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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工作
	| 崔康嘉

一提到华为，很多人想到的是“狼
性文化”，超长的工作时间与丰厚的劳动
报酬。但华为作为近几年中国风头正劲
的民营企业，能做到行业内世界顶尖水
平，其管理体系和工作方法更值得各行
各业学习与借鉴。企业如果没有行之有
效的管理体系和工作方法，将难以维系，
更别说做到行业领先。看完《华为工作法》
后，我对华为公司有了更多的了解，同
时，作为一名基层管理者，结合自身实际，
反思自己有哪些不足的地方，哪些是值
得学习借鉴的地方。

无论是企业还是员工，并不是投入
工作后才开始制定目标，而是先制定目
标，然后才开始工作，每一个人都需要
确定自己工作的目标。想要做好自己的
工作，就一定要做好过程全程掌控。明
确自己想要什么，写下自己的目标，然
后时刻提醒自己按照这个目标去做。将
自己的目标进行分层与切割，去设置各
种短期目标和阶段性目标，一点点完成
短期目标和阶段目标就可以顺利完成最

终的目标。
工作效率是一切工作的基础，要切

实提高自己的工作效率。工作中要团结
一切自己可以调用的资源，这是保证工

作顺利开展的基础。要先去解决容易解
决的问题，这样可以顺带找到工作的节
奏 ；将工作中琐碎的事情集中处理，这
样有利于集中注意力去处理重要的事 ；
要按照流程去做，化繁为简，尽量简单
有效化 ；要尽量确保用合适的方式方法
做正确的事情 ；要合理运用逆向思维，

提高效率 ；要踏踏实实地工作，时刻做
好应对困难的准备 ；要耐得住性子，沉
得住气，专注细节，不断地去打磨细节。

不断提升自我，是前进的动力，要
敢于质疑现状，主动发现问题，解决问
题。在工作中有不懂的地方应积极、主
动去请教前辈。要有危机意识，居安思
危，保持警惕。要有创新意识，不断改
进自己的工作流程，创新自己的工作发
展，尽可能提升工作价值要素。谨记“木
桶原理”寻找自己发展当中的短板并积
极去改进，通过这种方式，不断提高自己。
不要害怕失败，在挫折中磨炼自己，才
会有机会变强。快乐工作，自己要在工
作的重压下学会心理疏导。正确认识自
己的价值，找到自己的定位，提升自我
认知能力，努力创造自己的价值。

华为工作法不仅可应用在工作中，
生活中也同样适用。所谓知行合一，首
在知，重在行。在工作学习中，应该不
断借鉴“他山”的做法，努力提升自己，
立足本职岗位，做出更好的成绩。

《活着》有感

	| 韩晓栋

究竟生命能否给我一个回答 ：一路
的坎坷，一路的艰辛，一路的执着，为
什么到最后都越不过一道坎儿。生命是
自然的赋予，为什么要提前将它画上不
情愿的句号？

我不明白那究竟是怎样的孤独，怎
样的痛苦，使得有些人选择了提前结束
本来不长的生命？难道生活本身就是一
个悲剧，可似乎又不是这样。我们活着
究 竟 是 为 了 什 么？ 活 着 的 意 义 又 在 哪
里？

生命不长，但却充满了爱、恨、情、
仇、欢乐与痛苦。我们都喜欢美好的东西，
但世间本就对立相互存在，经历了美好，
又为何要摒弃痛苦？生命赋予我们的是
来世间走一遭，我们要做的就是生下来，
活下去。

翻开余华的《活着》，福贵的遭遇吸
引着我去翻开下一页，心中希望着他的
生活会有幸福到来。但直到最后，老人
脑海里只留下“少年去游荡，中年想掘藏，
老年做和尚”的沧桑感。想象自己若是
有福贵这般遭遇，是否有像他一样的勇
气坚强乐观地活下去。“福贵”的形象，
是一个从外到内都值得尊敬的灵魂。

《活着》所描述的故事或许有些夸大
了生活的不幸，但谁又能不为福贵骨子
里的坚强而动容呢？余华用朴素真实的
语言再现了“福贵”的一生 ：嗜赌成性，
赌光了家业 ；一贫如洗后为母亲的病去
求医，被国民党抓去当壮丁，辗转又被
解放军所俘虏 ；回到家乡，母亲已病逝，
妻子含辛茹苦地带大一双儿女，后女儿
聋哑，儿子为县长夫人献血而死 ；后有
了苦根，也离老人先走 ；唯有和他同名
的老牛相伴……每读一页，泪水都会打
湿眼眶。

