助解决问题。当公司征集大家的

的都是冰冷的屏幕，邮件、文件、数据不含一丝
人情味，而通过在博客、微博、ＱＱ 或微信建立群，
大家可以双向即时沟通。

创意时，会有许多热心人积极参与，创新意识大

首先，信息的共享使所有成员能够实时了解

大提升。

某件事情的发展和变化，以便及时应对。管理心

● 提升沟通效率，增强参与积极性

理学发现：当组织中信息公开时，成员参与的积

广告公司的创意团队经常使用头脑风暴法碰
撞出好点子，麻烦的是大家不得不多次开会。在

极性能够有效提升，归属感增强。因为他们能够
获得更多的信息，感到自己是被重视的。

此过程中，预订办公室、约定各人的时间总是很
麻烦，需要经过多轮协调方可确定。

以往发出邮件之后，需要等待，不知道对方何时

一家广告公司的创意团队建立了微信群，团

回复，在等待期间会产生焦虑。并且员工普遍对

队成员随时随地在微信中提出新点子、进行讨论

与自己工作无关的事情不热心，不太热衷于插手

或对别人的意见进行修改和补充，在微信群中进

别人的工作。调查发现，使用微博、ＱＱ、微信

行头脑风暴，大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

等社交工具之后，当某人在其中提出问题或需要

● 助益于群体决策

帮助时，总会有许多热心人出来答复。

企业的决策通常不是由某一个人做出的，而

这实际上引出了智能手机的一个特点：人情

是多人或团队集体决策的结果。按照以往的决策

味。单向沟通方式，如发书面文件、发电子邮件

模式，需要在所有决策参与者之间分享信息、讨

等，是冷冰冰的、滞后的、缺乏人情味的。而面

论议题、发出指令，还要协调时间和地点多次开

对面沟通是有人情味的，但需要大量时间的投入。

会讨论，从而陷入无休无止的文山会海中。即便

智能手机基础上的双向社交工具，在工作之外带

如此，也不能保证决策的顺利做出。

来了人情味。除了理智的问答之外，还能表达自

这样的沟通模式对时间和空间消耗很大，而

己的情绪和表示对他人的支持、同情和理解，人

借用智能手机中的社交软件可以大幅度节省时间

们从中获得更为丰富的情绪体验。总之，Ｗｅｂ２．０

和空间成本，加快决策进程。

的交流更接近人类习惯的交流方式，即理智加感

某知名时尚管理集团老总，每天花大量的时
间与高管团队沟通。主要方式是一对一打电话、

情。
工作上的挑战

发短信，或者通过无数次开会来协调工作。每天

虽然新一代社交软件，特别是基于智能手

都陷入电话山和会议海之中，晚上回家也不得安

机的社交软件应用极大地便利和丰富了人们的生

宁，睡觉前还在收发短信。老婆和孩子都埋怨他

活，给组织管理带来了新的工具。但是，第一，

人在家里，心在公司。

它们不是万能的，借用工具只是给人提供新的手

自从学会了使用微信以后，该老总在第一时
间建立了高管团队圈。从此所有高管都可以即时

段而不能代替人。第二，社交软件的普及同时带
来负面的影响。

分享信息、沟通、讨论，随时监控整个项目的进程。

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认为判断一个管理工

遇到问题及时反应，迅速讨论出最好的解决方案，

具是否有效，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准是看它是否把

有效地节省了决策所需的时间。

人们的时间变得更零碎。如果把时间切割得更零

● 让工作更有人情味

碎，让大家无法集中精力做事，就不是好的工具。

全球著名的大型跨国公司都会给员工配备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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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提升沟通效率，有助于快速解决问题。

使用微博、ＱＱ、微信等工具讨论、开会时，正

记本电脑和无线上网卡，上下级之间、员工之间、

在集中精力做计划、与客户谈判或参加另一个重

员工和客户之间通过电脑交流是常态。大家面对

要会议的其他人会受到影响，导致工作效率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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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虽然智能手机上的交流工具有助于信息快

