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颜雪明：
跳槽就是重新选择人生

� � 颜雪明 15 岁进工厂，当过
6 年工人，当过 4 年兵，当过 8
年警察，又当过 5 年公务员，但
每件事干久了， 就感到格格不
入，就想去改变。 "现在明白了，
那是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事情
的困扰。 我们那个年代，根本谈
不到个人的自由选择， 所有的
事情都是组织安排的， 个人只
有被动服从、努力去做好。 甚至
到了万科以后， 仍然保持这个
观念， 二十多年中换过十几个
岗位， 只有最后一次是自己的
选择， 就是要求辞去部门管理
职务，改做首席律师。 然后才发
现， 只有这件事是最适合自己
的。 "他感概道。

颜雪明“文革” 中初中毕
业，连高中都没有读过，靠自学
考试取得了法律本科的学历，
1988 年通过全国律师资格考
试，现已是北大、清华等高校的
法律硕士校外导师， 三个仲裁
机构的仲裁员， 广东省人大常
委会立法咨询专家。 "直到现在
才认识到， 自己究竟适合做什
么，而过去几十年，浪费了太多
的时间。 今天的年轻人真幸福，
有许许多多的机会， 能做各种
各样的尝试， 在流动中发现自
己的潜能， 实现自己的最大价
值，这对于个人和社会，都是幸
事。 所以跳槽是时代进步的产
物，是人才自由流动的产物，它
会产生极大的正向效应， 应当
大力支持和鼓励。 "颜雪明说。

创业就是要找到适

合自己的事情
颜雪明于 1992 年从西安

到深圳， 进入万科后做过一线
公司老总， 做过集团职能部门
负责人，做过工会主席，都是被
动接受公司安排。2001年，万科
成立审计法务部，“这个岗位需
要两个能力，一是懂法律，二是
不怕得罪人。 集团领导觉得我
合适，派我做了总经理。 ”由此，
颜雪明才回归到法律工作上
来。 在这个领域， 他找到了感

觉，认识到自己的潜能。 他说："
如果我能更早认识到这一点，
会少走很多弯路， 专业成就会
更大。 "

“都知道要做适合自己的
事情，问题什么是适合自己的？
我的心得是， 这件事你能比别
人做得好，就是适合你的。 但如
何才知道你比别人强？ 除了尝
试，没有别的办法。 只有不断地
尝试、体会，从成功与失败中总
结， 才能确定自己究竟是什么
料，应当做什么。 ”颜雪明在法
学领域找到了自己的舞台，特
别是与房地产相关的法律方
面， 他已经获得了相当大的话
语权。 中国房地产业协会法律
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深圳市房
地产业协会法律专业委员会主
任的社会职务， 显示了他的行
业地位，发表于专业杂志、权威
网站的法律文章彰显了他的专
业功力， 中国一流高校的讲坛
上有他的身影， 国家立法活动
中，也能见到他的影响，一个企
业的法律工作者做到这样的程
度，应当是难得的精彩了。
人生经验要靠自己积累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潜力，
如何发现自己的潜力并把它发
挥出来， 这决定一生的事业成
就，也关系一生的幸福。 "在颜
雪明看来，人生如同做装修，从
完全不懂开始， 等到房子装修
完成，就变成一个内行，但也发
现留下太多的遗憾， 而这个经
验对自己已经没有太大用处。

“你不可能重新再来一遍，
于是就想和别人分享， 但年轻
人根本听不进去， 他们有自己
的想法， 他们要自己做一次装
修，才能获得经验。 所以，还是
要鼓励他们去尝试、去体会、去
总结， 自己去发现自己的天赋
或者潜能。 即使一次两次的尝
试完全失败，也是有意义的，比
起埋头做一辈子自己不喜欢、
不适合的工作， 这个代价是值
得付出的。 ”他说。

追寻美好，应该被祝福

宁远：
把时间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

2008 年 5 月 12 日， 汶川大
地震发生后， 各大电视台都在第
一时间向亿万观众传递着灾区的
情况。 而处于地震灾区最前沿的
四川电视台女主播宁远， 因连续
三天三夜坚守岗位和流泪播报，
被大家称为“最美女主播”。 宁远
获得了《新周刊》评选的“年度爱
心大奖”，并在次年获得“金话筒
奖”。很多人以为宁远会因此在主
播的路上越走越远， 成为主持界
的标杆人物。但是，宁远做出了一
个颇为让人意外的行为， 从电视
台辞职， 开起了自己的小店--远
远的阳光房。宁远说，她不想被贴
标签， 不想做一个人们眼中固定
化的、 模型化的人物， 她想做自
己，她想过自己想过的生活。