尽管小说的叙述语言平白朴实，但
每一个场景都细腻而动情，让人有种心
灵被冲洗的感觉，每一次眼泪的肆溢，
都是对作品实实在在的反馈。或许，面
对“生命”“活着”这样的字眼，越是平
淡的语言，越容易让人动容，这是生活
的本相，这是生命的坦露。余华用一种
近乎冰冷的笔调，娓娓叙说出一些平常
的故事。读过之后，情绪融入文字，被
描述的一个个场景牢牢抓住，每一次的
揪心都是对活着的认真体会。

生下来，活下去，为了活着而活着。

《百年孤独》随想
	| 许勤勇

第一次听说《百年孤独》这本书的
时候，还是中二少年，对孤独这样的字
眼特别感兴趣，就很好奇究竟是怎样的
孤独能够持续一百年，冰冷？黑暗？无
助？可惜这本书对读书的人并不怎么友
好，一直没能读完，直到今年才拾起这
本书，一解心中疑惑。

从开始读书到结束，断断续续花了
三个月时间，磕磕绊绊读完，纠结于重
复的姓、名，头疼过于复杂的人物关系，
不解于残忍的描写手法。作为魔幻现实
主义的代表作，《百年孤独》用夸张魔
幻的手法讲述了一个家族百年兴亡的故
事，从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率
领村民们搬到近乎混沌初开，“许多事物
还没有名字，提到的时候尚需用手指指
点点”的马孔多，到布恩迪亚家族最后
成员与马孔多一起在灭世般的风暴中粉
碎。近乎恐怖的孤独一直伴随这个家族 ：
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执着于炼
金术无法被人理解，被家人捆在栗子树
下，孤独地看着世界又孤独地死去。他
的妻子乌尔苏拉年老后双目失明，每天
只能听见没完没了的雨声，被遗忘直至
背上爬满水蛭。阿玛兰妲终身将自己囚
禁在怨恨与后悔的囚牢里，在死亡的阴
影中整整 4 年，一面给自己编织寿衣一
面将它毁去 ；因为死神告知她，寿衣织
完之时便是她的死期。奥雷里亚诺·布
恩迪亚上校发动 32 次战争均告失败，17
个儿子一夜间全部遭到暗杀，自己的信
念崩溃，所做一切均是徒劳，心灰意冷，

把自己关在炼金小屋里每天制作两条小
金鱼再毁去，日复一日，直到在树下小
便时卑微的死去。孤独就像影子，无法
摆脱无法战胜，孤独往往不只是来源于
外界，更多是内心的绝望和无奈化成了
牢笼。

面对孤独，何塞·阿尔卡蒂奥·布
恩迪亚迷失在自己的精神世界，无法走
出来。阿玛兰妲在寿衣织到最后时，竟
然加快了速度，仿佛熬过人世间最残忍
的孤独后，已经无所畏惧。奥雷里亚诺
上校在漫长的重复劳作中寻求内心的宁
静而不得。乌尔苏拉或许是最特别的，
作为家族中可能的唯一的正常人，将自
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了家族建设，在忙
碌中忘却孤独。然而命运的残酷又仿佛
在无情嘲讽她，她所担心的一切始终还
是朝着最坏的方向发展 ：房子不复存在，
长明灯熄灭，最后的族人近亲结婚，生
下长着猪尾巴的孩子。

读完书在网上查资料，才发现隐藏
在个人和家族命运下更深一层的悲剧和
抗争。个人与家族的命运，逃不开时代
的背景，作者以一个家族、村庄的兴亡，
影射了整个拉丁美洲寻求自由独立的命
运。从第一个政府委派的里正来到马孔
多，这个村庄便陷入了各方势力的漩涡。
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领导的保守
党与自由党的战争无疑是一种抗争，但
由于缺乏明确的诉求和纲领，上校最后
发现他发动的战争并没有改变任何东西，
世界依然跟战争前一样糟，甚至更糟，
这让他恐惧，让他虚无。他草率地签下
停战宣言，回到炼金小屋中不理世事。

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领导的香蕉园工
人罢工则是另一种抗争，结果在调解失
败后，政府将 3000 罢工工人骗到车站
广场，用机枪扫射杀死后装到火车上再
投入海中。事后除了何塞·阿尔卡蒂奥
第二竟然没人记得这件惨案，无疑是莫
大的讽刺，而更令人震惊的是，这件惨
案是根据事实改编的。香蕉公司承诺在
雨停后给工人发放补贴和赔偿，结果这
雨下了整整四年。等到雨停时，香蕉公
司早就跑路不见，马孔多也在雨中发霉
变质，最后毁于风暴。作为中国人，看
到这情节莫名的熟悉，一个世纪前的中
国不也是另一个版本的马孔多吗？我们
幸运地找到了自己的路并成功走了出来，
而马尔克斯则一直在为家乡的命运担忧。
时至今日，拉丁美洲仍然在挣扎求生。

