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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身学习已成重要生存技能
■ 本报记者 张一然

似乎在一夜之间，人类就步入了信息超载时代。 互联网以及相关的科技
产品正在让这个世界前进的脚步变得越来越快。 对现代人来说，今天面临的
环境完全迥异于过往数千年的社会。 互联网加速了全球化，而这一趋势则对
现有的商业模式、组织结构和业务流程产生巨大影响。 对个体的人而言，想
要适应这些宛如湍急海浪般的变化，唯有坚持终身学习，如此才能更好地立
足于现代社会。

“个人崛起”时代已经到来

学习能力是核心竞争力

自媒体视频脱口秀《罗辑思维》主讲
人、互联网知识型社群试水者、资深媒体人
和传播专家罗振宇对商业和互联网的独到
见解，影响了 80 后、90 后的知识结构和对
互联网的认识： 人类正在从工业化时代进
入互联网时代。 新的时代将彻底改变人类
协作的方式，使组织逐渐瓦解、消融，而个
体生命的自由价值得到充分释放。
互联网时代，网红经济势不可挡。 这
很好地说明了新的时代给予了个人非常
大的发展空间。 职场白领小梁是一个普通
的工薪族。 自从多年前他迷上了网路写
作， 渐渐地已经成长为不错的网络作家。
“我从小就喜欢写作， 但那时候不管你写
的是什么题材，想要被发表，就只有向杂
志和报纸投稿这一条渠道可选择。 网络文
学出现后，像我这样的普通人也有了发表
作品的机会，只要坚持写、用心写，就能赢
得粉丝的青睐。 粉丝会在网上留言他们的
感受和看法。 对作者而言，粉丝数量的增
加、与粉丝之间的互动，都能给自己带来
很好的成就感。 ”
娟娟大学毕业后，一直没找到合适的
工作。 频繁的投递简历让她烦不胜烦。 暂
时找不到工作的她觉得自己不应该处在完
全待业的状态，她开始将一些自制的手工首
饰利用微信朋友圈售卖。 “没想到，我设计
的一款珍珠项链得到了朋友们的认可，一位
朋友购买后， 还会介绍其他朋友前来购
买。 ”娟娟打开自己的朋友圈，向记者展示
了她制作的串珠手链、项链、戒指等首饰。 微
店的订单最多的时候，要延时三四日才能发
货。 她不好意思地说：“订单太多，我按照订
单顺序一个个完成后再发货，所以大概至少
需要三四日的时间。 ”娟娟坦言，互联网成
就了她的生活。 “目前的收入已经高于普通
上班族的平均月薪了，而且因为是自有职业
者，时间安排能够自主，不必受领导的管制，
也不必考虑同事的相处问题。 ”
罗振宇在解析“微创新”时，曾表示：
“传统经济的玩法都是跑步， 尽可能地跑
马圈地，占的范围越大越好。可是在个人崛
起的时代，我们与其去把握更多的机会，还
不如立定下来，在一个固定点上成长，这才
是真正的身法。 ”而小梁和娟娟恰恰是其
讲述的“立定”的比较形象的诠释者。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社会经济发展速
度越快，人们提升自我的意识就越强。 白
领李新所在的企业每周至少进行三场培
训，其中包括业务培训、名家讲座、思维破
壁等内容。 尽管企业所提供的薪资待遇在
行业内并不具备很强的竞争力，可李新仍
然选择了不跳槽。“我有很多朋友，如今都
特别看重企业给予的培训机会。 大家都感
觉到自我提升的重要性，而且现在的职场
环境确实是只要具备的才与德，就一定会
有发展的机会和空间。 ”

股神沃伦·巴菲特曾说：“最好的投资
项目就是自己。 ”他认为，投资自己，是最
安全的投资，是最公平的投资，也是绝对
没有损失的投资，只要时间长就可以看到
收益。 东方燕园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吴
亚滨认为，“如何学习” 是这个时代极其
重要的一个课题，不是为了应试，而是因
为学习是未来的重要生存技能。
2006 年开店，如今已发展为四皇冠的
时尚女装店老板吴小姐告诉记者，她算进
入互联网行业比较早的一批人，创业之所
以能够成功肯定是找对了时机。 吴小姐为
记者总结了网络创业的三大优势：一是成
本低。 只需要一台电脑，一根网线。 不需要
租房、不需要雇售货员，如果是代卖的话，
甚至还能免去进货成本。 二是风险低。 即
便是创业失败，因为先期投入少，创业者
完全有能力翻身再拼搏。 三是宣传费用
少。 创业者完全可以利用微信、微博、QQ、
论坛等多种免费渠道进行网店的宣传。 相
比传统的报纸、电视、电台的宣传成本，简
直低到可以忽略不计。
在网店的经营过程中，古典文学专业
出身的吴小姐几乎是将仅有的业余时间
都用来学习了。 她先后报班学习了营销、
网店设计、公关宣传、客服沟通技巧等等。
为了尽快提升自己，她还花费不菲的学费
参加了自媒体运营培训班。 “参加各种培
训班的首要目的，是为了及时地拓展自己
的视野，了解最新的前沿动态。 其次是结
识一批同样积极追求进步的同学作为朋
友。 最后才是学习到具体的知识。 ”
皇冠卖家李先生告诉记者，网店的竞
争越来越激烈了。 “过去只要是产品质量
好，价格低廉，就能在市场中占领一席之
地。 而现在随着流量的稀缺，想要在市场
竞争中胜出的网店必须要团队作战，乃至
注册正式的公司。 ”李先生开设专卖土特
产的网店已经 5 年了，最开始的想法很简
单，就是依靠网店来弥补实体店销售的不
足，整个网店的管理、上货、快递发货等只
依靠李先生一个人。 “后来网店的生意越
来越好，因为订货量巨大，从货源的采购、
仓库的管理、发货的安排，已经形成了一
个团队。 未来，随着电商行业越来越成熟，
消费者也会越来越理性。 过去个人网店的
绝对优势是因为同等商品网店价格低。 但
现在当这个优势具备共性后，就要求经营
者不断的创新。 网络已经打破了地域的阻
隔， 总有人会比我们的产品质量好价格
低，那么我们如何留住老客户，吸引新客
户呢。 ”这些年来，李先生越来越感觉到个
人素养对企业发展的影响，他不仅自己学
习还带领所有员工参加各种培训。 在他看
来，企业想要适应互联网时代，开创品牌
化道路， 员工的整体素养就必须不断提
升。 “市场竞争说到底还是人与人之间的

