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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职业⽣涯这个词，我更喜欢【⼯作】这个词。⽣涯意味着能够轻易看⻅未来，强调对

未来的规划，努⼒寻找真实的⾃我；与之相反，⼯作则注重当下，拥抱不确定，注重可能

的我。夜谈⼯作，是为⼯作谈。欢迎你，我的新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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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看得⻅的未来不叫未来。 未来⼀定是看不⻅的，你难以预测⾃⼰的未来⾛向，⽽是全

神贯注，拼搏当下。获得⾃增⻓。当外部增⻓、外部肯定获取不到的时候，此时的内在定

⼒⾮常重要。

2）分享主义为什么在21世纪如此重要。归根结底，是以物易物导致了市场的出现，再导

致了货币的出现，接着导致了纸币的出现，最终导致了世间经济的繁荣。同样，是记忆的

交易导致了语⾔的出现，接着导致了阅读、学校、教育、⽂化制度的出现。从⽽导致了⼼

智的繁荣。

真正的聪明⼈是处在⼀个分享⽹络的中⼼节点，且能持续不断地获得各类分享节点的持续

正反馈。

⽽为什么别⼈乐意跟你分享？假定你是⼀位分享主义者，另⼀位是⼀位从不分享的，你觉

得跟谁进⾏「记忆的交易」会更安全？显然是 跟分享主义者 进⾏ 「记忆的交易」更安

全。

所以，分享主义者、信息⾜够透明的公司运作代表着未来的主流模式。未来⼏乎所有成功

公司都将是公众公司。

随着年岁增⻓，每次跟⼈沟通，每次创业，每次写作，某种意义上都是在燃烧⾃我。此

时，请注意善⽤⼼⼒，专注初⼼。我20来岁的时候说过，将⻘春浪费在那些美好，创作且

与众不同的事情上。现在，即将四⼗岁，同样如是提醒⾃⼰。看得⻅的未来不叫未来，共

勉。

⼯作谈001 ：看得⻅的未来不叫未来 （1⽉8
号，⼴州）

⽚段1

⽚段2

⽚段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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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场，先由阳志平⽼师简要介绍了开智学堂及开智社群的成⻓故事。

现在⻘年⼈的学习需求和⽅式和五年前相⽐，已经有了很⼤的不同。⼈⼯智能、虚拟现实

等新的职业⽅向层出不穷，对创新和⾼难度的⼯作者要求越来越⾼，需要更源头的知识的

学习。

越来越多的⼆三线城市有志⻘年想要转型进⼊⼀线互联⽹公司就业，硕博学历想要职业转

型，独⾃苦学，却很难找到导师和学友。⽽开智学堂是⼀个学习社区，在这⾥你可以与来

⾃同⼀个城市的⼩伙伴⼀起学习编程和创作等21世纪⼈才所需的技能。

在刚过去的2015年，开智学堂先后开设了认知写作班、⿊客创作班和两期 Python ⼊⻔

班，线上公开课30多场脑洞⼤开跨界公开课，累计学员线下聚会70+场次，还有读书会、

学习⾃传、翻译⼩组「开饭团」等各种兴趣群组。

2015年的开智学堂，聚集了很多有志有趣更有颜的⻘年在⼀起学习，在追时间的学习旅程

中，看⻅成⻓的⾃⼰。

在⼴州聚会上，阳志平⽼师给中⼤⼼理系师友和开智群友们分享了⼼理学的学习发展路

径，还有很多关于职业、信仰、未来、⼈⼯智能、社群建设的精彩观点。

所有职业，归根结底都可以划分到⼀个2*2象限

所谓重度脑⼒劳动、重度体⼒劳动；轻度脑⼒劳动、轻度体⼒劳动。⻁⾏似病，鹰⽴如

睡；⼈不能同时从事重度脑⼒劳动+重度体⼒劳动，如翻译这类活。就是此类。这类活动

容易导致⼤脑崩溃，我们的⼤脑并不是围绕这类模式设计的。我们的⼤脑最擅⻓胜任「轻

度脑⼒劳动+ 中度体⼒劳动」。医⽣则是「重度体⼒劳动+中度脑⼒劳动」。

⽽⼈类有个倾向，容易⾼估⾃⼰胜任重度脑⼒劳动的概率，所以容易导致各类⼼理疾病。

阳志平⽼师分享了⼗年职业⽣涯发展与⼼理学的三个节点事件。其中，2004年⻢加爵事件

加速⼼理教师制度的普及；2008年汶川地震事件导致⼼理咨询与⼼理危机管理步⼊⺠众；

2013年的⾸届最强⼤脑导致认知科学步⼊⼤众。

开智学堂简介

职业⽣涯的象限

看得⻅的未来不叫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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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师⾃述⾮常幸运地参与了上述三个⾥程碑的事件，并且略有贡献。第⼀个故事关乎

「⻘春」，年轻时碰到选择，别想那么多，撞⼏下南墙再说；第⼆个故事关乎「参与」，

那时和采铜、何吉波⽼师共同做公益⾏动，未来不可⻅。第三个故事关乎坚持。即使像阳

⽼师这样的死宅技术男，因为⼗来年⼀直在同⼀个领域，也能有持续的进步。

⽬前中国⼈是⼀个普遍迷茫的时候，信仰缺失。⽽中国精英知识分⼦，有不少朝⻄⽅寻找

信仰，其实是个错误的⽅向。通过科学主义修正后的传统宗教，反⽽能带来更⼤启发。

阳志平特别推荐了两个流派。第⼀个流派是⽤⼼理科学修正后的儒家，本⼟⼼理学，推荐

了杨中芳、杨国枢、李亦园、⻩光国四位本⼟⼼理学⼤师的著作。尤其是要寻信仰，必读

李亦园。

第⼆个流派是⽤现代科学修正后的阳明⼼学，所谓⾏动科学，串接理论与实践的科学，寻

求第⼆序改变的新科学。

在阳⽼师答疑的时候，特别介绍了辅仁⼤学⼼理系与众不同的建系理念，不⾛强科学主义

路线，⽽是⾛⾏动科学路线。因为辅仁⼤学⼼理系前主任是⾏动科学中国传⼈夏林清⽼

师。

⼼理学信息⾮常不对称，属于⾼考报考⾮常热⻔，但实际就业率低下的专业。⼼理学学科

制度建设存在极⼤的问题，阳志平⽼师⽤泰斐尔1971年发表在Science上的论⽂解释了这

⼀现象。

所谓最简群体范式、我群中⼼主义，⼼理系的师资构成不断导致了⼀种负向循环增强效

应，最终，导致⼼理系只能选择科研道路。

然⽽，⼼理学除了科研林荫⼤道之外，还有教育、⼯程、艺术、商业等很多不同路线。在

这⾥，阳志平⽼师介绍了⾃⼰选择的⼯程路线。如果选择⼯程路线，关键技能可以区分为

「元技能与独特技能」，其中重要的元技能包括：1）批判性思维；2）写作；3）编程；

4）实验⼼理学。

在这⾥阳志平⽼师推荐了三本书。第⼀本书《 意识从何⽽来》，这本书是著名脑科学家

达⻢⻄奥所著，⽂笔优美，脑科学家中最会写⽂章的⼈。斯坦诺维奇将⼈类的⼼智分为⾃

关于信仰

给⼼理系学⽣的建议

关于⼈⼯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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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智、算法⼼智与反省⼼智三种。其中连接情感与理性的部分，斯坦诺维奇引⽤了达⻢

⻄奥的经典著作《笛卡尔的错误》，将其命名为斯波克问题。

第⼆本书是《哥德尔证明》。所有关于⼈⼯智能的讨论最终都绕不开哥德尔，⽽了解哥德

尔，除了镇群宝典GEB的描写之外，可读很多哥德尔专著，更深⼊地了解哥德尔不完备定

理、哥德尔完备定律。在这⾥，阳志平⽼师特别推荐了《哥德尔证明》与《逻辑⼈⽣》两

本书。

第三本推荐的书籍是《如何创造思维》。

阳志平⽼师介绍了认知⼈类学家温格的卓越贡献。温格既是认知科学家，也是⼈类学家，

认知⼈类学奠基⼈之⼀，也是组织学习理论奠基⼈之⼀。他在名作《实践社团：学习型组

织知识管理指南》⼀书中提出⼀个令阳志平⽼师震惊的观点。评价⼀个社群的好坏的关键

指标其实既不是这个社群的领导者，也不是社群基数，更不是社群成员拥有共同的敌⼈，

⽽是⼀个社群中流传的故事的数量与好坏。

实践社团：学习型组织知识管理指南 埃蒂纳·温格

因为唯有故事，拥有了上述所有指标，如社群共同的敌⼈、如社群中的英雄、如社群不断

的⽭盾。

当时阳志平⽼师读到此观点的时候，恰逢写作《⼼智七讲》，在⼤量翻阅⽑泽东的⼈物传

纪与早年⽂章，结果⽑泽东年少时已经⾮常明⽩此道理。因此，⽑泽东创造了⼤量利⽤此

原理的制度，如政治员、政治员下连队、打⼟豪分⽥地等⼝号的提出。⽑泽东是史上最明

⽩社群本质的⾼⼿中的⾼⼿。

⼀位与会群友现场分享了阳志平⽼师2012年给他的建议，阳志平⽼师在他的基础上补充⼀

些建议。对于⼀位⼼理系本科⽣来说，翻译、写⼼理学科普是⼀件⾮常容易的事情，虽然

容易快速获取社交媒体的认同，但这种认同会带歪⾃⼰的路，逐步从⼀流科学家沦落为三

流⼼理学科普作家与鸡汤写⼿。

因此，当时阳志平⽼师建议这位学⽣下苦功夫深耕编程/⽣物学/数学等更难⼀点的事情。

如今回头看，这个建议对了。这位学⽣加⼊的实验室所在的⼤团队恰巧荣获2014年诺奖。

对他冲击很⼤。逐步养成了科研感觉，也将成为⼀篇好论⽂的作者之⼀。

关于社群建设

年轻时为什么要去做更难⼀点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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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时候受制于⽣理周期、理性发育周期，多数⻘年是不靠谱的。因为⼈类跟理性相关

的⼤脑区域要22岁以后才开始发育完整。

此时，不靠谱的⾏为的典型表现是做事情不容易有始有终。

为什么容易出现这样不靠谱的⾏为？因为⼈类容易⾼估⾃⼰的位置，倾向以为上级领导、

同事⾮常清楚⾃⼰在想什么。但是⼈家其实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这样年轻的时候做事情⾮常不容易有始有终。

⼀切皆时间的函数，⽣命也不例外，时间最可怕的是复利效应。因此，简单的⽣活⽅式相

对复杂的⽣活⽅式来说，在时间的复利上，拥有先天优势。

⼀位经常换⼯作公司、⼯作地点与恋⼈的⻘年，很难形成⼀个可以⻓时间复利效应的模

式。

如果我们将⽣命理解为时间函数，简单的⽣活⽅式相对来说，在输⼊端需要记忆更少东

⻄，每天规律⽣活规律⼯作规律睡眠，这样很容易⾃动化。

按照顶级认知科学家，《超越智商》作者斯坦诺维奇的理论，我们可以将⼈类的⼤脑分成

三部分：⾃主⼼智；算法⼼智；反省⼼智。⾃主⼼智更多来⾃进化模块与内隐学习模块，

通过进化与内隐学习习得。⽐如，我们看到蛇就会害怕；不同⺠族不同⽂化对⼥性的择偶

偏好存在⼀致规律，这是因为我们虽然⽣活在互联⽹时代，但我们的⼤脑来⾃⽯器时代。

除了来⾃进化习得的适应性组块之外，⾃主⼼智还包括情感化反应、学习习得的⾃动化反

应与条件化反应等。举个例⼦，⼀旦学会骑⾃⾏⻋后，就终身难忘，变为本能，这就是后

天习得的⾃动化反应。

⼯作谈002：有志⻘年的靠谱职业⽣涯发展
路径（1⽉9号，深圳）

什么是靠谱⻘年，什么是不靠谱⻘年？

简单的⽣活⽅式为什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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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动化之后的模式更容易进⼊⼈类⼤脑的⾃主⼼智的部分，不再挤占「算法⼼智」部

