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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情释放生命的激情
� � 无论是否为炒作，这 10 个字显然
打动了许多人。 这当然是因为包含在
那 10 个字中的洒脱。 人各有其洒脱，
洒脱其洒脱。 一些人喜欢看全省、全
国、全世界的风景，一些人却可能只是
希望着在阳台上放一把摇摇椅， 躺在
椅子上看一看远方。

我来过了，我体验过了，我快乐，
我满足，成为越来越多人的生命观念。
这样挺好的。 何必总想着人人都变成
机器上的一枚螺丝钉呢？ 人人都只是
一枚螺丝钉，刻刻都不停地运转，为了
机器的运转而不断作出牺牲， 完全没
有了自己的生活空间，那么，机器运转
的意义何在呢？

为此 ， 需要绵密的制度设计 ，
要通过政策措施干预 ，实现社会分

配的公平 ，使得人人享有社会经济
发展的成果 ，有条件生活得轻松惬
意 。 而不是不得不为了赚取更多一
点加班费 ，以维持自己与家人稍许
体面一些的生活 ，而在流水线上加
班加点 。 此外 ，恐怕还更在于我们
的心态 。 人啊 ，你本来是天地间的
一个匆匆过客 ，不要以为能永远占
有一切 。 无论对于权力或者金钱 ，
都要适可而止 ，该放松时要放松，该
止步时应止步。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也是
一种勇气。 尽情释放我生命的激情，追
逐新的体验，想到就要做到。 在具体
事例中 ， 作为省的实验中学的教
师 ，工作是稳定的 ，待遇肯定是优
厚的 ，当这位教师为了 “世界那么

大 ，我想去看看 ”的心愿就辞去这
一份工作 ，她必然相信：我有我的双
手， 但凡我努力， 不愁找不到新的工
作；但凡我保持淳朴的心态 ，追求朴
素的快乐 ，但凡我能够克制过度的
欲望 ，一样能生活得非常好。

这样一种心态， 其实存在于许多
人的心中。 现在，无论是否出于炒作，
它真实体现在了这位教师的行为中。
许许多多人不可能如这位教师一般下

定决心， 就毅然决然， 但看着别人洒
脱，他们也高兴。 或者，在他们的梦中，
也是能那样洒脱的。 梦里的洒脱也是
洒脱，梦里的淳朴快乐一样是快乐，真
实地荡漾在我们的心胸间。

（选自《人民网》许斌 2015 年 04
月 15 日）

社会应有“宽容失败”的成熟心态
� �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面
对“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不少人都有
“去看看”的想法，难就难在像这名女
教师那样“说走咱就走”，走得义无反
顾，勇敢而潇洒。 这种态度，正是她赢
得众多网友赞同的原因。 当然，对此
也有不少人质疑：“生活已经如此安
逸，干嘛还要折腾？ ”殊不知，“安逸”
对有些人却是一种消磨甚至折磨 ，
“告别安逸”需要勇气。

近段时间，“公务员跳槽”成为热
议话题。 人民日报昨天刊文认为，公
务员辞职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才自

由流动的一种正常现象，公务员的职
业选择应当得到尊重，其合法权利应
予保护。 与教师职业相比，在很多人
眼里，公务员就更是既稳定又体面的
金饭碗。 但人各有志，金饭碗也未必
适合所有人。 与其抱着金饭碗找不到

职业的成就感、荣誉感，何如鼓励他
们为自己的“想法”重新选择一回？ 尤
其是对众多学有专长、 年富力强者，
积极投身创业、 创新的时代新潮，既
有益于自身，亦有功于社会。 对此，社
会理应给予理解和尊重，并且在制度
层面加以规范、监督。

面对“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社会还应有“宽容失败”的成熟心态。 正
如美国硅谷精神所揭示的，“失败是
我们最重要的产品”，“宽容 失 败 比
创造成功更为重要 ”。 成功不能光
靠勇气与想法 ， 它还需要天时 、地
利 、 人和 ， 这一点并非人人能做
到 、 时时都具备 。 对众多创业 、创
新者 ，宽容失败也就是在鼓励更多
人投身创业创新 ， 形成大众创业 、
万众创新的生动局面 。 相反 ，一个
让失败者 “无颜见江东父老 ”的 社

会 环 境 ， 足以让众多 “有想法 ”的
人裹足不前 ， “想法 ” 最终无法变
成 “做法”。

面对 “世界那么大 ， 我想去看
看”，用人单位更应有一份清醒的自
省 。虽说市场经济下人才流动是常
态 ，但 “千军易得 ，一将难求 ”，重
要岗位留不住人 ，必然会对事业造
成很大影响与损失 ，更不要说整个
团队出走 、 解体造成的巨大杀伤 。
换位思考 ， 人才之所以要离去 ，原
单位一定存在某些不足与问题 ，或
是具体岗位缺乏吸引与激励 ，或是
单位内部不够有凝聚力 。不管是哪
种原因 ，都需要总结与改进 ，努力
做到用待遇留人、发展留人、感情留
人，共同创造事业的精彩，成就团队
的荣誉。