竞争。 只有当我们在格局、才能、魄力上都
获得提升时，才具备了更强的竞争力。 ”

因升级认知而成就自我
心理咨询师聂羽含在接受本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对大部分家庭来说，仅靠一
人的收入是难以让家庭尽快获得较好的
经济积累的，所以无论男女在现代社会都
必须具备赚钱的能力。 这不仅能为配偶分
担经济负担， 也能使得个人获得人格的独
立。 另外，她指出，人的自信主要来源于三个
方面， 一是健康的身体与较好的精神面貌；
二是稳定的工作与一定的经济收入；三是个
人在未来是否具备了较好的发展空间。
聂羽含指出，现代人的成功不仅仅体
现在经济基础的建设上，更体现在思想意
识认知的更新换代和升级上。 她提出，现
代人首先具备的能力是时间管理能力。
“时间才是一个人最宝贵的财富。 人不应
浪费时间， 要时常从事有价值的工作，有
自制力去停止一切不必要的活动。 ”其次是
社会进步的速度越来越快，对人的要求越来
越高。 所以现代人想要立足于社会，就必须
要具备“学无止境”的思想意识。 “现代社
会竞争比较激烈，职场和婚姻的情况也变得
复杂起来。 所以现代人应该认识到知识的更
新对自身幸福的重要性。 人们可以通过工作
熟知社会的变化，通过与老板、同事、客户的
相处，不断磨练自己的情商。 ”
三是形象也是一门学问，现代人对这

门学问应该抱着不断学习的心态。 美国著
名形象设计师莫利曾对美国《财富》排名
榜前 300 名公司的 100 名执行总裁进行
调查，97%的人认为懂得并能够展示外表
魅力的人， 在公司中有更多的升迁机会；
100%的人认为若有关于商务着装的课，
他们会送子女去学习；93%的人会由于首
次面试中申请人不合适的穿着而拒绝录
用；92%的人不会选用不懂穿着的人做自
己的助手；100%的人认为应该有一本专
门讲述职业形象的书以供职员们阅读。 聂
羽含解释到，保持良好的形象将非常有助
于个人自信心的建设。 “我建议现代人应
注重个人保养， 时刻保持自己的最佳状
态。 我们没有必要一定要穿着名牌，但一
定要让自己具备清爽干净的形象。 ”
四是保持学习的动力，养成爱读书的
习惯。 聂羽含告诉记者：“书作为知识的载
体，是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 读书的成本
比较低，哪怕只是一些琐碎的时间，比如
饭后一杯茶的时间，我们就可以读上几页
书。 ”聂羽含认为，读书可以被视为一种雅
致悠闲的活动，人们在读书的过程中获得
放松的同时，还可以增加素养，改造思想，
增长才能。“假设每天仅仅抽出 15 分钟的
时间用于读书，这意味着你一周可以读半
本书，一个月至少能够读完两本书，一年
下来大约可以读完 20 本书。 按照这个频
率坚持下来，阅读量就不容小觑。 这也是
保持终身学习最简单的方法。 ”

海外资产配置已成潮流
招商银行与贝恩公司联合发布
《2017 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显示，中国高
净值人群境外投资渗透率大幅上升，2017
年 56%高净值人群有境外资产配置，而
在 2011 年这一比例仅为 20%。 毋庸置
疑， 海外资产配置已经成为一股潮流，随
着中国高净值人士数量的增加，海外资产
配置的趋势将会持续增强。
日前在澳信集团天津分公司揭幕盛典
上，众多业内专家亦一致认为，海外资产配
置的潮流，不可抵挡，海外房产投资则是中
国高净值人士规避风险、财富保值增值的
利器。 作为国内领先的海外房产专业服务
机构，澳信集团天津分公司在典礼上带来
了《海外房产置业投资对比发展趋势》价
值巅峰对话。 国内外专家就“如何睿智

应对海外投资风险、 当前各国移民新政
都有哪些变化”等问题作了深入的探讨。
专家表示，海外房产具有较多优势，如房
市机制健全、房价增值稳定，抗风险能力
强、租金回报率较高、房产永久产权、首付
低，是海外资产配置的绝佳之选。
据了解， 澳信集团是一家集海外房
产、移民留学、财富管理一站式服务权威机
构， 拥有雄厚的资本实力和资深海外投资
经验，在行业内荣获多项殊荣。 除荣获中国
唯一获得澳大利亚房产局认证成员资格外，
还先后获得 “2010 中国地产经纪年度海外
房产品牌机构奖”、 第十四届中国住交会
2012CIHAF“海外地产领军企业”等殊荣。
目前在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美国和中国
的多个重点城市共设有 22 家直属分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