分狭⼩的「⼯作记忆」内存条。这样更容易突破⼈类⼤脑的先天局限。

⼀般来说，⼈类的30-40岁是创作⾼峰期，此时技能已经成熟。专家与卓越者，此时的

「⾃主⼼智」部分拥有了⼤量⾃动化的模式，他在「算法⼼智」部分的 「认知负荷」从

⽽有了⼤幅度下降。对于职场新⼿来说，是「重度脑⼒劳动」，⽽对专家与卓越者来说，

则是「轻度脑⼒劳动」。

简单的⽣活⽅式，更容易让我们培养更多⾃动化的模式，从⽽让⼤脑变得认知负荷更⼩，

慢慢地，从⼀位年轻时候的「重度脑⼒劳动者」变为⼀位「轻度脑⼒劳动者」。

怎样找到简单的⽣活⽅式，形成时间的复利效应？

答案是，找到⼀个好⽼婆/好⽼公。

这不是开玩笑。如果我们将⽣活⽅式理解为⼀个实验⼼理学函数，包括⾃变量、因变量、

控制变量、条件变量等等。

那么，配偶是最⼤的⼲扰变量与控制变量。优秀的配偶是你最好的同侪压⼒，也是你终⽣

的同侪信任，更是你⽆法堕落的底线。

所以安替⽼师在开智⼤会上推崇「拜⽼婆教」是有⼀定道理的。当然，我们不要像他那样

过分，在⼥⽣⾼⼆的时候就堵在⼈家校⻔⼝。

成为靠谱⻘年，第⼀重要的事情是找到⼀位好配偶；第⼆重要的事情是尽早在时间源头，

以学徒的身份，帮⼀位⼤师打杂，然后慢慢地从边缘到中⼼，所谓认知学徒制。

认知学徒制为什么如此重要？在座的各位 Python ⼆期学员，有学习⾮常成功的，甚⾄达

到了职业程序员要求；有学习失败的，捐学费的。

根据刚才这位失败的同学的分享，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估了⾃⼰的意志⼒，却从来

没有去参加深圳开智线下同侪汇。然⽽，⾼估⾃⼰的意志⼒，就意味着你每天需要给⾃⼰

做⼼理建设，这是与⼈性背道⽽驰的；与⼩伙伴们在⼀起，则是让你更容易获得反馈与从

嗅觉视觉听觉，从⾁体到灵魂的刺激：我不能再堕落了，我要加速我的学习进展！

怎样找到简单的⽣活⽅式？

对于创业者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WorkSmar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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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如此，找到⼀位好的配偶。

我们可以类⽐⼀下创业与寻找配偶的类似处。

1）你需要预判未来。

你不知道⼗年后，你们能否再相互厮守，也不知道⼩家庭能否维持。创业也是如此，你需

要预判⼗年后的发展趋势，但是你看不⻅⾃⼰的未来，只知道凭着朦胧感觉往前⾛。

2）你需要从⼤量不确定中做关键决策

结婚离婚的成本⾮常⾼昂，创业的成本同样⾮常⾼昂。多数⼈低估了婚姻与创业的隐形成

本，只看到容易看⻅的⾦钱成本与时间成本，但是低估了⼼理成本与信⽤成本。每⼀次结

婚，都是在透⽀你的⼼理资本与信⽤。所以整个⼈类进化周期演化⽽来，给你留下的真正

创业与结婚的次数不会太多。

3）你需要寻找意义

⼈不可能为了财富⽽活。真正的守财奴，⻅钱眼开，⼀辈⼦追求财富的⼈，⼏乎不可能成

为⼈类社会的主流。因为这不符合⼈类⼤脑的设计规律。

上过我的认知写作班的同学都⾮常明⽩，⼈类⼤脑的演化周期存在记忆的⽣存优势效应。

我们⼤脑更习惯与进化早期具体的东⻄相处，如⻝物如⽔，⽽⾮与抽象的东⻄相处，如⾦

钱如货币。

我们的⼤脑存在强⼤的⼀套制造意义的系统，每时每刻，我们都在赋予任何事情与意义。

当你这套意义系统出问题了，往往你焦虑了、抑郁了，请去看⼼理医⽣。

同样，好配偶给了创业者最⼤的意义。当⼈⽣低⾕失落时，有⽀持；当⼈⽣⾼峰骄横时，

有敲打；更重要的是，⽒族繁衍国家存亡，⼈类本身才是⼈类社会最⼤的产品。⽽好配偶

会让创业者的眼光不再是盯着纯粹的⼯作，更注重创业背后的意义，⾃⼰的项⽬给⼈类社

会的真正价值是什么？⾃⼰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4）当然，除此之外，我们还会发现，两者之间的诸多相似之处。如需要沟通，需要换位

思考，需要输出，需要⼤时间周期。

所以，给创业者最佳建议是，先结婚去。

如果bp只写⼀⻚，最关键的是什么？

WorkSmar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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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关键的是看到与众不同的思维模式。

⽬前⻛险投资界普遍流⾏的话语体系是基于战争隐喻，如A轮/B轮/C轮，如赛道如卡位如

布局。

然⽽，早期创业公司最关键的地⽅从来不是竞争，⽽是成⻓。百度不是想与⾕歌竞争⽽诞

⽣；阿⾥巴巴不是因为想与易趣竞争⽽诞⽣；腾讯不是因为想与ICQ竞争⽽诞⽣；

Facebook不是因为想与MySpace竞争⽽诞⽣。

所以我更希望在你的这⼀⻚BP中看到不⼀样的思维模式：你是否采取了不同于战争隐喻

的另⼀种真正容易导致创业成功的思维模式——树形隐喻。

在树形隐喻视⻆下，我不再是为了跟谁竞争⽽诞⽣，我不是为了别⼈⽽活，我是为了⾃⼰

的成⻓⽽活。更具体⽽⾔，创业的树形隐喻包括⼀个这样的逻辑：最⼩⽀点 => 最⼩产品

=> 最⼩团队。

最⼩⽀点就是未来的⼤树的根。你要告诉我，你的根是什么。未来五年、⼗年后，你与你

的配偶相处，不离不弃的根本是什么？同样，未来五年⼗年后，你的创业项⽬始终在捍卫

什么？这个最⼩⽀点从语⾔学⻆度来说，它是名词；它不可再切分。 最⼩产品则是，围

绕这个最⼩⽀点，你们搭建了什么样的产品模式，选择了什么样的信息架构与商业模型？

它就是树浮出地⾯之上的部分。 最⼩团队则是，你们团队有什么资质或者⽓魄，能够证

明⾃⼰未来五年⼗年内，能够不断保护这颗树的成⻓？你们能够成为这⼀颗⼤树的守护

者？

作为早期创业团队，如果说最重要的事情，或许就是让我看到上述不同的思维模式。

以上便是开智深圳沙⻰答疑回顾，希望关注开智的朋友在新的⼀年找到简单的⽣活⽅式，

从「重度脑⼒劳动者」变为⼀位快乐的靠谱⻘年，在⼀年的学习⾥有所精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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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东莞/湖南

时间：20160112

⼈才的分级

怎样跨过初级⼈才？

开智五品

怎样成为A+ ⼈才？

初阶职场⼈⼠：⽐机器⼈先进⼀点；中阶：初步摆脱了植⼊脑海中的各类meme；⾼阶：

具备往别⼈脑海植⼊meme的能⼒，也学会创造与传播⾃⼰的meme。

能负责维护团队的⼈⽓流现⾦流时间流；主动⽤⾃⼰的个⼈信⽤与全部身⼼帮项⽬或者产

品或者公司背书；不考虑个⼈的⽣活家庭平衡，⼯作即⽣活；当企业碰到困难的时候，韧

性极强；已经具备⾄少七年以上的特定领域或者特定⾏业或者特定技能的经验；能够多线

程⼯作；善于指导与引导别⼈；敢于承担决策失败的后果；不断拓展个⼈⼈脉或者技能或

者⼼智的边界；对未来持有审慎态度。

掌握了⼀定的专业技能，在⾃⼰的专业技能领域尚属胜任；能主动维护跟⾃⼰技能或者身

份相关领域的⼈脉；敢于承担有限的责任；偶尔⽤⾃⼰个⼈信⽤帮产品背书；有⼀定的指

导团队能⼒；⾼层交付的任务能够打个⼋折的质量在deadline前完成。

⼯作谈003：A+ ⼈才的⽓质 （1⽉12号）

谈话背景

摘要

⼈才的分级

⾼层⼲部

中层⼲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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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技能尚不熟悉且没有掌握；团队或者领导交付的任务完成吃⼒需要协助与辅导；在⾃

⼰的⾏业或者岗位或者技能没有较好的信⽤值；从不乐意谈论⾃⼰⼯作，⾮常介意⽤个⼈

信⽤帮项⽬或者产品或者公司背书；当团队利益或者公司利益与个⼈利益发⽣冲突，第⼀

考量必然是个⼈利益；情绪不够稳定。

1）喜欢写：有坚持⽤⽂字表达精细思想习惯，反例是号称喜欢写，但是公众场合如社交

媒体，看不到⼏篇严谨有趣的⽂字； 2）善始善终：交代的任务，有记录；记录的任务，

有输出。反例是领导交代的任务，没记录；能逃就逃。 3）⼯作专注：⼯作期间专注于⼿

头事情，会排优先级次序。反例是⼯作期间太多时间刷朋友圈刷微博，同时收到⼀堆需

求，不会排优先级。 4）刷技能：做错的事情下次不会再错，技能不断在⾃我反思中提

升；反例是错过的事情还是会做，技能没有提升且不得不让其他同事填坑。 5）团队协

作：在涉及到团队时，公司利益⼤于团队利益⼤于私⼈利益。有主动配合与协助其他同

事、领导的意识。反例是我⾏我素，且没有产出。我⾏我素不可怕，可怕的是我⾏我素没

有产出。最终职场变为酱油场，且拖累其他同事，成了传说中的「猪队友」。

请⼤家增补。

之前说过开智五品。其实的确如此，开智五品注定将⼈区分开。在开智五品基础上，再补

充⼀些A+ ⼈才的执⾏层⾯共性。

A+ 级别的⼈才普遍具备⼀些共性：

1. ⼼⾮常细：所谓专家知识，就是⽐别⼈懂了更多细节，同时能轻易预测出未来⾛向。

⼼细意味着做事⽐别⼈更容易创造好的⽤户体验。遇事多想⼏个为什么。

2. 有主⻅：不是事事请示leader，⽽是关键时刻请示，⽐如开始⼀个新项⽬，⼀个新的

范例，⼀种新的模式；事后复盘经验的时候请示。中间进度遇到阻碍的时候请示。除

此之外，有⾃⼰很强的主⻅。并且是利⽤公司机会、创业机会去试错⾃⼰的主⻅，提

初阶职场⼈⼠

怎样跨过初级⼈才？

开智五品

怎样成为A+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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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独⽴思维能⼒与独⽴判断能⼒。A+ ⼈才总是让任何⼀次职业经历为⾃⼰服

务，在公司利益与⾃我成⻓中取得平衡；⽽⾮相反，B类⼈才总是没有主⻅，事事请

示，最终拖累团队发展。

3. 有备份⽅案。墨菲定律告诉我们，⼀旦事情出错，肯定会连续出错。所以，⼀般A+
⼈才准备备份⽅案，肯定不是只准备⼀个，因为第⼆个⽅案肯定会出错。⽽是⼀⼝⽓

准备 PlanA、PlanB、PlanC、PlanD四个备份⽅案。

4. 敢于担责。事情发起之前，敢于说：此事我来吧；事情做失败了，敢于承认：我错

了，对不起各位，从中，我吸取到的经验与教训是：。。。。。

5. 基础技能过硬。所谓基础技能，听说读写。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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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深圳确认暂停互联⽹⾦融企业注册登记。继上海、北京暂停互

联⽹⾦融企业注册登记之后，深圳⾦融办昨⽇确认了⽹传的深圳暂停互联⽹⾦融企业商事

注册登记⼀事，并表示已全部暂停，已经实施了很⻓时间”。⽬前，深圳⾦融办还在制定

⽅案，对存量平台也将进⾏清理。

2016年是真正的寒冬与拐点。所谓拐点，有多重含义，既指国家信⽤拐点，这个信⽤主要

包括⼈⺠币信⽤、国家经济信⼼指数等；也包括软性的政治信⽤。它还是多个⼈⼝红利拐

点、移动互联⽹红利拐点、游戏⾏业拐点、钢铁⾏业拐点等很多⾏业的拐点。

所以在2016年，我们将看到更多的裁员报道。更看到国家层⾯发出的信号。⽐如上述信号

是国家资⾦进⼀步缩减。打击私募与互联⽹⾦融，促使公司证劵化这⼀过程。

⼀般来说，创业不要跟历史趋势违背。公司证劵化是未来五年⼗年最⼤的中国历史进程之

⼀。将优质公司赶到资本市场上去，同时将其证券化，公募市场能参与。这是中国未来5-
10年最⼤的经济事件。它⼀⽅⾯是对冲国家信⽤拐点带来的各类⻛险；另⼀⽅⾯，也是⽤

经济信⽤换政治信⽤，所谓⾦钱换时间的制度性建设。

另⼀个趋势是能数字化的就数字化，程序员会⼀直短缺。⼯业⾃动化之后就是⼯业信息化

再是⼯业智能化。⽽咱们中国的软件业已经⾛到智能化这⼀步，轻⼯业⾛到信息化这⼀

步，重⼯业则将完成⾃动化。所以未来跟数字化相关的产业⼀直颇有机会。

在经济下滑趋势，做教育其实是⽐较稳妥的。教育是流量⼊⼝。⼉童教育是家庭流量⼊

⼝。其次是健康。再次是娱乐。经济下滑周期，选择 教育/健康/娱乐 这三个⼤⾏业，错不

了太多。

End

⼯作谈004：如何与历史趋势共舞？（1⽉1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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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带新⼿，⼀般第⼀周到第四周以内，会让该新⼿写1到4份备忘录。然后很快可以看出该