然而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是分不开
的，我们必然和国家民族站在一条阵线
上。在这种关键时候，我们更需要坚定
立场。

有时候我们看到黑暗，是因为身处
光明。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读《扫除力》有感

	| 朱超杰

当你的生活宛如一团乱麻的时候，当你陷入莫
名的负面情绪时，当你深感生活迷茫、踌躇犹豫时，
环顾一下你所处的房间。

其实，你所居住的房间正体现了你自身。
或者说，你的人生其实就像你自己的房间。
快回忆下，你的房间现在真的还好吗？
地板上是不是布满灰尘呢？
过多购买的东西是不是挤满了整个房间呢？
厕所是不是又脏又臭？
浴室是不是已经有霉菌了？
为什么会这样？
这是因为人的内心会散发意念

的能量，在人居住的地方都会形
成磁场，磁场也会散发出能量。
脏乱的房间放任不管会严重到带
给你厄运甚至会影响到你的人
生。因为心情烦躁不想清扫房
间，又因为房间脏乱心情更加
糟糕，恶性循环下去只会越来
越糟糕。根据著名的心理学“破
窗理论”，如果在小的负面情绪出现时
听之任之，它很快就会吸引各种各样大的负面能量。
一个状态不好的人房间中一般都是“垃圾堆”，在
这样的环境中即使会有对自己的呼喊“我可以，我
能行”，但这种乐观的心态很快就会被周围不堪的
环境所吞噬，不能长久保持，最终还是陷入负能量
的漩涡中。

扫除力与扫除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扫除力
是通过扫除产生的魔力，通过简单的扫除力，它不
仅仅让我们房间变得干净整洁，还可以解决你的烦
恼，扫除负能量，拥抱快乐，提高收入，实现人生。
因为它不仅包括外在的扫除改变磁场，还包括内心
的自省达到良好磁场的塑造，所以这种神奇的魔力
被称作 “扫除力”。

家庭打扫是一件习以为常的事，我们每个人都
做过，或者正在做，预计要做。作者舛田光洋是清
洁工出身，对清洁工作十分了解，作者并没有对“家
具打扫”这一事情本身向读者进行解释和普及。而
是根据从事清洁工作时的观察与研究，认识到环境
因素与人的精神面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整洁干
净的环境，令人舒适，令人振奋。

读完这本书，如果仅仅认为扫除力可以带来时
来运转，我想这就错误理解作者的用心了。这本书
从一开始就介绍扫除力与血型的关系，让我们明白，
为实现扫除力，必先经历去污—丢弃—整理整顿，
做到了这点扫除力效果必将翻倍。作者还认为通过
看哪一个房间处于脏乱不堪的状态就能清楚发现现
在的问题，并且能够提出具体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以及帮助他们实现愿望的方案。表面上是寻找居住
环境的问题，实则是帮我们梳理生活、排查人生、
实现人生价值。

我个人认为这本书不是宣传扫除力有多大魔
法，也不是说只要你把房间打扫干净，你的人生就
一定会成功。只有真正践行扫除力的人，生活得到
了梳理，内心必然得到了升华，人生必将有所收获。

生活如此，工作学习亦如此。活用扫除力，工
作添惊喜，当我们在工作或者人际交往中面对压力
时，及时运用扫除力与血型的关系找到最适合自己
的方法解决问题，消除负能量，吸引正能量，创造
一个充满爱的磁场。当你站在干净的房间中，看着
镜子中明亮的那个自己时，你一定会觉察到有一些
东西悄然发生了改变，然后会忽然发现你本来就具
有的各种魅力，当你意识到自己的这些优点后，接
下来你所过的每一天必将充满光芒。请大胆尝试，
变化与惊喜也许就在转瞬即至。

唐诗宋词，一场集体创新的盛世
	| 刘彦汝

听了一堂《企业创新管理》
课程，讲到集体创新，我突然联
想到 ：唐诗宋词不正是一场集体
创 新 的 盛 世 吗？ 1300 多 年 前，
我们的先辈已经有意识或无意识
地使用集体创新的思路进行文学
创作，在中华五千年文学史上开
辟出唐诗宋词的浩瀚星河。

0 → 1，原始创新。原始创
新可遇而不可求，可一旦出现便
如灵光启智，一石激起千重浪。

《春江花月夜》，张若虚一出场就
是顶峰，只一首便留名千古。“前
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陈子
昂登幽州台慷慨高歌，开启诗歌
盛世的集体狂欢。

