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为一棵大树的第一个条件院时间
没有一棵大树是树苗种下去袁马上就变成了大树袁一定是岁月刻

画着年轮袁一圈圈往外长遥
启示: 要想成功袁一定要给自己时间遥 时间就是体验的积累和廷

伸遥

成为一棵大树的第二个条件院不动
没有一棵大树袁第一年种在这里袁第二年种在那里袁而可以成为

一棵大树袁一定是千百年来经风霜袁历雨雪袁屹立不动遥正是无数次的
经风霜袁历雨雪袁最终成就大树遥

启示: 要想成功,一定要寓任你风吹雨打袁我自岿然不动寓袁坚守信
念尧专注内功袁终成正果浴

成为一棵大树的第三个条件院根基
树有千百万条根袁粗根尧细根尧微根袁深入地底袁忙碌而不停的吸

收营养袁成长自己遥 绝对没有一棵大树没有根遥
启示: 要想成功袁一定要不断学习遥 不断充实自己袁自己扎好根袁

事业才能基业常青遥

成为一棵大树的第四个条件院向上长
没有一棵大树只向旁边长袁长胖不长高曰一定是先长主干再长细

枝袁一直向上长遥
启示: 要想成功袁一定要向上遥 不断向上才会有更大的空间遥

成为一棵大树的第五个条件院向阳光
没有一棵大树长向黑暗袁躲避光明遥 阳光袁是树木生长的希望所

在袁大树知道必须为自己争取更多的阳光袁才有希望长得更高遥
启示: 要想成功袁 一定要树立一个正确的目标袁 并为之努力奋

斗袁愿望才有可能变成现实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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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中藏有大志的人袁 往往是一个很自律的
人遥

重庆谈判中袁蒋介石曾对秘书陈布雷说院野毛
泽东不可轻视遥 他嗜烟如命袁但他知道我不吸烟
后袁在同我谈话期间袁竟绝不抽一支遥对他的决心
和精神袁不可小视浴 冶

自律的人袁既可怕袁又可敬遥 如果是伙伴袁你
要跟他学会律己曰如果是对手袁你要做好足够的
心理准备遥

自由的本质不是放纵自己袁 不是无所不为袁
而是自律之后的舒畅袁是有所为袁有所不为浴

人为什么要自律钥
很多时候袁我们只看到了别人优秀的样子袁却

往往忽略了他们为此付出了近乎自虐般的努力遥
一个自律到骨子里的人袁看上去大多是无趣

的遥
在别人出去玩乐的时候袁一个人窝在那里看

书曰在别人享用着美食的时候袁在健身房里挥汗
如雨曰周末的时光袁很多人慵懒地睡到中午袁他依
旧雷打不动的早起尧跑步尧看书尧工作...

这样的人袁不仅看起来无趣袁甚至感觉有自
虐倾向袁活得一点都不洒脱和自由遥

但真实情况是袁自律的人比不自律的人要自
由得多遥

如果你总是随心所欲袁讲究及时行乐袁不知
道努力袁别人玩你也玩袁别人努力你还在玩袁依旧
放纵自己遥

那么如此不自律的你袁现在看似是自由的袁但
你会发现自己越活越没有自由袁没有选择的资本遥

康德说袁所谓自由袁不是随心所欲袁而是自我

主宰遥
越自律袁越有话语权袁身体和人生都是如此遥
一天两天看不出来袁一个月两个月也许还是

看不出来袁但是一年两年袁甚至十年二十年袁自律
的人和不自律的人袁将走上截然不同的道路遥

付出和回报是成正比的袁量变足够了才可能
促成质变遥

这就是一个人为什么要自律的原因袁和梦想
沾不上边袁就是简简单单地为自己以后能真正自
由一点袁身体和人生都自由一点遥

越是自律的人越明白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
么袁所以才不会把时间和精力白白浪费在无意义
的事情上袁而是真的把碎片化时间都利用起来成
长自己遥