新⼿的职业素养。

有职业素养的新⼿，写的备忘录清晰易懂；没有职业素养的新⼿，要么忘记写备忘录，要

么写的备忘录像⼩说。我们可以尝试⽐较两位备忘录。第⼀份是我带的某位新⼿写的。

此处省略

这份备忘录是某位新⼿写的，有诸多问题。第⼀，备忘录不是合同；第⼆，备忘录不要⽤

word写，⽽是直接写到邮件正⽂⾥⾯；第三，即使写了备忘录，邮件正⽂中同样要加以呼

应与说明。第四，该备忘录还有⼀个较⼤的问题，对敏感问题「钱数」没有做铺垫说明，

⽽是直接写到附录的word⽂件⾥⾯。

综合上述问题，最终该备忘录效果极差。时隔1周后，这位新⼿才将备忘录发给合作⽅。

时隔2周后，出版社仍然不同意这个2万元的会议款项。导致我不得不在⼤会即将开始之

前，从开智作者群众筹了2万元。

这是⼀份典型的新⼿备忘录。不仅格式问题诸多，同时并没有很好地促进商业⽬标达成与

促进合作进展达成。那么，优秀的备忘录是什么样的？

我们接着再看另⼀份新⼿备忘录。这是某位新同事到岗的第⼀天，跟我参加⼀个会议回来

后，帮我写的⼀个备忘录。

此处省略

这也是⼀份典型的新⼿备忘录。那么，这个备忘录的问题在哪呢？

核⼼问题有：1）⻆⾊不清晰。读者不清楚哪些是阳⽼师发⾔；哪些是会议嘉宾发⾔。2）
对于承诺快递图书的⽼师的信息表达，模糊；3）没有清晰地记录与会嘉宾的观点与重要

身份；4）仍然没有看到下⼀步⾏动指南以及⾏动指南涉及到的相关⼈事。

我们再看看该备忘录修改后的呈现⽅式。

⼯作谈005：如何写备忘录（1⽉13号）

备忘录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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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省略

好的，看了两份⽐较差的新⼿备忘录。我们再看⼀份写的还不错的备忘录。这份备忘录是

⾮常真实且我赞不绝⼝的⼀份备忘录。但是因为涉及到我们在进⾏的商业合作，所以就只

给⼤家摘取部分内容。

此处省略

我们再来看另⼀份备忘录，就⼤体可以理解好的备忘录如何写。

此处省略

这是开智办公室搬迁，我写的备忘录。

好的，我们看了两份不好的备忘录；也看了两份好的备忘录。那么，通过⽐较，我们清晰

地意识到了，好的备忘录是什么？好的备忘录不是什么？

好的备忘录是什么：

1）是与同事、第三⽅沟通的记录，以备事后复盘；

2）是对未来即将开展的⼯作的提前预判与整体统筹；

3）是对相关同事的提醒；

4）是⽤逻辑说服对⽅。

坏的备忘录则是：

1）Word形式写的合同格式的⽂件；

2）感想与⼼得记录；

3）单⽅记录⾃⼰⽅的感受，⽽忘记记录参会嘉宾、与会者等。

简⽽⾔之，好的备忘录是帮助我们与同事、第三⽅建⽴共识。⽽坏的备忘录更多沉醉在⾃

⼰世界中，谈感想，同时对敏感问题没有铺垫，没有考虑到看备忘录的不同身份的⼈的不

同导致敏感问题的视⻆不同。

好的备忘录，坏的备忘录

怎样写出好的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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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怎么写出好的备忘录？上述信息结构其实⾮常清晰了。简⽽⾔之，⼀份好的备忘录

由以下部分构成，有的可以省略，有的可以展开，但⼤体⽽⾔，会包括下述结构。

标题

摘要

信息点

⾏动点

疑问点

我们可以⽤英⽂来描述好的备忘录的信息结构。title、abstract、info、Action、
question。简称为：T-AIAQ结构。

先看⼀下标题。标题最重要的写法是，要描述清晰，是团队内部会议还是团队外部会议；

是例⾏的周会/⽉会/季会，还是⾮常规的讨论会？是事先与准备的会议还是临时兴起？

好的标题示例，也包括了备忘录的常⻅类别。

季度会议：20151208 第⼆季度（9、10、11⽉）爱⻉睿团队总结会

周会：「20160111周会备忘：视频内容合作安排，年会发⾔安排与 阶段回顾」

上述标题，简单地说明了会议要点。对于常规会议的备忘，⼀般是时间在前。这样容易形

成⼀个累积效应。可以按照时间排序容易看懂。

标题建议写法如下：时间+要点。

「20151026 iBrain品牌架构思路」

标题建议写法如下，时间+合作⽅品牌简称+要点

例如，20151220与社群妈妈⻅⾯讨论线下幼⼉园

标题

第⼀种，团队内部的例⾏会议。

第⼆种，团队内部的⾮常规会议。

第三种，与团队外的合作伙伴的正式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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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建议写法如下，时间+对⽅名称+要点

例如，20150913郭歆⽼师会谈要点记录

上述四种会囊括多数备忘录情景。

接下来，我们说摘要。

摘要⼀般格式如下：

*	⼈：曹莹/薇姐/阳志平/
*	地点：财智B601

##	摘要

*	⼯作⽅法论
*	外部⽣态链
*	内部团队⽣态链
*	⾃我分⼯
*	爱⻉睿战略

这是⼀个典型的摘要格式。我写的⼀个备忘录。⼀位新到岗同事的沟通纪要。这样帮她较

快融⼊团队。

⼀般来说，摘要包括：

⼈：有哪些⼈参加了？

地点：这个会在哪举办的？

摘要：接下来的备忘录，你的⼆级标题与要呈现的信息要点是如何的？

再接着说说主体。信息点：这个备忘录的⽂档update了什么信息；新增了什么信息？在信

息点这⾥，是写备忘录的关键中的关键。

第四种，与团队外的合作伙伴的⾮正式会议，这种情况，往往
是与对⽅聊完后⾮常有启发。

摘要

信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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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来说，利益冲突较⼩的备忘录，⽐如双⽅都谈完钱了或者这个备忘录没怎么谈钱，这

个备忘录就是⼀个⾛形式。⽂⼈之间的备忘录。

那么，写成诸葛亮⻛格即可。平铺直述，⾂本布⾐，没功劳也有苦劳。。。现在年龄⼤

了，腰也不好了。。。

这种平铺直述，⼀般来说，按照事物发展的时间先后次序来写即可。在每⼀段，都分别讲

清楚相关的⼈/地点/⾏动原因。也就是⼩学写作⽂的那⼀套。

但是，对于利益冲突极⼤的备忘录。⽐如。你要说服对⽅给你掏1000万⻛险投资。你跟⻛

险投资机构刚刚聊完，然后给对⽅发个备忘录过去。你再这种诸葛亮写法，是⾃⼰跟⾃⼰

过不去。那么，此时的信息点的写法，要采取情感指数、说服⼒极强的写法。业界常⽤的

是倒⾦字塔结构写法。也就是，先写出⽬标：

双⽅达成共识，爱⻉睿公司需要筹集资⾦N千万。

然后再基于这个事实，去证明为什么爱⻉睿可以拿到这么多资⾦。关于这种写法的具体示

范，可以参考《有效商务写作》与《⻨肯锡教我写作》两本书。

在说服对⽅的时候，其中有三个关键技巧。

写作班同学太熟悉了。试看情感指数坏的例⼦：

我们很⾼兴的宣布，本实验室的新设施将对外开放，随时准备承接各类脑科学实

验。

⽂中的”我们“、”本实验室的新设施将对外开放“都不是站在读者⻆度，因此，此句情感指

数等于负⼆。为了提⾼情感指数，需要修改为：

你将有机会使⽤某某实验室，来做你的脑科学实验。

f：熟悉；u：唯⼀；R: 语义充分；Y： 你。

试看⼀个例⼦。

不好的例⼦。

第⼀，情感指数。

第⼆，FURY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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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边的标度盘是⽤来控制⽔温的。

⽽符合FURY原则的写法则是：

右边的标度盘控制⽔温。

⼀般来说，为了说服对⽅成功。正⽂开头需要导语。⽐如第⼀篇示范坏的备忘录正⽂没有

任何导语，对⽅领导并不清楚掏那2万的意义何在。最终导致双⽅沟通失败。那么，如何

写好导语？也有三个⼩原则，也是认知写作课上讲过的认知科学四⼤基础原理的发挥。

第⼀个导语原则是最先提及对⽅原则。我们先看⼀个坏的写法。

我很⾼兴地宣布，去年的营业额好过预期。

再看⼀个好的写法：

⾮常感谢安⼈⼼智各位同事付出的努⼒，去年的营业额好于预期。

第⼆个导语原则是时间敏感原则。在每⼀句、每⼀段，尽量先写时间词汇。如：现在、今

天、最后期限是、1个⼩时以内、明天⻅⾯之前、下周例会.

第三个导语原则是共同利益原则。多强调双⽅的共同利益。⽐如之前举例的坏的备忘录，

多强调了安⼈⼼智⼀⽅，⽽没有强调安⼈⼼智给对⽅带来的共同利益是什么。

信息点是写作的关键的关键。

剩余的⾏动点则⾮常好写。⼀般不要将⾏动点放在备忘录的正⽂中，更不要混⼊到信息点

中。⽽是统⼀放到⽂章末尾。每⼀条⾏动点尽量只涉及到⼀个⼈、⼀件事情。这样更清

晰。同时在⾏动点中指明相关提供⽀持的⼈、交付时间。

疑问点则是没有达成共识的地⽅、有待确认的地⽅。

⼀般来说，开会讨论的时候有⼀些数据不够确定，但事后写备忘录核实了，应该写到「信

息点」⾥⾯去，⽽不是写到「疑问点」。「疑问点」不是拿来写举⼿之劳，可以核实清晰

第三，导语原则。

⾏动点

疑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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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据，⽽是写⼀些有待决策、有待商量的事情。

好的备忘录对提⾼⾃⼰的商业能⼒、逻辑推理能⼒⾮常⾮常关键。好的备忘录也⾮常容易

获得合作⽅的认同。另外，备忘录写得越快越好。能当天写完就当天写完。⼏天后写完的

不叫备忘。好的备忘录也会读得赏⼼悦⽬。

End.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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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同学兴致⾼昂地在开智⻘年群推荐了⼀本⼼理学好书。阅书⽆数的阳⽼师刚开始以为

是⼀本名作。⼀看作者，才发现是某知名灵修作者。

很多⼼理学爱好者，在挑选⼼理学著作的时候都曾误⼊歧途。其中，典型的歧途就是喜欢

这些打着⼼理学名义的⼼身灵著作。那么，为什么我们总是喜欢读这类书？这类著作有什

么坏处呢？

这位同学提到读这本书的原因：「因为今天上班有点累，到家翻开这本书。感觉看的特别

舒服。」

这就是⼼身灵著作⽐写作严谨的⼼理科学或科普著作流传更⼴的⼀个根本原因：阅读⼼身

灵著作⽆需动⽤认知资源。跟男⽣喜欢看YY⽹络⼩说；⼥⽣喜欢看韩剧⼀个道理。

在⼼身灵著作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它们会故意曲解严谨地逻辑；并且⽤⼀套⾃⼰发明

的术语来代替科学界普遍采⽤的术语体系；同时通过情感充沛的写作来击中⼈们理性脆弱

的⼀⾯；同时向读者承诺⼀个虚幻假设：阅读了某某著作；学习了某某理论；进⾏了某某

⾏为；你的⽣活就会变得更好。

然⽽，多数⼈的⽣活并不会变得更好。针对⼼身灵著作带来的问题，⼼理学家们纷纷批评

过，如Rosen(1977)在他的专栏⾥使⽤「⼼理呓语」认为此类著作是⽤⼼理学术语堆砌⽽

成的话；契克森⽶哈（1999）则认为此类著作不能帮助⼤多数读者变瘦，变得有权⼒，有

财富以及受⼈喜爱；纵使成功了，他们也会跟没接触过这些书之前那样不开⼼；Polivy和
Herman（2002）认为，购买此类著作是“虚假希望综合症”（false hope syndrome）的表

现。

因为⽚段契合此时此地⼼情，因为丝丝情绪⽽感动于⼼身灵著作，但，保质期过短。信仰

⼼身灵著作，容易因为与当时当下⼼境的吻合，激动得以为理解了世界真相。没⼏年，不

得不抛弃，因为时间已经督促你⾛到世界的另⼀边。那些信仰者们，只能通过对导师的追

寻、推崇继⽽成为导师宣讲者，来维持当初的那丝感动。较好的科学理论，往往站在较⼤

时间周期上，被较多证据证实，你⾛到世界的另⼀边，它还在那⾥等着你。你远它，你近

它；你捧它，你踩它；它只看着你。

好书⼀定会带来新的信息量。同时，该信息量⼀定可以⽤第三⽅的指标予以评定，⽽⾮神

秘化。正如斯坦诺维奇在《超越智商》中认为，我们评定坏的meme，需要遵守四条规

则：

⼯作谈006：读书最怕⼼身灵（1⽉1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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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安装可能对你（宿主）产⽣⽣理伤害的⼼智程序，⽐如⾃残。