1 → N，跟随创新。跟随创
新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开创未
来。

李白踏山水出蜀 ：“山随平
野尽，江入大荒流。”杜甫月夜
推敲琢磨，得了一句 ：“星垂平
野阔，月涌大江流。”李白若看
见了应该会说——后生可畏。庾
信暮春出游，青蒙蒙一片春色 ：

“落花与芝盖齐飞，杨柳共春旗
一色。”少年天才王勃踏着历史
走来，于是“落霞与孤鹜齐飞，
秋水共长天一色”瞬间绝唱千
古！江为留下残句 ：“竹影横斜
水清浅，桂香浮动月黄昏。”林
逋梅妻鹤子 ：“疏影横斜水清浅，

暗香浮动月黄昏。”两个字化实
为虚，成就咏梅千古绝唱。强彦
文 走 山 路 ：“ 远 山 初 见 疑 无 路，
曲径徐行渐有村。”陆游大概山
路走得多了，总结出一般规律 ：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
一村。”不要放弃往前走，未来
总有美好在期许。

诗词创新也讲究小改小革，
点石成金而出神入化。陆游 ：“杨
柳不遮春色断，一枝红杏出墙
头。”叶绍翁“春色满园关不住，
一枝红杏出墙来。”从冷寂中写
出繁华，新生的美好事物冲破困
境脱颖而出，生生不息蓬勃发展。
翁宏 ：“落花人独立，微水燕双
飞。”晏几道 ：“落花人独立，微
雨燕双飞。”一字立晴雨，空叹
当时明月，曾照彩云归。杨广叹：

“寒鸦飞数点，流水绕孤村。”秦
观 ：“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
绕孤村。”画龙点睛，更伤情缱绻，
意韵绵长。

创新一定要赞同前人吗？不
一定。刘义庆在《世说新语》中
说 ：“山不高则不灵，水不深则
不清。” 这是“普通玩家”的标准
配置，刘禹锡这位“高端玩家”
自定义配置，在《陋室铭》中声
明自己的人生哲理 ：“山不在高，
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管他东边日出西边雨，有我的地
方便是晴天。

更有范成大专心致志布局田

园诗，六十首《四时田园杂兴》，
从春桑写到冬年，从此田园诗，

“我就是专家”。王昌龄漫游西北
边地，《从军行》到《出塞》《塞
下曲》， 边塞诗人不负盛名，与专
利谱系一个思路。

原始创新固然弥足珍贵，文
化的兴盛却看 N 值大小，唐诗宋
词的兴盛是成千上万诗词作家集
体创新的盛世。

A+B → C， 关 联 创 新。
A+B → C，著名的创新案例就是
铅笔加橡皮擦，变成了带橡皮擦
的铅笔。

南唐后主李煜被幽囚于北宋
京师，国破家亡忧愁难解，想到
前朝李大才子发愁都这么豪放，
在金陵酒肆前“请君试问东流水，
别意与之谁短长”，在谢胱楼“抽
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
愁”，可到自己口中，却都变成
了苦涩难言，最终一曲《虞美人》
唱尽一代后主的兴衰荣辱 ：“问
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
东流”。

A 和 B 一定要是别人的吗？
不，自己的也行，而且用着更顺
手。李白醉饮山中，想起陶潜的

“我醉欲眠、卿可去”，恍惚间自
己曾写下“蜀僧抱绿绮，西下峨
眉峰”，于是“绣口一吐，就半
个盛唐”“我醉欲眠卿且去，明
朝有意抱琴来。”落笔汪洋，恣
肆天下。

你以为 A+B 就够了吗？
让我们再看一个。宋代刘仙
伦有一首《一剪梅》：“唱到阳
关第四声。香带轻分。罗带轻
分。杏花时节雨纷纷。山绕孤
村。水绕孤村。更没心情共酒尊。
春衫香满，空有啼痕。一般离
思两销魂。马上黄昏。楼上黄
昏。”嗯？是不是觉得似曾相
识？大概或者也许是，恐怕
仿佛不见得？让我们细分
看来：辛弃疾“唱彻《阳
关》泪未干”，秦观“消
魂当此际，香囊暗解，
罗带轻分”，李商隐“近
郭西溪好，谁堪共酒壶”，
黄公绍“春衫著破谁针线。
点点行行泪痕满”，李清照

“一种相思，两处闲愁”，秦
观“伤情处，高城望断，灯
火已黄昏”……难怪说“熟
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
会吟”，不会作诗我还不会排
列组合吗？

只是关联创新终究还是要
讲创作质量，否则难免班门弄
斧，贻笑大方。

唐宋已远，那一场盛世狂
欢却载以诗词，在中华文明的
长河中熠熠流光。中国缺乏创
新思维吗？我们的祖先早已把
集体创新玩出花来！江山代有
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新
的盛世，必不吝华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