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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非致富经

武汉亚非种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遥 成立于 2006 年的武汉亚
非种业有限公司袁长期致力于引进国外进口高端的蔬菜种子业
务袁与日本尧荷兰尧韩国尧中国台湾等地的著名蔬菜公司有着优
质的业务合作及深度的技术交流遥 凭借其在外资企业近 10 年
的工作经历袁10 年来贺先生带领亚非团队成功推广多种国外引
进的杂交蔬菜品种袁比如甘蓝尧西兰花尧白萝卜尧大白菜尧胡萝卜
等遥 结合多年的国际市场经验和多个基地生产试验袁贺先生尤
其在甘蓝尧西兰花等领域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和认识遥
野曾经我放纵享受袁到最后无
处解脱曰也许明天没有谁袁陪
我走过袁潮起潮落曰
也许明天还有你袁陪我开始袁
直到最后曰海一望无际袁我在
浪里噎噎冶
要叶也许明天曳姚贝娜
要要
每年年会开始之前袁贺总都
会让大家聆听这首已故歌手姚贝
娜的叶也许明天曳袁他总说这首歌
唱出了他想表达的东西袁 而我总
是不以为意遥没想到袁今天我重新
站在亚非种业总部办公室门口袁
这首歌却不断在脑子里回荡遥

心浮气躁袁
亚非小生负气野出走冶
嗨浴 各位朋友袁好久不见遥 我
是亚非小生君之代遥 在过去的一
年多里袁 我实实在在体验了一把
野变形记冶袁 经历了天上地下的两
种心态尧两种人生遥大家一定很好
奇我到底经历了什么钥 离开亚非
种业后的这一段野漂流记冶袁且听
我娓娓道来遥
2015 年的 8 月袁 与往年一
样炎热袁 我浮躁的心情也如同这
8 月的天气一样遥 当时的我已经
半年没有下市场了袁心浮气躁袁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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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感觉十分迷茫遥 因为我已惧怕
那种艰苦的长途跋涉袁 更加无法
忍受长时间一个人内心的孤独遥
我想改变现状袁途径则是换
一份全新的工作袁 最好钱多尧事
少尧离家近袁无需长时间出差袁不
需要赶 6院00 的早市袁赴三更的夜
市遥同时我也自视甚高袁觉得以自
己的能力找一份符合要求的工作
问题不大遥于是袁在不安和躁动里
我匆忙递交了辞呈遥
贺总似乎早就觉察了我的
心思袁却不料我会这么早辞职袁便
与我恳谈了一番袁 主要问了我 3
个问题院你为何要辞职钥你下一步
的职场规划是什么钥 你是如何定
位自己的钥

当时没有目标袁只想解脱的
我袁对其一番敷衍塞责遥 于是袁贺
总语重心长地开始帮我剖析自
己院野首先袁你确实有点儿小聪明袁
但心绪不定袁 无法以兴趣始毅力
终曰其次袁你不了解自己袁竟把我
平日鼓励你的夸词当作心高气傲
的资本曰最后袁你引以为傲的工作
阅历袁究其本质或许只是把一年的
工作经验复刻了这许多年遥 冶说
完袁贺总让我先冷静下袁为自己的
将来考虑清楚遥 但自负尧 傲娇的
我袁并未将他的劝阻听进去袁草草
办理了离职手续后便径自离去遥
刚离职时袁贺总考虑到我在
武汉没有住所袁 便告知以前办公
室共处的同事院野在君之代没有找
到新工作之前袁 他仍然可以住在
公司的宿舍里袁吃住免费袁作为报
答他在公司工作两年的情份遥冶当
时我想院 找到下一份工作不过是
件很简单的事袁 哪里还需要你对
我这般同情和照顾钥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钥
外面的世界很无奈遥
辞职后袁我独坐在宿舍袁认真
分析自己的优势院 以前我经常在
公司下厨练习做红烧肉袁 大家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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夸我在烹饪方面 野大有可为冶曰我
思维敏捷袁 贺总曾夸我在企划广

几句话下来袁我唰得脸一下
就红了袁无言以对袁憋了半天袁鼓

非种业和长江蔬菜杂志社共同举
办的新春联谊会遥 会上看着过去

告上会有一番野建树冶曰在亚非的
日子我也算得上 野与国际接轨冶袁
我可以尝试销售与进口蔬菜相关
进口水果袁 毕竟我也会说 野好几
国冶语言呢浴 想到这里袁我便开始