关注影响你⽬标的⼼智程序，确保它不妨碍⽬标选择的多样性，⽐如让你只相信它的

思想。

关注同认识世界相关的信念和模型，努⼒只安装正确的⼼智程序，也就是真实反映世

界的⼼智程序，⽐如不选择过激的价值观。

避免拒绝对⾃身进⾏评估的⼼智程序，⽐如神秘主义⾊彩的思想。

斯坦诺维奇的上述四条规则也可以作为我们区分⼼身灵著作与⼼理科学好书的界限。在上

述四条规则中，最重要的是第四条：「避免拒绝对⾃身进⾏评估的⼼智程序，⽐如神秘主

义⾊彩的思想」，也就是⼀切不可测量，没实验⽀撑的定义都是瞎说。

这位同学推荐的这本书是⼀本关于亲密关系的图书，该书将亲密关系界定为身体，情感，

理智和精神四个层次。该定义可以任意纂改，⽐如：

亲密关系=身体，情感，理智和精神四个层次

亲密关系=你的身体、我的身体；你的情感，我的情感 四个层次

亲密关系=⼼、身、灵三个层次

亲密关系=时间、空间、物质、精神四个层次

⼀旦你随意定义亲密关系=⼼、身、灵三个层次，然后接下来，分别三章灌⽔，⼼、身、

灵三章。这就是多数⼼身灵修读物的写法。

然⽽，上过我的「认知写作学」课程的同学⾮常明⽩：⼈⽣意义在于修辞，所谓修辞，对

零度的偏离；什么是零度？词典规范。有趣的⼈⽣也是⼀样，对规范的偏离，且找到了⾃

⼰的⽣动，创造了⾃⼰的感觉。因此，修辞，作为⼈⽣意义。写作课第三讲谈段⼦。所谓

⾼阶段⼦⼿，从⼈⽣困境中跳出来，找到了和谐与理解。因此，也是有趣。

好段⼦与坏段⼦的最⼤区别就在于好段⼦符合「最⼩知识」原理，难以前后对掉，坏段⼦

则可以轻易对调。即使史上最伟⼤的段⼦⼿王尔德写的段⼦也是如此。

试看王尔德的⼀个坏段⼦：

任谁都能创造历史，可是只有⼀个伟⼤⼈物能将它记录下来。

我们对调之后，仍然讲得通：

任谁都能记录历史，可是只有⼀个伟⼤⼈物能创造历史。

同样看王尔德的另⼀个名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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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在阴沟⾥，依然有仰望星空的权利。

对调之后，依然通顺：

我们都在星空上，但仍有⼈注视阴沟。

然⽽，王尔德的好段⼦则⽆法对调，如下个段⼦：

当⼈们⽆法继续学习时，就开始教别⼈了。

⼜如：

⽣命不过是蹩脚的⼀刻钟，⼈在其中能够品尝短暂的畅美时光。

好书与伪书最⼤的区别正在于如此！好书⼀定会提供好的信息结构与真知。并且这个真知

是可以验证的。它存在于⽣命的那⼀刻，它为你提供了⼀刻真实、不可对掉、拥有信息量

的畅美时光！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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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财智601
时间：2015年10⽉10⽇
⼈：开智Py⼆期学员

备注：此⽂根据阳⽼师在开智学堂 Python 班⼆期开学典礼上的致学员辞整理⽽成，有删

节。

欢迎⼤家参加开智学堂 Python ⼊⻔班的开学典礼，我是阳志平⽼师，今晚很⾼兴给各位

同学分享⼀下学习编程的⼀些⼼得。

这次Python班的学员是从三百多位报名者中甄选的⼀百六⼗多位⻘年精英，各⾏各业都

有，⼤家都对如何学习编程有着⼀些独特的⻅地，⽐如有计算机科学的看法；有教育科学

的看法。然⽽，认知科学对此⾃⼰的独特建议，认知科学作为研究⼈类⼤脑的学科，这些

⻅解有可能给⼤家会有⼀些独特的启发。这就是我今天晚上跟⼤家要分享的主题「如何学

习编程：来⾃认知科学的四个建议」。

在进⾏正式分享之前，我先介绍⼀下开智学堂——它致⼒于普及21世纪的元学科教育。什

么叫做元学科教育？⼤家都知道的是，在20世纪⼋⼗年代中国，各位家⻓都在说「学好数

理化，⾛遍全天下都不怕」。但是到了21世纪，假如只是学好数理化，作为20岁到35岁
的⻘年，你会发现很难在社会⽣存。

时代发展不同了，现在的元学科和以前的数理化已经⼤不相同。在现今信息急剧爆炸的时

代，出现能够拿诺⻉尔奖的新学科，才五到⼗年时间。⽐如能够打开或关闭神经元的光遗

传学（optogenetics）技术；能够编辑基因的CRISPR技术。

同时伴随社会信息爆炸，成为⼀名优秀的创新者，需要掌握更多源头的知识。⽐如你需要

懂得⼈性相关的知识；你需要了解⼤脑是如何⼯作的；你还需要了解⼈类社会是如何联结

在⼀起的。

这就是开智学堂的使命——它致⼒于培养元学科的思维普及培训。你可以把它理解为21世
纪的通识教育。其中最重要的元学科，我个⼈认为有五种：

⼯作谈007：如何学习编程？——来⾃认知
科学的四个建议 （1⽉16号）

开智五⼤元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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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是⽹络科学。⼈际⽹络，星⾠⽹络，通信⽹络，背后是什么样的规律？⽹络科学是⼆

⼗⼀世纪的进化论。 第⼆是认知科学、神经科学与⼼理科学。这三个相关的学科研究的

是⼈类⼼智，帮你理解⼤脑是怎么⼯作的。 第三是数学，在21世纪，它拥有双重意义，

纯数学给我们提供了超出⼈类感官范围以外的抽象证据；⽽应⽤数学与统计学、计算机科

学衍⽣的数据科学等新学科，则更能帮助我们挖掘沉淀下来的数据背后的模式。 第四是

以编程为代表的软件⼯程学科。伴随社会数字化历史进程加剧，软件⼯程师会越来越紧

俏。在古希腊，作为⼀名学者，你得学习拉丁⽂；在21世纪的今天，如果你希望更好地理

解⾼科技时代，你得懂编程。 第五是以诗歌创作为主的诗学。这是被绝⼤多数⼈忽略的

⼀⻔技艺或学科。但我个⼈认为它⾮常重要。诗歌是⽤于表达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最佳载

体。在今天这个信息爆炸时代，⼈们也⾮常容易产⽣⼼理健康疾病，如果你拥有创作诗歌

的习惯，你更容易与世界和谐相处。

接下来，回到今天的正题。第⼀个建议是关于新⼿与专家的建议。为什么你是新⼿⽽不是

专家？作为编程新⼿，你与专家最⼤的区别在于对⽅掌握了⼤量内隐知识。

什么是内隐知识？我们⼩时候学骑⾃⾏⻋，⼀旦学会，你⻓⼤成⼈，就可以在骑⾃⾏⻋的

时候⼀⼼两⽤，这个时候就意味着骑⾃⾏⻋的技能已经变成你的⼀种内隐技能，不需要再

调⽤你的⼤脑为它进⾏额外的付出。专家他的知识率与⼯作效率⽐⼀般⼈⾼很多，就是因

为他掌握了在他的领域中⼤量的内隐知识，他的很多技能已经⾃动化了。

跟内隐知识相对应的是外显知识。由于你是第⼀次接触编程，你会了解到 Python 语⾔包

含哪些知识点，你该如何背诵、拆解、调⽤这些知识点。这就是外显知识。

关于内隐知识和外显知识，要特别提醒⼤家的是：专家他不仅仅是拥有了上述知识点，他

同时拥有⼀整套⾏为规范。⽐如，专家级⼯程师明⽩怎么更好的跟别⼈进⾏沟通，怎样更

好的表达他的需求，怎么去输出他的产品，这也是内隐知识中的⼀部分。

那怎样从刚刚学习编程的新⼿，成为⼀名专家级的⼯程师？

成为专家级⼯程师，有三个维度。哈佛认知科学家帕⾦斯⼀⽣研究智⼒，他发现，在任何

领域，要想变得更聪明，你都得有神经智⼒，经验智⼒，反省智⼒。

此处插⼊图⽚

建议1：为什么你是新⼿不是专家？

神经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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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智⼒很好理解，假如你的记忆能⼒不⾏，数学运算能⼒不⾏，逻辑推理能⼒不⾏，那

么你学编程可能⽐其他⼈要吃⼒⼀些。

经验智⼒就是意味着是你在这领域，投⼊了很多的时间，通过⼗年以上的时间，很多技能

已经慢慢被你变成内隐知识了。

以上两种智⼒都容易理解，⼤家⾮常容易忽略的叫反省智⼒。绝⼤多数⼈不太明⽩，专家

和新⼿最⼤的区别是专家掌握了⼤量的反省智⼒：他的内隐知识⽐别⼈的效率要更⾼，他

的模式要更清晰。举个学编程的例⼦，⽐如说接触到新的软件、新的编程语⾔和新的编程

术语，绝⼤多数新⼿是先去搜索怎么学习该软件、编程语⾔，他会得到⼀堆⽹络链接，然

后这位新⼿把这些⽂章看完，从⼤海中淘出对⾃⼰有⽤的⼀些可以复⽤的步骤。这是新⼿

的学习习惯。

但是专家级⼯程师的学习习惯和⼀般⼈不同。⽐如，他接触到了新的软件，他会率先查看

官⽅的帮助⽂档，明⽩有什么样的知识点，使得这软件特殊，跟其他软件不⼀样，这样他

的学习效果会⾼很多。并且专家级⼯程师具备较强的⽣态链分析能⼒，他学的不是

Python 与Web开发，⽽是掌握了 Python 的Web开发⽣态链；他学的不是 Python 与数据

科学，⽽是掌握了 Python 的数据科学⽣态链。

在接下来的三个⽉，⼤家会接触到⼤量的这种专家级⼯程师才会采取的模式。开智学院的

Python培训班，跟其他任何业界培训班不⼀样，⼀上来就把各位同学扔在 GitHub ⾥⾯。

这有什么样的好处？⼤家接触到的是实际⼯作环境，你可以看到专家级⼯程师，他天天泡

在GitHub⾥⾯，如何进⾏实际编程⼯作。 这样对你掌握编程的内隐知识，尤其是内隐知

识中的⾏为规范知识部分，会帮助更⼤。

第⼆个建议是如何提⾼学习编程的成功率。学习编程其实真的挺难的。很多⼈都多次尝试

过学习编程，⾃学、报班，他仍然失败了，这是为什么？

编程实际上也是⼀种语⾔。和⼤家在0-3岁的时候学习讲话，⽐如说像阳⽼师在0-3岁时如

何学习湖南普通话，这两个学习过程是完全⼀样的。编程也是⼀种语⾔，你得掌握各种各

样的关键词，你⽤这种关键词去描述各种各样的现象，这跟⼩时候学习语⾔没有区别。

经验智⼒

反省智⼒

建议2：为什么学习编程，你会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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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编程语⾔不是⽤于跟身边的⼈进⾏交流，⽽是⽤于和计算机进⾏交流，所以，你要同

时掌握⼤量的逻辑。⼈的⼤脑并没有内置⼈-机交流模块，在⼈类⼤脑演化早期，我们在

狩猎-采集时代，只是习得了⼈-⼈交流模块，往⼤脑中的内隐学习模块写⼊了⼈-⼈交流相

关进化模块。

这么⼀来，我们的⼤脑不得不同时处理语⾔与逻辑两件事情。⽽⼈的⼤脑特别不擅⻓同时

处理两件事情，因为受制于我们先天的前额⼤脑⽪层发育特点，我们的⼤脑有明显的瓶

颈，⽐如我们只能在短时间内记住不超过9个电话号码。⾦庸⼩说⾥边的周伯通左⼿画

圆，右⼿画⽅，这是⾮常困难的操作。

作为学习编程的新⼿，让你同时在电脑上处理语⾔，学习怎么⽤新的关键词去描述世界；

处理逻辑；怎样处理各类优先级别。你很难同时学会这些操作，这就使得绝⼤多数⼈学习

编程⾛向失败。

所以我建议新⼿⼀定要把语⾔和逻辑分别进⾏训练。⼀次只训练⼀件事情，⽐如你刚开始

的时候可以只训练语⾔。把编程当成语⾔，像学英语⼀样，它有哪些关键词；有哪些常⽤

的⾼频词汇；以及⽤什么样的语法才能把这⾼频的词汇串起来，在初步掌握语⾔规律后再

去掌握逻辑规律，这样会⾮常帮助你学习编程。

同时需要提醒的是，就像⼈类语⾔是⽤于⼈-⼈交互，编程是跟计算机发⽣交互的语⾔。

⼤家想⼀下，在0-3岁的时候，你怎样像阳⽼师⼀样学会如此正确但⼤家⼜听不懂的湖南

普通话呢？其实不是通过看书学习，⽽是通过跟他的爸爸妈妈学的。

学习编程其实也⼀样，因此，你⼀定不能把所有时间花在看书上，⼀定要⼀上来就天天去

写代码。很多⼈学习编程有不好的习惯，他有可能先去⽹上把 Python相关的书都买了，

或者下载⼀堆如何学习 Python 的⽂档。这是⾮常错误的学习习惯。

想象⼀下，在你是0-3岁的⼩宝时，你妈扔给你⼀堆湖南普通话的书，怎么像阳⽼师⼀

样，把湖南普通话学好？这是学不好的。你要把书扔⼀边去，从学习编程的第⼀天开始，

就是直接是练习如何像说话⼀样去写代码。

学习语⾔，⼤家都有很多经验，从⼩时候学习语⾔中获取的经验；考四六级GRE托福获取

到的经验，那么，我们如何提⾼编程所需要的逻辑能⼒呢？

怎样进⾏逻辑训练？

⼤家都知道，这是开智学堂所有的课程极其鲜明的特⾊，⽐如说学写编程、学写作，它不

仅教⼤家学具体的技能，同时还在教各位同学如何学习思维。如何提⾼⾃⼰个⼈的逻辑思

维能⼒？这⾥给⼤家的建议就是⼤家尽量先在⾃⼰的头脑当中进⾏预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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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认知科学有较⼤的发展，知名认知科学家、哲学家与思想家Dennett把⼈类的⼤脑分