（选自《南京日报》2015-04-16）

让社会更加开放多元
� � 辞职总得有个体面的理由，但是，
这位女教师却不按常理出牌 ，一上来
就戳中了人们心中最柔软的部分 。
也有人会说 ，这是多么草率而不负
责任的行为 ，这个任性的老师在日
后一定会因此而吃苦头 ，一定会因
此而后悔 。 这样的判断很难说错 ，
这是现实看法的一种 。 而两种不同
观念的背后 ， 其实是两种文化 ：率
性辞职者背后是身体型文化；为其惋
惜者背后是伦理型文化。 两种文化有
其分歧， 两种文化在具体问题上看法
难免不同。

所谓伦理型文化， 就是习惯从伦

理出发，从规则出发，能够意识到自己
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 并自觉地按照
社会和他人的要求做好自己的本分。
所谓身体型文化， 就是从自己的内心
出发，听从内心的召唤，在遇见事情和
判断问题时， 把自己的追求和感受放
在首位，想做更好更真实的自己，想让
自己的内心更忠实更直接地表达。 伦
理型文化是一种老年文化， 人们看似
成熟，多少有些暮气沉沉；身体型文化
是一种青年文化，人们有些冲动，但更
接近于内心的真实。

随着社会的开放和多元， 人们越
来越习惯真实地表达自己 ，也越来

越有能力去追逐自己的梦想 ，伦理
型文化正在向身体型文化转型 。 所
以 ，才会出现 “世界很大 ，我想去看
看 ”这样颇具情怀但又看似任性的
辞职理由 ；所以 ，这个简短而撩人
的辞职理由才会在短时间内广泛

传播 ，成为舆论的热点 。 究其原因 ，
就在于人们开始倾听内心的声音 ，
习惯或渴望做更真实的自己 ，而不
仅仅是成为社会中的一个工具 ，成
为系统中的一个零件 。 这种转变能
够增加社会的活力 ， 让社会变得更
加丰富多彩，更加开放多元。

（4 月 15 日《现代快报》）

★七嘴八舌★

这封辞职信
你怎么看？

� � 你怎么看 “世界那么大， 我想去看
看”的辞职信？评论作者及广大网民纷纷
发表观点。经评论编辑整理，主要观点如
下：
正方观点：为率性的人生态度点赞
图八木：

一个人如果不能率性而活， 又有何
意义？只有自己活得精彩，才能激发创造
力，使这个世界更精彩。
lyx0739：

如有经济条件作基础，未尝不可以。
这也印证了“有钱就是任性”这句话！
湖南小伟：

我相信有这种想法的人不少， 但敢
于真正这么去做的人还真没几个。 赞一
个。
南极祥云：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实际上表
达了一种对教师工作的不满， 但是又无
法用语言去说服领导，反正要离开了，还
用多说吗？好在这位教师年轻，世界够大
的，不在乎这三尺讲台。
湘潭市民 2012：

反映了她的无奈， 什么理由都是徒
劳的，待遇低，工作重，没法生活了，做为
同行， 深有体会， 现在 2000 不到的工
资，过得真的紧张。
姜文来：

生活工作是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能因为工作而丢掉自己的生活。 社会
越发展， 工作的选择和生活的选择越多
样化， 我们应该用宽容的态度对待各自
的选择。世界很大，出去走走没有什么不
好，作为辞职的理由也是很大气的，体现
了辞职员工的与世界为伍的心态， 为她
的勇气点个赞，我们还缺乏这样的勇气。
工作生活都是为了使自己的人生更有意

义更精彩， 过有意义的人生才是真正的
人生。
反方观点：过日子不能太任性
亿年孤独：

辞职时很潇洒，再回来却不容易，我
深有体会。
李兆清：

公众在引起共鸣的同时， 切不可把
看看世界常态化。 生活本身是需要成本
的，到处走走也是需要成本的，每个人在
选择之前都应该多一些理性、 少一些冲
动。 何况， 互联网将世界变成了 “地球
村”，去看看世界不必非得一定要到那个
地方。
丁一大叔：

我觉得首先还是要强调一个责任

感。首先是对自己的责任，你辞职去看世
界这当然是个好想法。 但是如果你要靠
父母辛苦赚的钱去看， 要靠各方给你捐
赠去看，我想就不是那么美妙了。

（选自《红网》2015-04-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