不是很大，人与人之间都是多点沟通，信息传递

速传播，但会产生过多的垃圾信息，反而会占用

层级较少，每个成员的决策参与度较高。例如广

时间、干扰对有用信息的及时分析和处理。

告、公共、文化、创意公司或团队，甚至一个项

玛丽米克的调查显示，受访者每天平均触碰

目组，都比较适合用这些工具。但对于那些层级

智能手机 １５０ 次，发信息 ２３ 次，打电话 ２２ 次，

分明、上下有序、强调执行和纪律的传统型公司

紧随其后的是查看时间、听音乐、玩游戏、访问

来说，这些工具未必适合。

社交网络、使用相机和浏览网页等，其中用于工
作的次数寥寥。佛罗里达大学、密歇根州立大

学会享受便利，而不被绑架

学和华盛顿大学的学者们对企业的中高层管理人

智能手机作为一个智能化集成平台极大地便

员使用智能手机的习惯和他们的工作情况作了研

利和丰富了我们的生活，但也对工作方式和工作

究，分别针对 ８２ 名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和 １６１ 位

行为带来了新的挑战。智能手机模糊了生活和工

企业员工的研究结果显示，下班后仍然使用智能

作的界限，严重侵犯生活。智能手机占用时间挤

手机进行工作，使当事人难以从工作状态中恢复

压人与人的社交，造成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电子化。

过来。主要表现在睡眠时间减少、睡眠质量下降、

一方面，人们可以利用智能手机这个强大的工具

早上精神不好、注意力不集中等。

提升管理水平、提升工作效率。另一方面，也要

使用任何电子设备，包括智能手机、笔记本

设法降低智能手机对工作效率的负面影响。

电脑、平板电脑和电视等都会影响第二天的工作

如何才能既享受智能手机的便利，又不被

效率，但智能手机的影响最大，原因是手机最方

手机绑架成为它的奴隶？哈佛商学院珀洛教授认

便，可以随时随地带在身边。

为，“我们假设把时间分为‘开’和‘关’两部分，

虽然智能手机在某些情境中有助于提高公司

‘开’包括工作时间和可支配业余时间，以便应

内部沟通的效率，但它模糊了工作时间和非工作

对突发工作。引起我们关注的是，分配给‘开’

时间的界限，让工作侵扰了正常的休息与生活。

的时间越长，就会出现越多不可预见的工作。”

从长远来看会带来员工对工作的厌倦，降低员工

大多数研究表明，如果适当地对使用智能手机加

工作的效率。

以限制，合理地分配和控制工作时间，可以帮助

哈佛商学院珀洛（Ｌｅｓｌｉｅ Ｐｅｒｌｏｗ）教授的实
验发现：一组被要求每周至少关机一天的员工的

人们打破被手机绑架的困境，提升员工的工作表
现和幸福感。

工作效率有明显提升。如果规定晚上不能工作，

总之，智能手机及其应用软件的出现，尤其

７８％ 的员工对工作表示满意。另外一组没有被如

是社交软件的出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与工作方

此规定的员工对工作的满意度只有 ４８％。也就是

式，也改变了人际交往的形式，以及人的心理和

说，如果在公司形成随时工作的文化，长远结局

行为。智能手机及社交软件作为企业管理和组织

就是工作倦怠和效率降低。

内部沟通的有利武器的同时，也给个人和组织带

因此，公司在试图借助智能手机上的社交工

来一些负面的影响。那么，如何在利用智能手机

具提升工作效率的同时，应该注意区分工作和非

帮助生活和工作的同时，降低它带来的负面影响、

工作时间，帮助员工保持工作和生活之间的平衡。

是值得思考和探索的。

管理者应该树立榜样，尽量不在工作之余发送讯
息，或者降低对回复时间的期望。
总体看来，是否能够利用智能手机基础上的

（张进，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人力资源与组织
行为系副教授。

社交软件提升管理效率不能一概而论，要具体问

喻丰，清华大学心理学与伯克利加州大学心理学

题具体分析。在结构扁平的网络型组织中，规模

系联合培养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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