成四种机制。

此处插⼊图⽚

第⼀种机制是达尔⽂⼼智。

⽐如说作为帅哥，你在不同国家看到美⼥，只要她的腰臀⽐符合进化⼼理学规律，你看到

这些美⼥都会兴奋。⼜如你看到蛇都会害怕；看到红⾊会兴奋，这⼀些是因为⼤脑通过千

千万万年演化习得的进化模块，对应⼈类⼤脑的这⼀部分⼯作机制，丹尼特将其命名为达

尔⽂⼼智。

第⼆种是斯⾦纳⼼智。

⽐如说你像斯⾦纳⼀样，发明了他著名的斯⾦纳箱⼦，不断地去训练⽼⿏。按照达尔⽂⼼

智⽽⾔，⽼⿏看到猫就会害怕。但是训练中，如果我们当⽼⿏看到猫的时候就给它⼀些甜

头，⽼⿏就会不断地去尝试，这种甜头就是刺激。从刺激到⾏为之间，既可以像巴甫洛夫

⼀样，给予猫与⽼⿏之间的条件反射；也可以像斯⾦纳⼀样，赋予代币等操作。

第三种是波普尔⼼智。

第⼀种达尔⽂⼼智与第⼆种斯⾦纳⼼智是动物共有的。第三种和第四种则是⼈类独有的⼼

智。第三种⼼智叫做波普尔⼼智。

波普尔是著名的科学哲学家，波普尔提出了很有名的理论，就是科学是通过可证伪才叫科

学。波普尔⼼智意味着你在头脑中对⼀些事情提前进⾏测试，测试⼀般是动物做不到的。

这就是⼈类最重要的能⼒，我们可以对真实世界予以抽象，然后在头脑中进⾏测试与预

演。优秀的⼯程师⽆不具备较强的逻辑语⾔能⼒。

第四种就是格列⾼利⼼智。

这是⼈类更强的能⼒。第三种波普尔⼼智，你作为⼀名编程新⼿，在头脑中测试的⼀些假

设，有可能是你个⼈的体悟；但是⼈类是⼈类社会，⽽不是孤独的独狼。因此，⼈类拥有

⼀种超越波普尔⼼智的能⼒，我们可以借助社会⽂化与思想习俗测试⼀些假设。因此，丹

尼特⽤英国认知科学家格列⾼利作为第四种⼼智的命名。

⽐如，在前⾯我们提到，很多新⼿碰到新的问题，往往不会⾸先去查官⽅帮助⽂档，⽽是

去搜索，看博客，这其实是⼀种不好的学习习惯。但是⼈类拥有很强的格列⾼利⼼智。⼀

些专家级⼯程师已经证明了哪些学习⽅法是正确的，通过这样⼀种⼈类⽂化社会已经证明

正确的假设，能够⼤幅度地改善学习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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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三个⽉时间内，各位同学将天天泡在GitHub⾥边，全世界最厉害的程序员都在

上边，我希望各位同学不断摸索，看看他们是怎么写档案的、他们有⼀些什么样好的习

惯，这对⼤家学习效率会有很⼤提⾼。

第三个建议是关于树⽴⽬标。

报了这个班，很多同学可能在⾃⼰的⼩本⼦上偷偷写上⼀句话：「我要在三个⽉内学会编

程。」虽然说不是21天学会编程吧，但很多同学都以为三个⽉能学会编程。然⽽，⼀旦写

了这个⽬标，绝⼤多数⼈最终的结果其实是继续不会编程，也完成不了这个⽬标，为什么

呢？

这是认知科学研究中很有意思的现象。因为⼈类⼤脑特别喜欢脑补，⼀旦把「我要在三个

⽉内学会编程」这个⽬标写下来，你的⼤脑会怎么去处理？

它会认为这事情已经完成了。就像「新年我要成为更⽜的⼈，要去周游世界，我要

XXX」，因为没有提出⼀些具体的指令，你的⼤脑会把这些⽬标扔到「完成区域」。在未

来的三个⽉内，你的⼤脑不会有任何⾏动。这是很不好的制订⽬标的习惯。

认知科学家格尔维茨（Peter Gollwitzer） 把「我要三个⽉内学会编程」这样制订⽬标的

习惯称为「⽬标意图」。与⽬标意图相反的是「执⾏意图」。它是这样⼀种⽅式，采取的

是如果…那么…的句式。就是说它把你更具体的指令下达给你的⼤脑。「如果周三晚上回

到宿舍，我⽴即打开笔记本开始登录⽹站、提交⾃⼰的代码」，这是⼀种执⾏意图的制订

⽬标的⽅式。

此处插⼊图⽚

这种⽅式有何不同？

第⼀它包括时间因素：「周三晚上」； 第⼆它包括地点因素：「回到宿舍」； 第三它包

括具体可操作的事情：「提交代码」。

这样⼀来，你在星期⼀给⾃⼰⼤脑布置了这样任务，然后很忙，把这个事抛在脑后，但是

⼤家都很明⽩了，⼈类的⼤脑特别喜欢脑补，到了星期三的时候，你的潜意识就会⾃动进

⾏脑补，今天是周三了，我已经在宿舍了，这个时候我要⼲什么—— 写代码。

认知科学家研究发现通过改变⼀种⽬标制订的⽅式，学习效率提⾼了三倍以上。接下来在

具体的教学中⼤家会碰到⼤量的任务，我希望⼤家⽤执⾏意图的⽅式制订⽬标。

建议3：为什么你实现不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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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建议和⼈类社会结构相关。

通过开智学堂这次报名学员数据分析，发现这三百个同学有很有意思的现象。开智学堂跟

其他学院不⼀样：男⼥⽣的⽐例很平衡，具体⽐例是6：4。这是咱们开智很特殊的现象。

⼤家可以想⼀下，你为什么需要男朋友，⼥朋友？⼈其实是喜欢挠痒痒的猴⼦，这是⼈类

社会进化的⼀个规律。

最早⼈类怎样从猴⼦变成猴群？作为个体的猴⼦，相互挠痒痒，慢慢地从孤独个体变成猴

群，这就是⼈类从远古时代已经形成的⼀种思维习惯和⼀种演化模式。当从150⼈的猴群

演化成更⼤的猴族；当⼈类社会语⾔诞⽣，逐步演化出部落、村庄、城市与国家，这种猴

⼦帮忙挠痒痒⾏为始终存在。只是语⾔诞⽣后，它逐步过渡为⼋卦。正是⼋卦才使得⼈类

社会形成社区，它⼜演化成更容易传播的故事，帮助更多⼩部落链接在⼀起。⽐如说⽆论

是⻄⽅社会还是东⽅社会，都会流传信息结构差不多的故事：⻄⽅有亚当夏娃；中国有⼥

娲补天。

⼈类社会这样的演化进程同样深深影响了我们的学习过程。因此，⼈类最早的学习是学徒

制，知识就是⼋卦与故事。⼈类最早的学习是狩猎，部落中的年轻孩⼦跟随⽗⺟学习打

猎，维持⼈类⽣存并促进发展。这种以学徒制为代表的学习⽅式步⼊⼯业时代之后逐步没

落。

然⽽，到了今天，技术⽣发的第⼆次教育⾰命中，我们需要重新回到学徒制，所谓认知学

徒制。

你怎样才能更好地学习？⼀定不是天天跟⾃⼰死磕。⼤家可以尝试⼀下。当你你抓住⾃⼰

的头发，你是打不死⾃⼰的，你下不了⼿。但是让你的⼩伙伴抓住你的头发，你会感觉到

很痛苦，因为这个时候，你的伤害是来⾃于别⼈。同样的，你要提⾼学习效率也是⼀样

的。安替⽼师在开智⼤会上做的演讲中的⼀句话，成了开智社群的共识：「借助社会结构

让⾃⼰被动进步」。加⼊开智学堂，你跟⼀百六⼗个⼩伙伴⼀起战⽃，不再是⾃⼰死磕！

那么怎样更好地成为认知学徒？通过⼀期的教学经验，我发现学得最好的同学是在社群中

提问最积极的同学。⼀期还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期学得最好的同学，是参加线下活动

最积极的。

你⼀定要不断去提问，不断去跟同学互动。在线上的时候，听⽼师讲编程课，有很多东⻄

听不懂，但是到了线下，⽼师给你打了个⽐喻或者同学给你展示了⼀下，你⼀下便懂了，

这样⼀来，学习效率便很⾼。

建议4：为什么你需要做个「挠痒痒的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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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开智学堂只有⼀位⽼师，加上四位助教，只有五位⽼师，⾯对⼀百六⼗位同学很难

做到⾯⾯俱到。这个时候，⼤家要明⽩另⼀个较新的认知科学研究。也就是，我们⼀般都

知道，教别⼈怎样进⾏学习，能够提⾼⾃⼰的学习效率。但是⼤家不知道的是。认知科学

家最新研究发现：「即使你只是在头脑中想象如何教别⼈，这时候你的学习效率也是⾃⼰

学习效率的两三倍以上。」

所以说我希望各位同学，未来踊跃提问，主动尝试解答⾃⼰或别⼈的提问，这样的话能够

形成更好学习氛围。

此处插⼊图⽚

这就是最后我给⼤家⼩⼩的建议，希望各位⼀百六⼗位同学，主动去做那⼀只帮帮⼈挠痒

痒的猴⼦。

注重内隐知识；将语⾔与逻辑分开，不断在头脑中进⾏逻辑预演；使⽤执⾏意图⽽⾮⽬标

意图；成为⼀名认知学徒，教别⼈学习，在头脑中教六个⽉前的⾃⼰学习。这就是我给所

有同学的四个建议！

谢谢⼤家。

End.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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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看过⾏业中百分之七⼗的竞品，形成了对⾏业竞品的直觉思考；

第⼆，拜访过⾏业中top20巨头中的⾄少五家公司及其CEO，明⽩媒体报道之外的更多内

隐知识；

第三，每周⾄少实际访谈与接触⼀位实际⽤户，并在不同产品周期与不同数量的⽤户交朋

友；

第四，拥有较⾼的信息架构设计能⼒，能够将看似很个性的需求整合到⼀个简单清晰的信

息架构之下，举例，开智公开课与开智私享课表⾯是不同课程类型，但实际可以整合到⼀

个更简单的信息架构下；

第五，经常在头脑中推演各类不同⽤户交互与⽤户使⽤可能，提前发现产品逻辑可以再打

磨的地⽅；

第六，善于排优先级，能确定需求的关键次序；

第七，审美品位好，能够减轻设计师程序员反复修改的时间；

第⼋，博览群书，⽂字表达清晰，会讲段⼦，有幽默感；

第九，有⼀颗想成为神⼀样的产品经理的雄⼼，努⼒靠近能做出服务上亿⽤户的平台，并

且最后真的主导成功开发，成为神⼀样的产品经理。

end

⼯作谈008: 成为神⼀样的产品经理的基本功
（1⽉2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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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从开智⻘年群招募了10+ 全职；4+ 实习⽣。10来⼈表现差异不⼩。我反思与总