起勇气对面试官说院野我以前的老
板说我思维敏捷袁 企划广告方面
很有天赋遥 希望你们可以给我机
会袁让我试一试遥冶听了我这番话袁
面试官终于同意我去业务部门试

的同事们在台上放声地歌唱尧尽
情地舞蹈袁我心里特别不是滋味遥
当野年度最有价值员工冶的获奖者
徐志龙和崔莎袁 拿着奖杯和奖品
站在台上发表感言时袁 天知道我

安心地闭目养神袁 一心等着面试
通知络绎不绝地野召唤冶遥 在亚非
种业宿舍中安逸地度过了一周袁
望着宿舍的同事们依然早出晚归
地忙碌着袁 心中不由窃喜院野幸亏
我及时解脱了浴 冶
转眼袁一个多月过去袁我投出
去的简历犹如石沉大海袁 没有丝
毫回应遥一个月以来袁来电的除了

用一个月袁 若一个月内拉不到订
单就得立马走人遥一个月过后袁我
果真野准时冶如期地又回到了人才
市场遥
想起以前的同事都爱吃我
做的红烧肉袁 于是我便计划着朝
烹饪方面发展袁 不久进入了一家
披萨店袁 由于没有过任何做西餐
的经验袁我只能从学徒做起遥而我

有多羡慕他们浴而这一切的美好袁
却都被我的自视甚高尧 定位不清
亲自断送了遥
那次聚会以后袁我又恢复了
和亚非同事们的联系遥春节期间袁
我纠结了很久袁 最终还是鼓起勇
气给贺总发了一条祝福的短信遥
没想到袁 他还一直惦记着我的工
作问题袁 得知我在外漂泊了大半

爸妈袁就是广告推销遥 当然袁期间
亚非种业的同事们组织聚餐袁也
给我打过邀约电话遥 但没有找到
更好下家的现实刺痛了我的自尊
心袁于是断然拒绝了大家的邀请遥

的师傅们是一群可能连初中都没
有毕业的小孩子袁对于他们袁我打
心眼里是瞧不上的袁 心想我以前
的同事可是华农的硕士袁 再不济
也是华农毕业的本科袁 他们我都

年袁他感到十分惋惜袁随即表态院
若我愿意袁 他可以将我推荐到公
司广州客户温小姐的基地遥 听了
贺总的这一席话袁 再回想起联欢
会上同事们带给我的快乐和感

这次袁我真的慌了院身上的现金已
经所剩无几袁生活的各种物质尧精
神压力不断袭来袁 旁人的眼光也
让我如芒在背遥 我想我必须行动
起来了浴于是袁我开始每天穿梭在

不服气袁更何况是你们遥可能由于
社会经验不足袁喜怒哀乐形于色袁
我的心思似乎很快被他们看穿
了袁于是他们合着伙儿欺负我袁以
至于我的手好几次在做披萨饼时

动袁我恳求贺总再给我一次机会袁
让我回到亚非袁 回到这个忙碌却
温馨的大家庭遥
2016 年春节过后袁我终于迎
来了崭新的春天遥 贺总同意再給

不同类型的人才招聘会中袁 很快
就发现这里不仅需要拼实力袁还
得拼颜值袁平时不修边幅的我袁竞
争力明显不够袁 而对那些于实力
和外貌要求都不高的体力活袁我

被烫伤遥最终我又羞又恼袁离开了
披萨店遥
再后来袁我去高档水果超市
打工袁 最终因形象与所推销的产
品气质不符而被拒之门外噎噎每

又好高骛远袁实在不愿屈就袁靠头
脑吃饭的我怎能去做粗活钥
好在袁后来我终于接到了一
家小广告公司的面试通知遥 回想

天躺在床上袁刷着朋友圈袁看着亚
非的同事们晒着市场上战果累累
的照片袁 突然有些怀念过去那些
忙碌尧紧张尧但很充实的日子袁我

我一次机会袁 让我重回亚非大家
庭袁还给我配了专车袁让我带着新
同事一起下市场袁 让我用实际行
动向大家证明袁 我不仅有 野小聪
明冶袁而且能成为一个野实干家冶袁
我君之代再也不会和野不靠谱冶这

起贺总之前总是夸我企划广告有
天赋袁自己还在武汉同创学习过袁
为公司设计过彩页袁 于是信心满
满地迈进了广告公司的大门遥
野会用 PS 吗钥 冶野看别人用过遥 冶
野Coreldraw 呢钥 冶野不太懂遥 冶
野3DMax 你一定听都没听过钥 冶

开始反省自己院我到底能做什么钥

迷途知返袁
重归温暖大家庭
终于袁在 2016 年的春节前袁
事情有了转折袁 我意外地接到了
贺总的电话袁 他邀请我去参加亚

几字画上等号了浴
如今袁2016 年已然将尽袁这
一年的我不再迷茫袁也不再浮躁袁
因为身处亚非这个大家庭而倍感
幸福和充实遥回首过去袁我也透彻
领悟了野感恩冶二字袁以前的我并
不相信野离开了团队袁你什么都不
是冶这句话袁而如今我将它写在了
笔记本的扉页上袁 时刻为自己敲
响着警钟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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