所有优秀背后都有苦行僧般的自律

说要自律的人很多袁 可坚持自律的人很少袁
就像爬一座险峻的高山袁越临近山顶袁能够咬牙
坚持往前走的人越少遥

好的坚持袁本身就是一种自律遥
去年袁 一位名叫沈华的 96岁老爷爷走红网

络袁健身 26年的他体格健壮袁完全不像一个近百
岁的老人袁大家都喊他野华仔冶尧野华叔冶遥

沈老每天的作息时间非常规律袁从不超过晚
上十点睡觉袁早晨四点多就起床活动身体袁每天
下午到健身房报到遥他的同龄人很多都已经不在
了袁沈老说院野现在健身和运动是我最好的朋友冶遥
七十多岁的沈华最初进健身房袁 总遭遇很多白
眼袁很多人都觉得他一把年纪袁肯定坚持不了多
久袁可现实是袁很多年轻人只是健身房的过客袁沈
华却用二十年变成了为人熟知的野肌肉爷爷冶遥

日本作家村上春树从 30岁开始写作袁 至今
已快有 40个年头袁创作出了大量的作品袁经典又
高产遥

村上春树写作有个习惯袁 他每天只写 4000
字袁400字一页的纸袁每天写到 10页就停下来遥

另外袁 他每天都会拿出一个小时出来跑步袁
雷打不动袁正是这种高度自律袁让他有精力能够
持续产出优秀的作品出来遥

很多时候袁不是优秀才自律袁而是你自律了袁
才会变得优秀遥 而那些自律的人袁往往连老天爷
都不忍心辜负他们遥

越自律袁越优秀
叶认知突围曳中有句话说院所有的懒惰尧放纵尧

自制力不足袁根源都在于认知能力受限遥
越自律袁认知能力越强袁人和人的差距袁就是

这样逐渐拉开的遥
一个人的自律中袁藏着无限的可能性袁你自

律的程度袁决定着你人生的高度遥
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怎样活着袁有人认为人

生苦短袁要及时行乐袁没有问题袁但你要明白袁自
律的人生其实更加美好袁因为当你知道自己想要
去哪儿并且全力以赴奔跑的时候袁全世界都会为
你让路遥

真正能够登顶远眺的人袁永远是那些心无旁
骛袁坚持着往前走的人遥

愿我们真正成为自律的自己袁活成自己喜欢
的样子袁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遥

人生没有近路可走袁但你走的每一步袁都算
数遥

越勤奋袁越努力曰越自律袁越优秀遥

甲骨文台湾区前总经
理李绍唐说院野被骂是一种
能力遥冶是的袁不管你想不想
接受袁 现实环境就是如此遥
面对委屈时袁你真的不需要
太在意旁人的眼光袁只要记
得袁永远对自己负责遥

野胸怀是委屈撑大的遥冶
人生在世袁注定要受许多委
屈袁面对各种委屈时袁在学
会一笑置之袁超然待之的同
时袁更重要的是要学会转化
势能遥

朱军在 叶艺术人生曳里
有一期采访刘若英时问她袁
为什么你总能给人一种温
和淡定袁 不急不躁的感觉袁

难道你生活中遇上难题的时候你不会很
气急败坏吗钥

刘若英的回答就是袁 那是因为我知
道袁没有一种工作是不委屈的遥

你能展现的只有行动和态度

刚进职场的时候袁我们要学习基本的
职场规则袁要尽快熟悉自己工作岗位上的
必要技能遥这个时候一个人的学习能力跟
领悟力就是最大的竞争力遥 有时候袁你会
觉得袁这个时候你就像一个黑暗中独自摸
索的孩子袁没有家人袁没有老师袁没有师兄
师姐可以问袁周围一群陌生人漫无表情的
穿梭于办公室里的走廊过道上袁就像电影
里的快镜头袁你身后的景象千变万化飞速
流转袁你自己一个人孤独的停留在原地遥

当然从另一面来说袁他们也不会因为
你做的不对而用力批评你袁这种不悲不喜

的状态袁或者就是所谓的职业成熟人吧遥
所以就是因为这种看似不被认可的

状态袁你会感觉自己一直做得不好袁而且
也不知道怎么才是对的遥

他们没有好坏之分袁他们只有跟你的
磁场合与不合的感知袁于是你觉得有时候
很小的事情沟通起来很是吃力袁哪怕就是
申请个印章袁 哪怕就是填一个流程审批
表袁一步步关卡让你觉得就像冒险游戏一
样袁只是这一场游戏里没有刺激好玩的那
一部分袁只剩下闯关的寸步难行了遥