结，表现优秀的⼈往往有⼏点。今年估计⼜要从开智社群招募10+ 全职同事，昨晚刚⾯试

⼀位群友⼯程师。⾮常符合，所以简单聊⼏句，什么样的⼈在创业公司表现会更好⼀些。

相对来说，传统组织⾏为学的⼈-职匹配对早期科技创业公司来说，没那么重要，更多是

⽓质匹配，所谓⽓质，就是创业者与创业公司早期团队成员对味，双⽅感觉匹配。不是⼈

⼈都能胜任早期科技创业公司，简⽽⾔之，在早期创业公司中表现优秀的⼈普遍具备的味

道是：

⼼⼒资源较宽裕。如果⼼⼒资源太分散，⼀⼼两⽤，⽐如在社会上兼职过多，或者还有其

他兼职项⽬；或者刚毕业，需要谈恋爱、找男友⼥友；或者⼈年龄虽然较⼤，但是家庭变

故，这些都会影响⼼⼒资源的分配。反之，如果⼼⼒资源较宽裕，⼈年龄过了30+ ，业绩

以及⼯作就容易有章法。

基础技能过硬。这⼀点⾮常关键。丁健⽼师甚⾄在微博上如是感⾔：「认知能⼒真的很容

易测试出来，不需要先进的认知神经设备。因为和⼤陆有时差，我很少很⼤陆的朋友语⾳

聊天。偶尔聊⼏次，要求对⽅事后写备忘录发回来。对⽐了⼏个⼈，⼀下⼦就看得很清楚

了。只要写⼀份备忘录，就知道能⼒深浅。」

如果毕业多年，还写不好⼀份备忘录；或者不愿意写，那这⼈没救了。在⼈⼯智能完全战

胜⼈类之前，影响基础技能的最关键因素还是3个：阅读、写作、数学或者说逻辑推理。

这三点真的是基础技能，创业者跟基础技能不过硬的⼈沟通会⾮常⾮常累。⽽相对完整体

现这三个基础技能的是⾼考成绩——相对客观的⼀个评定指标。所以，如果这⼈⾼考成绩

不⾏，同时还没有养成终身学习习惯，那么不可救药，很难在早期科技创业团队中表现优

秀。如果⾼考考得差了⼀点，但已经养成终身学习习惯，那么就不是问题。

基础技能过硬，还有⼀个很⼤优势。在早期科技创业公司，往往是因⼈设岗。如果⾃身基

础技能过硬，那么就不会被事驱动⾛，⽽是⾃⼰驱动事⾛。

⼯作谈009：什么样的⼈在早期科技创业公
司⼯作会表现优秀？（1⽉31号）

⼼⼒资源

基础技能

WorkSmarter

35⼯作谈009：什么样的⼈在早期科技创业公司⼯作会表现优秀？（1⽉31号）



分得清远景与当下执⾏。⼀般来说，在企业中，战略制定与战略执⾏，不要是同⼀批⼈。

但是早期创业公司，⼈⼿⾮常紧张。同时⼀般来说，海淀区东升乡学习硅⾕科技创业公司

⻛格，管理⻛格都偏扁平、透明。这样会导致⼀个问题，部分早期同事会参与到战略制定

过程中。⽽这些同事还要同时负责战略执⾏。

这样会导致极⼤的⼼理冲突。战略是看未来；⽽执⾏是当下。⼀般⼈很难同时协调好两件

事情。最终就容易产⽣⾏为瘫痪。在早期科技创业公司，员⼯流失最快时也是战略摇摆

时。

个⼈性格偏幽默，⼼理韧性好。如果将⼼理健康想象为钢铁，不仅需要注重这⼈的强度，

更需注意的是韧性。抛开媒体的虚构故事不论，创业普遍存在⼀个「四年定律」，前两年

死亡率极⾼，然后第三年稳定，第四年迎来爆炸性增⻓。为什么？中国创业企业的失败率

却⾼达70%以上，平均企业寿命不⾜三年，七成企业活不过⼀年。按照⻉叶斯定律来说，

对于创业者来说，第四年是个富有纪念意义的年份。⽽多数⼈没有「韧性」能坚持到这⼀

天。我们拿锤⼦⼿机举例。今年是锤⼦的第四年。锤⼦2012-05-28 成⽴，符合此规律。

这⼀点⾮常关键。当罗永浩⾛到第四年，他再造⻜船，也有⼈去跟随他了。

是否敢于承担责任与富有创意。创业的本质是什么？

我们可以谨慎遵从paul graham的⽅法论。将创业理解为创造新财富。⽽按照paul所⾔，

创造新财富的关键点在于两点：1）可测量。创业公司⼈数普遍⽐⼤公司少，这样每个⼈

的⼯作绩效可以客观看到。在⼤团队，你做得好做得坏，⽆法直观感受。只有当整个诺基

亚没了、整个摩托罗拉没了，那些当年在诺基亚、摩托罗拉混⽇⼦的⼈，才朦朦胧胧意识

到⾃⼰，是不是做错了什么？在创业团队，好坏表现⾮常猛烈且直接。这样就带来了创造

财富的第⼀个要素：可测量。

为什么说未来的时代属于创作者？因为每个⼈的创作是否受读者喜欢，已经⾮常直接。微

信公众号的阅读点击数、你的粉丝数量，⼀⽬了然，⼀切可测量。⽽在⼤公司、国企混⽇

⼦的时候，⼀切均模糊，最终就失去了创造财富的第⼀个要素：可测量。

执⾏

幽默与韧性

担责与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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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可放⼤。产品经理有两类。⼀类是事务型产品经理，承担的是上级具体部署的事情；

⼀类是创意型产品经理，⾃⼰主动去找事。前者，社会为你的付出回报的是薪资；后者，

社会为你的付出回报的是股份。多数⼈不明⽩这个道理。既然我的⼯作没有问题，那我怎

么难以成为千万、亿万富翁...... ⽽那个⼈，其实⽐我还轻松，但是他却？

这是因为在「可测量」上，在创业公司中表现优秀的⼈的⼯作具备「可放⼤」，且借助于

数字技术，可以⽆穷放⼤。表现差的⼈的⼯作，甚⾄连「可测量」都做不到，不清楚⾃⼰

负责的指标，也从来达不到⾃⼰应该承担的指标底线，更不⽤说可以⽆穷放⼤它。

在「可测量」上，具体⽽⾔，就需要此⼈具备勇于承担责任的⽓质。每次敢于说，「此事

经过思考，我来负责，我需要什么什么样的⽀持；我能做到什么地步；不能做到什么地

步。」

对于「可放⼤」，要么需要此⼈洞察世事，能够很好预判未来，顺势⽽为；要么需要此⼈

理解技术，能够第⼀时间善⽤技术放⼤器，扩⼤团队输出；要么需要此⼈善于站在更⾼层

⾯抽象，能够巧妙击中时代脉动。

⼈性+技术+资本+..... 最终才能使得团队输出规模化。微信发展历程⾮常典型，是极好案

例。但创业公司⽆需学微信。通往伟⼤的道路⼀定是模糊的。

我个⼈信奉三七定律，它是我对⼆⼋定律的改良。⼀般来说，在⼀个创业团队中，30%的

⼈完成最关键的70%输出、⼲货、产品；剩余70%的⼈则承担的是30%的⼯作量。

这是⼀个普适的规律。如果按照我在《⼈⽣标准九》中的观点，我们可以将⼈按照智⼒等

划分为从1到9个等级。其中，成为团队中的⾼绩效⼈⼠，意味着需要拿到标准七⼋九。在

⼀个团队中做标准七⼋九，还是做标准四五六，这既关乎个⼈的天赋与家庭背景，更关乎

个⼈⾃我定位。最优秀的⼈才始终是⼀层⼀层跃迁，从⼀个 level的标准七⼋九 跳到更⾼

level的标准七⼋九，最终借助于时间复利效应，慢慢地超越了当初跟他处在类似⽔准的朋

友。

简⽽⾔之，从中下⼈才跃迁为中上⼈才，需要付出⻓时间且漫⻓努⼒，最终成功率并不

⼤。⼤家可以看看⾃⼰的⼩学、初中、⾼中、⼤学同学。其实⼀层⼀层在淘汰。这个现象

有合理的地⽅；也有⾮常多不合理的地⽅。能⼒与对世界的感知要分开看。很多⼈都是被

这点骗了。我为什么要成为⼀个「优秀」的⼈⽽⾮「有趣」的⼈？—— 在多数⼼⽬中，

更向往成为「有趣」的⼈，从⽽⽤来为⾃⼰的「⽆能」、「不够优秀」辩解。按照我的⽂

章《有趣男⼥》的观点，有趣男⽣有两个条件：能⼒；敏感。在成为有趣的⼈的路上，⼈

成为标准七⼋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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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常常出现2个误区：

第⼀个误区：敏感⽆能⼒的男⽣会误将对世界的洞察当作能⼒，以为身边的⼈都应欣

赏⾃⼰；

第⼆个误区：有能⼒⽆敏感的男⽣会误将多维的⼈⽣，仅仅锁定为成就⼀个维度。

第⼆个误区常⻅，⼀个⼈只追求「能⼒」，这点⼤家容易发现；但是第⼀个误区，在⽂艺

⻘年中⾮常流⾏，误将「敏感」当作「能⼒」，则⾮常难发现，它其实危害更⼤。

去创业、加盟早期创业公司，注定是⾼⻛险低回报。那么，我们为什么还喜欢⾛这条路

呢？

此时，有请诗歌上场。「我们读诗、写诗并不是因为它们好玩，⽽是因为我们是⼈类的⼀

分⼦，⽽⼈类是充满激情的。没错，医学、法律、商业、⼯程，这些都是崇⾼的追求，⾜

以⽀撑⼈的⼀⽣。但诗歌、美丽、浪漫、爱情，这些才是我们活着的意义。」同样，我们

创业、加盟创业公司并不是因为它们好玩，⽽是因为「创造」才是⼈类活着的意义。

相对抑郁⾃杀的罗宾·威廉姆斯来说，⻢奇⽼爷⼦则通透多了。为什么⼈类喜欢做⾼⻛

险、低回报的事情呢？答案简单，因为⼈类智慧诞⽣于愚蠢。那些⼏乎总是失败的智慧

（如乌托邦智慧）与那些明显成功的智慧（如常规智慧）总是捆绑在⼀起。

⼈类是通过进化的「搭乘」机制来获取智慧与成功。所以愚蠢不是聪明的反义词，⽽是⼀

种真正的聪明。⼈类社会，是那些狂妄⾃信的愚者在推动，进化没有⽬标，智慧伴随愚蠢

⽽⾏；狂妄⾃信改变历史。

End.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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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Hacker news上有⼀篇⽂章Big Company vs. Startup Work and Compensation 引起

了轰动。刷屏⻓⻓的。原因很简单，因为这篇⽂章击中了Hacker news读者疼点。作为科

技创业者，⼈⼈都以为⾃⼰能改变世界，且从事有趣的事情，且能在创业中学到更多经验

与更多东⻄。作为世界上最成功的YC孵化器，Dropbox⼗亿美⾦的估值，证明了科技创业

的魅⼒。然⽽，在这篇⽂章中，作者danluu ⼀⼀质疑了创业公司的三个假设：

You’ll earn much more money at a startup You won’t do interesting work at a big
company You’ll learn more at a startup and have better options afterwards

通过系统的数据，不少数据偏偏还是来⾃YC孵化器公开的数据，作者试图说明，加⼊硅

⾕科技创业公司并不能证明上述三个假设。你在创业公司将赚到更多钱？—— 不。在⼯

作8-9年后，YC基⾦孵化的科技创业公司的平均薪⽔是 1800 万美⾦。然⽽，仅有0.5%的

公司能够拿到这个数据，⽽剩余⼤多数钱是是由极少数公司拿到的—— ⽐幂律分布更陡

峭的曲线，正如绝⼤多数VC的回报是由⼀两家超级独⻆兽企业完成的⼀样。 同样，作者

是底层系统⼯程师，以⾃⼰在创业公司／Google／微软的⼯作经历及⻅闻，⼀⼀反驳了上

述三个论断：到创业公司⼯作⽐较容易赚钱，创业公司的⼯作⽐较有意思以及学东⻄⽐较

快。

作者论证过程⼤家可以直接去看原⽂：http://danluu.com/startup-tradeoffs/ 当然，看

Hacker News 评论更精彩：https://news.ycombinator.com/item?id=10758278

YC孵化器的创业者本身⽔准已经超过了多数创业者的⽔准。但，其实在中国也⼀样。虽

然⾼层带头⿎吹创业创新。然⽽，在中国，数据也是不容乐观：

1. 有前景：错！ 在中国，创业公司失败率最低是70%，平均寿命是三年，70%的创业

企业第⼀年会死掉。

2. 收⼊⾼：错！如果计算上⽆偿加班等，收⼊不⾼。

⼯作谈010：什么样的⼈合适加⼊创业公
司？（2⽉2号）

创业公司赚钱多还是⼤公司赚钱多

创业公司⼏乎所有优点都是有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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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能学到⼤量新东⻄：错！我⾃⼰在⼤公司混⽇⼦，然后业余时间慢慢学，不学得更充