从电视台辞职的她， 一边开
着自己的小服装店， 当着自己的

“首席设计师”，一边读书写作、喝
茶种菜，顺便还生了两个孩子，养
得其乐无穷……宁远把这些叫
做"美好的事物"，她说：“把时间
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 才是美好
的生活。 ”———于是，曾经的最美
女主播，变成了现在的最美“生活
家”。
按你想的去生活，否

则，你迟早会按你生活的
去想

作为一个“生活家”，她的生
活当然有滋有味，有声有色。这样
的生活，其核心在于发自内心，顺
其自然， 在于与这个世界达成和
解，达到彼此的融合。宁远说：“没
有谁的人生是完美的， 但追求完
美的姿态却可以变成美。 手工好
不好没关系，画得好不好没关系，
会不重要，爱才重要。全身心投入
一件事，享受它，那么在这个过程
里，你其实已经开始收获了。生活
一思索都是疑问，唱出来才是歌。
不需要多大的梦想， 只需要小小
的心愿。设定一个，然后一点一点
接近它， 我想每个人都能找到灵
魂在跳舞的感觉。 ”

宁远是个明白人， 她明白生
活的真意，更明白自己的本意。活

得明白，便能活得美好。 因为在这
种明白中，自己知道如何取舍，如
何不纠结不折腾地做该做的事，
而非一味强求， 以及为了别人的
标准别人的价值去活。 这种明白
是一种睿智，一种淡定，一种生活
得通透之后对人对事的自然升
华。 生活，是必须要真正融入进去
之后，才能真正地得到和享受的。
而真正的融入则需要真正地理解
它以及理解自己， 就像孙子兵法
说的，“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换
成“世相”的表达，就是“按你想的
去生活，否则，你迟早按你生活的
去想”。 做生活的主宰，还是被生
活所主宰？ 从宁远的美好生活中，
我想我们不难得出答案。

生活的美好，就是和
喜欢的一切在一起

宁远说：“带孩子，做衣服，写
字， 这三件事构成了我过去几年
生活的主线。 ”很多人总是感慨生
活得很累， 只是因为他们在拧巴
着自己的生活，一边与自己作对，
一边与生活作对，从而身心俱疲，
对生活感到厌倦。 宁远的" 带孩
子，做衣服，写字"在很多人看来
其实也是平平无奇甚至无聊乏味
的， 但是宁远做得有滋有味，无
他，唯爱而已。 因为喜欢，所以欢
喜。 这就是所谓”生活的美好，就
是和喜欢的一切在一起“的本质。
每个人其实都有自己喜欢的事，
但是并非每个人都能全心投入其
中， 并坚持喜欢。 对于很多人来
说，喜欢一时并不难，难的是坚持
喜欢下去———激情在时间的长河
中免不了慢慢变淡。 而宁远的美
好生活， 是建立在真正的喜欢上
的， 这种真正的喜欢其实也与人
有关。 同样的生活状态，同样的生
活内容， 有些人能够活得快乐而
自足，有些人却活得憋屈而郁闷，
其根源就在于心态。 宁远相信美
好，相信自己能制造美好，于是，
最终他可以得到生活的美好，并
享受生活的美好。 世间万事万物，
皆有因果， 美好如此， 生活亦如
此。

� � 辞职信在网上疯传， 触发了我们每
个人心底的“辞职梦”：有一天能跟庸碌
无为的生活说再见， 转头奔向别处的生
活。就像《月亮和六便士》里，那个叫查尔
斯的中年人忽然抛下伦敦证券交易所的

工作，抛下老婆孩子，跑到巴黎的破旅馆
学画，一路忍受饥寒交迫，当码头工、得
麻风病， 到岛上隐居，“终于追上了命运
的烈马”，死之前在无人知晓的山洞画了
幅巨著，没等人欣赏，就把它付之一炬。
与其说他追求的是成名的理想， 不如说
他追求的是“活着”本身。

对一些人而言，如今，辞职不再是一
件纠结的事情， 而是一件应该被祝福的
事情。 辞职也不再像以前那样直奔着钱
和名誉而去， 更多的辞职都披着梦想的
光芒，为实现更有价值的自己，以一种策
马奔腾的快乐去追寻！ 让我们看看他们
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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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大压力最大行业

有媒体报道， 一个课题
组统计称， 十大压力行业排
行，综合评定认为，中国公务
员压力指数为 10，排名第一。
矿工压力指数为 1，垫底。 这
一排行榜在网络蹿红， 虽然
排名广受质疑，但工作、生活
的压力越来越大却是大家感

同身受的。
1 公务员
职业压力指数：10
2 播音员
职业压力指数：9
3 演艺明星
职业压力指数：8
4 作家
职业压力指数：7
5 运动员
职业压力指数：6
6 农民
职业压力指数：5
7 农民工
职业压力指数：4
8 小摊贩
职业压力指数：3
9 下岗工人
职业压力指数：2
10 矿工
职业压力指数：1

———《扬子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