每个人都在熬袁但你要主动学
我们要知道袁那个坐在你对面办公室

里的领导袁他每天需要考虑整个部门的协
调状况袁那个每天早出晚归的 CEO袁他需
要跟投资人说服各种前景跟趋势袁他还需
要面对各种错综的媒体关系外加各种其
他跟我国有关部门的打交道遥

那个在这一秒里的大爷袁或许就是下
一秒里别人面前的孙子罢了遥

创业比工作更委屈

我们身边最近多了很多出来创业的
朋友袁 有人觉得这是一件很牛逼的事情袁
但是时间长了也开始辩证的看待这些事
情遥

那些有想法有思路有策略的创业者袁
大部分都是不慌不忙一步一步慢慢完善遥

而另一部分人袁纯粹就是为了那一句
所谓的 腋再也不在公司里干的比狗还累
了夜就跑出来了袁结果自己组建团队的时
候发现不是几百个难处袁而是没有终点的
难处遥

因为你早上醒来的第一件事情已经
不光是要养活你自己袁而且还有你手下的

一批人遥
于是那些他们以为自己曾经向往的

腋自己当老板多自由夜的想法袁瞬间就没有
了袁这个世上哪有什么绝对的自由袁不过
是脚上戴着拷链跳舞的表演者罢了遥

有一个创业者袁他的朋友圈状态每天
都是一边给自己打鸡血一边想执行方案袁
夜里加班是常有的事袁 有人问他一句袁你
这么辛苦袁值得吗钥

他的回答是袁我一开始就知道袁作为
一个创业者袁你既要有叱咤风云高瞻远瞩
的格局跟视野袁你也得有一个能弯下腰当
宜家搬运工装修办公桌椅袁以及种种类似
清扫垃圾的农民工心态袁否则你就不要来
谈创业了遥

无论你是一个创业者还是职业人袁你
会发现每个阶段都有对应的难题袁每个角
色都会有对应的难题遥

这个世界不会因为你是一个打工的袁
就让你的苦多一些袁也不会等你成为一个
老板的时候袁你的牛逼就会多一些袁那些
纳斯达克敲钟背后的重重苦逼袁是媒体包
装出来的幻象里永远不会写出来的遥

都在为更好的生活坚持着

我们改变不了别人袁但至少我们可以
在自己身上把持好基本的礼仪这一关就
好遥

当然如果这条路上如果有人与你同
心袁那么这份委屈可能会变得少一些淡一
些遥 有一个大叔在朋友圈里说了一句话袁
和高人聊天袁最大的收获不是获得了什么
秘诀袁而是知道哪些弯路可以避开遥

同样的道理袁这些过来人袁作为另外
一波人的过来人身份袁 能告诉你们的就
是袁没有一种工作是不委屈的遥

明白了这一点袁或许我们对所谓腋会
好起来的夜 期盼不再是一种极致追求袁要
马上呈现物化的东西袁而是一种潜移默化
的进步跟慢慢变好遥

毕竟袁无论在什么样的岁数里袁成长
这件事情袁 都是我们灵魂里一辈子的课
题遥

一个人在外面袁很不容易袁没啥袁拼的
就是坚强遥

越有故事的人越沉静简单袁越肤浅单
薄的人越浮躁不安遥

真正的强者袁 不是没有眼泪的人袁而
是含着眼泪依然奔跑的人遥

人的一生要疯狂一次袁无论是为一个
人袁一段情袁一段旅途袁或一个梦想遥

我们要敢于背上超出自己预料的包
袱袁努力之后袁你会发现自己要比想象的
优秀很多遥

没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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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屈
的
工
作

大树理论：献给浮躁的年轻人

责任意识院把每一个岗位当作是每一
种责任袁而不是特权袁对自己的工作负全
责曰

自我管理院身先士卒袁做企业形象的
代言人和员工的行为榜样曰

坚持不懈院面对激烈的竞争袁尤其是
在面临困境或危急关头袁 能够顽强坚持袁
不轻言放弃曰

抵御诱惑院有较高的职业道德素养和
品格袁能够在各种利益诱惑下袁把握好自
己遥

你的自律！决定着你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