分吗？

4. 未来能分到更多钱：错！按照创业公司期权制度或者⽬前硅⾕、东升乡流⾏的股份划

分⻛格，80%的同事坚持不到分钱ipo的那⼀天。

5. ⼯作更有意义：错！⼀个即将死掉或者注定三年内会死掉的项⽬有什么意义，还不如

像群友⼀样做个微信设计师，可以直接作品给上亿⼈使⽤。。。

去创业、加盟早期创业公司，注定是⾼⻛险低回报。那么，我们为什么还喜欢⾛这条路

呢？

此时，有请诗歌上场。「我们读诗、写诗并不是因为它们好玩，⽽是因为我们是⼈类的⼀

分⼦，⽽⼈类是充满激情的。没错，医学、法律、商业、⼯程，这些都是崇⾼的追求，⾜

以⽀撑⼈的⼀⽣。但诗歌、美丽、浪漫、爱情，这些才是我们活着的意义。」同样，我们

创业、加盟创业公司并不是因为它们好玩，⽽是因为「创造」才是⼈类活着的意义。

相对抑郁⾃杀的罗宾·威廉姆斯来说，⻢奇⽼爷⼦则通透多了。为什么⼈类喜欢做⾼⻛

险、低回报的事情呢？答案简单，因为⼈类智慧诞⽣于愚蠢。那些⼏乎总是失败的智慧

（如乌托邦智慧）与那些明显成功的智慧（如常规智慧）总是捆绑在⼀起。

⼈类是通过进化的「搭乘」机制来获取智慧与成功。所以愚蠢不是聪明的反义词，⽽是⼀

种真正的聪明。⼈类社会，是那些狂妄⾃信的愚者在推动，进化没有⽬标，智慧伴随愚蠢

⽽⾏；狂妄⾃信改变历史。

当然，最重要的是⼈类的理想主义情怀。正如⼀位读者flujoo 所⾔，创业和建⽴亲密关系

是类似的，做更好的⾃⼰和找到正确的⼈才能让这段经历有价值，甚⾄创造价值。就像我

们不（太）可能通过随便来⼀发去建⽴亲密关系，⼤部分所谓的创业也都有很明显的先天

缺陷。「随便来⼀发的创业」。如果⾃⼰的因素，团队的因素能解释掉创业⻛险的很⼤⼀

部分，然后如果这两个因素没问题，但创业失败了，这个过程是不是依然值得？两三个理

想主义浓郁有能⼒⼜强执⾏的⼈⼀起做⼀件乌托邦的事情，会是⼀件很美好的事情，哪怕

这个事情只在某个微⼩的地⽅荡出⼀点波纹。⼀个好的⾃⼰ ＋ ⼀个好的团队，再多⻛险

都是值得的。毕竟不是所有⼈都有机会欣赏⼈⽣的悬崖峭壁。

未来的趋势⼀定是创业公司越来越多，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仍然可以⽤信息量的⻆度来分析。⾃从⼈类社会步⼊2010年后，信息量⽇益爆炸。指

数级跃迁已经完成。这样，⼈们不再像之前⼀样，依赖信息不对称赚钱，更多依赖智⼒不

对称。智⼒差异，加上信息差异，导致赚钱能⼒、给社会创造财富能⼒的差异。信息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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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信息爆炸会带来⼀个什么样的问题？原本混⽇⼦的，以及评定指标不清晰的，直接感受

到了来⾃社会⼤环境的压⼒，于是，绩效⽇益两级分化。未来逐步会更多优秀个体成为公

司CEO，⼏乎所有的⼤公司都会发展出⾃⼰的投资基⾦、内部孵化器、创业⽣态链。

⼀般来说，创业公司有⾮常多种类。我们可以先对公司做个品类划分。

⼀类是app in这类肯定能上市，但没上市的。

⼆类是百度、腾讯、阿⾥这类巨头，可以作为5年后跳槽⽬标

三类是互联⽹上市公司，如盛⼤、完美时空（纵横中⽂⽹招编辑）、新浪，但市值不

如巨头的。

四类是其他⾏业的上市公司，如新东⽅、安博教育、测评⾏业的ATA
五类是⼗年以上的⽼店，但肯定不上市的，如咨询公司，我任职过的和君、华夏基

⽯、北⼤纵横

六类是拿到C轮⻛险投资，经营三年以上，并盈利、产品靠谱的⾼科技公司，如⽣物

医药类的各家。对了，⼀类还少了个巨头，是华⼤基因

七类是经营稳定，但基本不会上市，或者说由于各种原因，如⾏业特点，规模很⼩的

公司，如我创办的第⼀家公司，安⼈测评这类⼩公司

⼋类是正在拿天使投资，或者刚刚拿到A轮投资，年收⼊还没有的，创业不到⼆年的

公司，⻋库咖啡⼤量的就是这类。⼋类中机会很多。从⼋类到⼀类，有时候速度极

短。这就是眼光。⽐如猿题库，⽐如雪球。

还有九类，就是，经营时好时坏。⽼板有跑路⻛险、传销⻛险、⾮法经营⻛险的。⼤

量传统⾏业的企业，均有此类⾊彩。这类就完全是浪费时间了。

显然，在我们⼼⽬中，提及创业公司，往往是指第⼀类、第六类、第⼋类、第九类。依据

⼯作谈第九讲的指标，我们可以尝试将第⼀类、第六类、第⼋类、第九类公司放到 可测

量、可放⼤ 的 2*2 的四个象限⾥⾯。

可测量 低 ⾼ 可放⼤ 低 ⾼

四类创业公司，第九类是典型的，可放⼤性不⾼；可测量性也不⾼，双低企业。第⼀类则

是 可放⼤性很⾼、可测量性也很⾼的企业。双⾼企业。⽽第六类、第⼋类，则依据⾏业

特点、团队特点，分别介于 双低企业与双⾼企业之间。那么，问题就来了。什么样的⼈

合适加⼊创业公司？

显然，这个问题更多指向 加⼊「第六类、第⼋类这类企业」，⽽⾮双低企业、双⾼企

业。当我们依据上述逻辑，将创业公司分为典型类别之后，答案就很清晰了。合适加⼊创

那么，什么样的⼈合适加⼊创业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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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公司的有这么⼏类⼈：

第⼀类合适加⼊创业企业的⼈是，暂时能⼒还不够，达不到双⾼企业最低准⼊⻔槛的⼈。

如刚毕业的学⽣。 第⼆类是原本在双低企业。但是现在试图转型。职业⽣涯发⽣重⼤变

化，⼏乎脱离了以往所有积累。刚从传统企业、国企、外企转型到科技创业⾏业来的⼈，

都会碰到类似问题。 第三类⼈则是喜欢冒险与挑战⾃我的所谓学习型⼈，其实换个词，

就是折腾族。当很多新⾏业出现了，⽐如⼈⼯智能、虚拟现实、脑科学，之前压根没有类

似⾏业，从哪找⼯作？此时，加⼊创业公司，陪着新⾏业⼀起成⻓，是⼀个上佳选择。

这三类⾮常合适加⼊创业公司的⼈，我们尝试总结⼀下他们的特点：

1. 学⽣：穷、资源少、经验少、⼈脉少、机会成本低、时间多、体⼒⾜、喜欢新东⻄、

学新东⻄速度快；

2. 职业⽣涯转型：有之前⾏业⼀定积累、年龄略⼤、珍惜机会、机会成本⾼、时间宝

贵、体⼒下降、学习新东⻄速度慢⼀些

3. 折腾族：往往是 新⾏业新岗位，个⼈乐意应对挑战。

这三类⼈的本质是什么呢？第⼀类⼈是⽤时间换机会，扩⼤⾃⼰的⽣存空间，博取更⼤的

机会，反正失去成本不⾼，加盟⼤公司与加盟创业团队，成本类似；第⼆类⼈则是⽤⾦钱

买机会，因为对以往的职业⽣涯不满，希望获得更⼤提升，乐意为此付出⾮常昂贵的⾦

钱，但需要短时间内解决问题；第三类：则更多希望获得创业本身的乐趣。因此，当判断

⾃⼰是否合适加⼊创业团队的时候，得停下来，想⼀想，我究竟是 偏向机会？偏向稳定

的新职业？偏向在⼀些炫酷的新⾏业玩？不同动机决定了不同⼈是否合适。

从动机到性格，⼀般来说，较好的关联是「⾃我决定论」。如果性格是偏顺从，内在动机

从⼩不强的⼈，那么，加⼊创业团队不⼀定是好事，在⼀个稳定的⼤团队中，这类性格的

反⽽会发挥更多性格优势。如果性格从⼩偏独⽴，很⼩的时候就逐步学习依赖内在动机，

个⼈有很多乐趣，想玩的事情。那么，这类⼈更合适加⼊，偏新⾏业的创业团队。对于学

⽣来说，则问题简单，判断⾃⼰是否合适加⼊创业团队的关键就是，最重要的是，⾃⼰能

否获得⾜够多的机会。

机会源⾃什么？与⼤量⼈的交互。这些⼈可以说⽤户，也可以是专家；还可以是机器与数

据。

当你作为⼀名学⽣，你判断合适加⼊创业团队的唯⼀标准，应该是「机会」。在⼀个只能

给我提供认识10个⼤⽜的创业团队，与⼀个能像开智⼀样，提供认识100个⼤⽜的创业团

队，我选开智。哈哈，此处插⼊软⼴告毫⽆痕迹。。。。在⼀个只能接触到五⼗个妈妈的

幼⼉园从事⼉童早教⼯作，与加盟爱⻉睿，认识⼗万妈妈，从事⼉童早教公司，我⼀定选

择爱⻉睿。甚⾄机器也是如此。在⼀个能跟数万台服务器打交道的公司，我会选择七⽜⽽

WorkSmarter

42⼯作谈010：什么样的⼈合适加⼊创业公司？（2⽉2号）



不是选择只跟⼏台服务器打交道。

简⽽⾔之，⼈们⼼⽬中的公司类型有九类，这九类公司符合⼈们⼼⽬中的传统刻板印象的

创业公司有四类。按照可测量、可放⼤，我们可以将创业公司分为双低与双⾼⼏类。

⼀般来说，合适加⼊创业团队的有三类⼈：1）⽤时间换机会的学⽣党；2）⽤⾦钱换新的

稳定态的职业转型党；3）狂热粉丝党。是某个⾏业某个事情的狂热粉丝，希望⽤⽣命换

贡献。

End.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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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今天开智运营团队的⼩实验「开智读书会·新年觉醒」，效果⾮常不错。参加者好评

如潮；旁观者跃跃欲试。整个活动，从策划到组织，我没有介⼊，因为根据我的判断，开

智运营团队应能胜任此事。近期开智团队的微信公众号数据等也步⼊良性循环增⻓阶段。

⽂章平均阅读数、收藏数屡创新⾼。⽐如⻁平⽼师的《深度练习与⾏为积累》⼀⽂，被近

千⼈转发。⽽这些事情，我参与越来越少。这是好现象，意味着开智团队作为⼀只年轻的

团队，运营能⼒⽇益步⼊良性循环。

那么，问题来了，在⼀个典型的东升乡（五道⼝别称）科技创业公司，作为创业者，我们

该选择什么样的招聘策略与判断⾃⼰公司的⻓项与弱项？作为应聘者，我们该选择什么样

的职务序列去成⻓？

⼀般来说，⼀个典型的东升乡科技创业公司，尤其是⼀家典型的互联⽹公司，需要七项全

能。具体⽽⾔，包括：1）产品；2）技术与设计；3）运营；4）市场与销售；5）融资；

6）⽀持。7） X。我们分别解释⼀下，各个职务的核⼼职责以及诞⽣背景。

为什么产品经理对互联⽹公司如此重要？回到知识的源头，思考产品经理这个职务为什么

会诞⽣？在近⼆⼗年前，甚⾄近⼗年，都没有产品经理这个职务序列。往往是⽤近似的职

务序列来代替，⽐如，项⽬经理。

那么，产品经理与项⽬经理有什么本质区别呢？

在互联⽹之前的时代，项⽬经理这个岗位在宝洁这类外企⾮常普及。当时这类产品普遍特

点是：迭代缓慢，研发周期⾄少⼀年起。同时，项⽬经理牵涉到的同事并不多，研发、项

⽬经理与市场可以各⾃为战。当互联⽹深⼊卷⼊每个⼈⽣活后，⼈们发现，现在的研发有

了极⼤区别。第⼀，程序员需要每天接受⼤量信息量；第⼆，伴随知识爆炸与开源⽣态链

的发展，研发周期普遍地被缩减为三个⽉；第三，随着舶来品精益创业理念的流⾏，⼈们

更习惯边上线边迭代。这些现象背后，都是⼀个极⼤的趋势改变：⽤户不再是单纯的看

⼯作谈011：不同职务序列的成⻓周期（2⽉
6号）

互联⽹公司的七项全能

产品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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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开始参与到产品进程之中。⽤户⽇益接受粗糙的带有「我」的参与；⽽⾮精致的，与

「我」⽆关的⼴告或产品。移动互联⽹进⼀步加速了此过程。

以前研发⼈员、运营⼈员、市场⼈员各⾃为营，分别在产品不同⽣命周期发挥关键作⽤的

现象开始⽇薄⻄⼭。在产品经理岗位诞⽣之前，传统企业的开发流程假设平均是两年⽣命

周期，研发⼈员⼀般主导第⼀年；市场⼈员在产品研发完毕后主导第⼆年。这种现象很快

被互联⽹改变。⼯程师需要⼀个⼈来帮⾃⼰分摊认知负荷；整个团队需要⼀个最终负责

⼈。因此，产品经理职务应运⽽⽣。并慢慢地从硅⾕变为东升乡的标配。

因此，产品=整个产品线的最终责任⼈，同时他也必须，帮⼯程师分摊认知负荷；帮运

营、市场与销售提前进⾏预判与规划。能够完美实现这三个关键职能的产品经理，才能称

之为成熟的产品经理。正如⼀位男⼈的成熟是被⼥⽣甩了好⼏次；⼀位产品经理的成熟同

样是做了⾄少三个以上产品。我们很难奢望⼀位⼩男⽣的第⼀次谈恋爱就碰到他的终⽣挚

爱；同样，神⼀样的产品经理的第⼀个产品、第⼆个产品也多半不成熟。

同时，多数东升乡科技创业公司因为业务变动频繁，创业公司第⼀年失败率⾼达70%，因

此，多数产品经理其实没有多⼤机会，完整经历⼏款产品的⽣命周期。不少挂着产品经理

头衔的PM，更多从事的不是最终负责⼈的定位，⽽是执⾏层⾯的职能，如画画UI，写写

PRD⽂档。因此，这也是业界感叹，靠谱的产品经理⽐例极少的根本原因。

⼀位基础很好的产品新⼿，从⼩⽩到略微靠谱的产品⼈，⾄少也需要⼋个⽉的时间（这是

我带过的最快产品经理培养时间）。

⼋个⽉，⼤约能达到什么⽔准？1）已经初步明⽩产品岗的关键职能；2）已经看过⾄少

100个app，初步建⽴了产品直觉与UI品味；3）流程⾛得通：能够减轻⼯程师的认知负

荷，⽽⾮反之。4）能够初步与运营、市场团队形成协同：能对运营、市场团队的未来需

求提前进⾏预判，并将它体现到⾃⼰的产品设计中。从⼀位合格的新⼿到⼀位⽼⼿，则⾄

少需要⻓达三年时间，完整经历⾄少三个以上产品⽣命周期，才有资格能称之为产品⽼

⼿。

因为产品经理这个职务序列出来的时间太短，不到⼗年，整个业界并没有形成成熟的培养

⽅法论。2015年才有了第⼀本谈产品经理⽅法论的新书。因此，各家派系的产品经理培养

都变成⼀个事后诸葛亮的游戏。谁的app⽤户⼤；谁的产品收⼊⾼，融资多，谁就有产品

业界话语权。然⽽，这并不是⼀个好现象。

产品界有类名⼈：写得⽐做得更好。⼀般来说，⼀位产品经理不要写博客！不要写博客！

不要写博客！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过去⼗五年，我亲历的产品，⼤⼤⼩⼩多达20+，然⽽，我写了⼗多年的博客，产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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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三篇。产品经理为什么不要写博客？这个有很多考量。今天不展开讲，只是提⼀个根

本：敬畏之⼼与解释效应。因为产品经理最关键的三个职能：1）分摊⼯程师的认知负

荷；2）提前预判市场与运营；3）作为整个团队的最终责任⼈。所有三个职能都需要敬畏

之⼼，对未来的预判，话不要说出⼝。⼀旦写下了判断，并被团队与竞品知道，那么就开

始产⽣解释效应了！

接下来，我们说说第⼆个序列。设计与技术。这2个序列可以放到⼀起来说。

技术与设计，都是⼀个互联⽹公司的紧缺⼯种。⼀般来说，技术序列的培养周期⽐设计的

培养周期要快很多。

假设⼀位985⼤学本科毕业，⾼考成绩优秀，性格开朗，英⽂过六级且⾼分的理⼯科学

⽣，毫⽆任何编程经验。成⻓为⼀位初级⼯程师，只需三个⽉。因为现在的技术⽣态链⾮

常成熟，新⼿友好。同时关键技能多在英⽂读写、逻辑思维能⼒，⽽这些能⼒，与⼀个⼈

的⾼考成绩直接相关。然⽽，从初级⼯程师到中⾼级⼯程师，则⻓路漫漫。区分初级⼯程

师与中⾼级⼯程师的关键点，并不是⼯程师的学习速度，也不是经验丰富，⽽是这个⼯程

师的深度专研能⼒。

简⽽⾔之，对⼯程师这个职务序列，在学习初期，⼴度遍历很重要，然⽽，从初级⼯程师

跃迁到中⾼级⼯程师，决定成败的不是速度与经验，⽽是深度专研能⼒，能够写出声名远

扬的开源库；在团队中搞定别⼈搞不定的⼤难题，所有这些成就了⼀位神⼀般的⼯程师的

传奇。严格来说，初级⼯程师的培养周期只需要三个⽉；能够上⼿做⼯业级的初级程序，

⼀般需要⾄少6-8个⽉的培养周期；但是从初级⼯程师跃迁为中⾼级⼯程师，则需要⻓达

四五年以上的刻意练习。中⾼级⼯程师的榜样如开智社群的童牧；如苑明理⽼师。

如果说⼯程师的培养更多是⼀个时间函数，设计师与此相反。决定初级设计师的不是时

间，⽽是⾦钱。⼀位家庭出身不错，穿着打扮有品味的初级设计师，会远远⽐⼀位草根家

庭出身的设计师在初级阶段靠谱。草根家庭出身的设计师孩⼦，早期对东升乡互联⽹公司

来说，都是沉没成本。此时，对⽅需要花费较⼤⼒⽓去修正个⼈品味，才能逐步从三四线

城市达到dribbble最低审美⽔准。所以，招聘初级设计师，务必看家庭出身。看穿着打

扮。从初级设计师跃迁到中⾼级设计师，则⼜会有⼏条不同的道路，不再展开讲。

为什么运营对现在的互联⽹公司⽇益重要了？

技术与设计

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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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将技术与设计理解为⽤电脑程序来绘制代码、创造财富；⽽运营岗位实际上是⽤

⽂字编写程序来创造财富。这是因为整个移动互联⽹的趋势再次发⽣变化。⼤量年轻⽤户

都是宅⼀族。外加微信作为巨型APP，以及国外的line与whatsapp作为巨型app兴起，这

样，主要借助于⽂字的运营岗位变得格外重要。

⼤江东去，浪淘尽，千古⻛流⼈物。同样，我们可以调侃⼀下，⼤江东去，浪淘尽，多少

被卸载的app。如果说微信、line、whatsapp这些都是信息⻓河的⼤江，那么，运营岗位

的本质，是⽤以⽂字、策划为主的⼿段，在这样的⼤江中冲浪。最终吸引住⼈们的注意

⼒。微信等等能够每天⽣产巨额信息量的APP充当了信息中⼼；运营职务序列则充当了

信息⻓河中的旗舰。因此，决定 「运营」职务序列成⻓速度的关键是：「是否有吸引⽤

户注意的能⼒」。在注意⼒新经济时代，如果运营做不到这⼀点，则是重⼤偏离⽅向。

相对来说，运营职务序列往往还包括了传统的「内容编辑」职务。这是因为，现在整个业

界趋势发⽣了较⼤变化，⽂字不再是产品，⽽是⼀种编写代码的新⽅式。只是这种以内容

为主的程序⽬标是吸引⽤户注意。

⼀般来说，运营岗位 成⻓速度受限于两者：1）此⼈的基本功：⽂字基本功、与⼈沟通能

⼒、演讲能⼒，简⽽⾔之，听说读写等基本功；2）此⼈的⻤⻢程度：天⻢⾏空。如果从

事运营岗位的之前有⼈脉、有社会信⽤背书，则还会成⻓得更快⼀些。

市场与销售在互联⽹公司的位置⽐较尴尬。⼏乎多数互联⽹公司不重视此职务序列。因

此，它也成了多数东升乡科技创业公司的失败原因。在销售与市场之间，多数互联⽹公司

只注重市场或品牌建设，⽽⾮销售体系的建设与销售职能序列的培养。最终导致，公司名

声很⼤，但是多年赚不到钱的互联⽹公司，⼀抓⼀⼤把。这样的现象很普遍，有它不合理

的⼀⾯。今天说说它合理的⼀⾯。因为传统企业的销售模型是建⽴在 「⾦字塔漏⽃模

型」之上，底层是⼤量低效的电话销售与市场推⼴费⽤，再⼀层⼀层借助与客户的交互来

甄选。⽽互联⽹打掉了很多层，与客户的交互变得格外简单。传统电话销售这个岗位没有

任何存在的必要，被互联⽹公司的运营类岗位取⽽代之。以内容、⽂字为主的吸引⽤户注

意的⽅式取代了传统低效的电话类⼈⼈交互的⽅式，这样使得只有选择了tob商业模型的

互联⽹初创公司，才拥有⼤量市场与销售队伍。

在这样的职务体系中成⻓，关键节点是⾃⼰的个⼈⼝碑与职场⼈际⽹络。⼀般来说，⼀个

顶级Sales ⼀年可以养活好⼏个公司，轻易产⽣上千万利润；⽽多数Sales是达不到这种

业绩⽔准的。其中销售职务序列成⻓的关键之处在于，「不要把⾃⼰当成Sales，⽽是将

⾃⼰当做客户朋友」。当多年感情积累下来，⼀位成功的顶级Sales，吃⽼本，轻易赚千

万，不夸张。

市场与销售

WorkSmarter

47⼯作谈011：不同职务序列的成长周期（2⽉6号）



HR、⾏政、会计、出纳、库管这类职务，都在互联⽹公司属于⽀持序列。如果说完整的

价值链分为价值创造、价值评估与价值分配三个环节，相对来说，它们更偏价值链后端的

职务序列，侧重价值分配与价值评估环节。

这类职务序列成⻓关键之处在于，你作为HR、⾏政等等，「你与CEO的关系亲切程

度」。当有越来越多的CEO，将你当做「⾃⼰⼈」，那么意味着你从⼀个初级HR成⻓为

⼀个中⾼级的HR总监了。

这类职务序列，互联⽹公司很少单独设⼀个职务序列。更多是由CEO兼任。但是伴随创业

越来越⽕爆，品牌碎⽚化的情况的出现，现在多数创业公司也开始做投融资了。⽐如蜻蜓

FM投资主播；今⽇头条投资传媒与内容公司；新榜与冷笑话精选投资内容公司。同样，

安⼈⼼智集团也要投资更多脑科学领域上下游的创业公司。另⼀个趋势是互联⽹⾦融的⽕

爆，这样，这个职务在互联⽹创业公司也将开始变为常设，成为新兴的职务序列。

这类职务序列从初级新⼿到中⾼级，需要此⼈有⾮常庞⼤的投融资⼈际⽹络⽀撑。⼀般来

说，有过FA训练，从事此类职务最佳。这类职务，从初级职务到中⾼级职务的跃迁，关

键之处在于⾃⼰有多少成功退出的投资案例。

第七类，是指⼀个科技创业公司的独⻔秘籍。有的公司是战略；有的公司是硬件；有的公

司是CEO颜值。这类依据⾏业特点，不等。

总的来说，伴随越来越多⾼素质⼈才参与创业，创业逐步演化为兵团作战格局，⼀个能坚

持到最后的创业团队⽇益需要七项全能：1）产品；2）技术与设计；3）运营；4）市场与

销售；5）融资；6）⽀持。7） X。

如果你是⼀位刚出茅庐的新⼿，在不同⽅向之间迷惘。我的建议是，产品与技术、运营、

市场销售更合适草根家庭出身的学霸；设计、⽀持、投融资职务序列更合适中产家庭出身

⽀持序列

投融资

+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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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孩⼦。如果按照我的⽼⽂，我们将个⼈成⻓需要的资本理解为：⼼理资本、技能资本、

社会资本与政治资本四⼤类。（关于这四⼤类的解释请参考⽼⽂：⼼智⼯具箱（8）：资

本论 - 阳志平的⽹志）各个职务序列要求的资本优先级分别是：

产品： ⼼理资本 > 技能资本 > 社会资本 > 政治资本

技术与设计：技能资本 > ⼼理资本 > 社会资本 > 政治资本

运营：技能资本 > 社会资本 > 政治资本 > ⼼理资本

市场与销售：社会资本 > 政治资本 > ⼼理资本 > 技能资本

⽀持：⼼理资本 > 技能资本 > 社会资本 > 政治资本

投融资：政治资本 > 社会资本 > 技能资本 > ⼼理资本

上述各资本，培养周期最漫⻓的是政治资本，什么是政治资本？简⽽⾔之，你能作为左

派、右派、九零后创业者的代⾔⼈，是谓政治资本；培养周期最快的是技能资本，相对来

说，在具备天赋潜⼒的前提下，销售快于运营快于产品快于技术快于设计。⼼理资本则更

多关乎性格、乐观等，受环境与基因等影响颇深；社会资本则是⼈⼈看重，但是其实职业

⽣涯早期最⽆需投⼊⼒⽓做的事情—— 当你是⼈才了，⼈才⾃然会聚⻬到你身边。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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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讲不想公开，很多⿊客技巧。请各位提前预习。指定读物：

社会⼯程 (⾖瓣)

思考题1：如何轻易获取到⼀家创业公司的真实融资数据？（合法获取！！！）

思考题2：如何轻易预判⼀个公司的发展前景？

思考题1：如何轻易获取到⼀个⼈的身份证号码？（合法获取！！！）

思考题2：如何轻易获取到⼀个⼈的婚姻状态？（合法获取！！！）

End.

⼯作谈012：如何进⾏商务分析

商务分析的流程

如何获取公司信息？

如何获取个⼈信息？

如何从信息中挖掘出有价值的结论

如何利⽤社会⼯程学知识反分析

世界权威商务分析数据源与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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