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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随着 2020 年再过几天就要来到了，还是很有必要做一些总结。</p>
<h2 id="1--回顾2019">1. 回顾 2019</h2>
<h3 id="1-1-检查规划">1.1 检查规划</h3>
<p>首先检查 <a href="https://ld246.com/forward?goto=http%3A%2F%2Fxiajl.cn%2Farticles
2F2018%2F12%2F31%2F1546185847169.html" target="_blank" rel="nofollow ugc">2019 的
划</a>的完成情况：</p>
<ol>
<li>
<p><em><strong>坚持学习，坚持抄书。至少把两个方向的技能学得差不多：Spring Cloud, 大
据</strong></em></p>
<p>这里有四点：坚持学习，坚持抄书，学习 Spring Cloud，学习大数据。</p>
<p>坚持学习勉强做到了，至少已经成为我生活中的重点内容。</p>
<p>抄书我尝试抄了几本书的几个章节，但最终没能坚持下来。主要的原因是：抄书投入的时间比预
的要多得多，可能抄一节内容就需要几个小时的时间，但产生的效益不高。而且它会给我一个错觉：
出了好多内容。但慢慢会发现，抄出来的内容不是自己的。内在的原因是，这个抄来的"产出"其实跟
的初衷不太匹配，我期望的是我能够把知识真正的记住在脑海里，并且能够以自己的形式输出出来，
像日记是自己写的，属于我自己的，独一无二的。而我恰恰缺乏的是这个过程中，所需要的记忆能力
输出表达能力。这个后续我会通过自己总结输出的方式来进行。</p>
<p>Spring Cloud 也入门了并且在项目中有实际应用，但感觉需要学习的还有很多。</p>
<p>大数据的学习计划则是完全没有执行，惭愧。</p>
</li>
<li>
<p><em><strong>准备 5 个演讲主题，1 小时以内的。</strong></em></p>
<p>这个完成了 20%，在公司内部组织了一次主题为<a href="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5
605939">《Selenium 自动化测试实践》</a>的分享。惭愧，只能说初步做了尝试，但没能坚持下
。这种方式还是很有益的，锻炼自己的总结输出分享能力，这个我仍然会坚持下去。</p>
</li>
<li>
<p><em><strong>坚持写博客，总结。</strong></em></p>
<p>这个自不必多说，你能看到这篇文章说明我还在坚持。但问题仍然不少，今年只输出了 10 篇左
的文章，比想象中少了很多。我可以抱怨说自己时间太少了，但实际上，是自己的执行力还有待加强
明年继续加油。</p>
</li>
<li>
<p><em><strong>深入了解公司业务。</strong></em></p>
<p>进入公司一年以来，从无到有做了好几个产品，但是很多偏中台，与业务的关联度还不太高。因
对业务的理解，只能说初步有了些了解，还有很多需要深入理解的地方。</p>
</li>
<li>
<p><em><strong>搞清楚架构的定位，总结成自己的理解。</strong></em></p>
<p>说来惭愧，目前来说，虽然身在架构组，也许其它团队的人看我们都是“高端“的架构师，似乎
鲜实足。但我在实际产品过程，对架构的理解仍然非常不充分，我会参与沟通需求、原型讨论、概要
计、详细设计、项目搭建、合作开发、接口联调、部署测试、发布上线，大部分过程我都会主导。但
仍然不清楚架构师的职责，究竟实际需要做哪些工作，难道就是贯穿始终？这不是项目管理？这不是
术经理的职责？或者是因为我们的项目规模不大，所以没法体会出架构师的职责？这些问题，只能继
不断学习来理解了。</p>
</li>
</ol>
<h3 id="1-2-剖析这一年">1.2 剖析这一年</h3>
<p>总体来说，这一年过得还算充实。</p>
<h4 id="1-2-1-私活">1.2.1 私活</h4>
<p>上半年业余时间在帮助以前同事在做一个小项目，所以博文以及自己的学习方面就比较欠缺了一
，但是也收获了很多的经验，尤其是在高并发领域，以及我对 Spring Cloud 的学习，给我打开了一
新世界，深感自己知识储备的不足。从我内心角度，后续我可能不太会去做这种业余的项目，虽然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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赚点小钱，但是总体来说，非常耗费精力，而且压力巨大。但是目前有了儿女，赚钱还是第一要务，
以如果有些相对轻松些的，我还是会考虑的。2020 年我肯定不会优先考虑这方面的内容，但我确实
想法自己业余时间搞点自己用的东西，目的有两个：提高个人工作效率，保持对编程的兴趣。</p>
<h4 id="1-2-2-工作">1.2.2 工作</h4>
<p>在公司，我承担了很多业务中台相关的业务，做了一些诸如积分系统、内容中心、营销引擎之类
系统。这些系统但并不直接对接实际业务，但是为实际业务系统提供了炮弹。这些产品，使我对中台
了些许的理解，但是认识仍然很肤浅。同时也参与了一个实际业务场景下需要的，类似于线索管理的 
PP 开发。要说有什么收获，我觉得有以下两点比较深刻的体会：</p>
<ol>
<li>首次全程参与了互联网实际业务的开发。过去我基本参与的都是 CDN 的管理体系相关的产品，
者内部的集群管理软件，主要面向是内部人员，并且对象都是开发运维体系。而销售运营 APP 则完
不同，体现在几点：面向业务人员、全程 UI 设计参与、有 APP、与 PC 业务结合。这给了我很多不
样的理解，篇幅有限，这里就不继续展开了。这里就说一点，收获最大的就是互联网思维的软件与内
使用的软件是不一样的，内部管理软件，基本不需要考虑太多的产品细节，更多的是内在逻辑。互联
的产品最重要的是产品思维，对产品契合业务的要求非常高。这也是为什么在互联网公司，需要产品
理这个专门的职位，而传统内部系统的开发，只需要技术经理兼任产品经理就够了。</li>
<li>犯了一些决策上的错误。比如开发内容中台，有一个决策是：完全由内容中台来读写几个业务库
完成内容的采集与处理，以期待降低业务团队的工作负担。这个决策后来被证明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失
。首先内容中心需要自己去理解吃透其它业务库，这中间就要多花费些时间，并且还踩了不少坑，开
周期大大超出预期。另一个，内容中心无法准确评估采集与处理业务库对业务系统的影响，这也导致
上线后产生了一些问题。这个血的教训，让我深刻理解了什么叫解耦。以后再让我一个系统去读写其
的库，打死我也不干，吃力不讨好。</li>
</ol>
<h4 id="1-2-3-学习">1.2.3 学习</h4>
<p>2019 年，零零散散也学了一点东西。但是仍然不成体系，我甚至都不想去回顾。这么总结，其
跟 2018 年没什么区别。要说与 2018 年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我不断地试图让自己形成一个持续不
学习的习惯。我现在可以坚持 12:00 睡觉，每天 5:30 起床，晚上有 2-3 个小时的学习时间，早上有 3
个小时的学习时间。这在 2018 年我是不敢想象我能够坚持这个习惯的。</p>
<p>为此，我尝试了很多方法，为了早起我准备了很多闹钟。在 B 站上找了很多专门做学习视频的 UP
主，像他们学习了好多不错的方法，也买了一些设备来辅助学习，同时精心准备了很多的鸡汤在我疲
的时候恢复。培养习惯的这个过程，是相当艰难的。我朋友都说我可能有点强迫证了。我的初衷其实
简单的，我要捡回我失去的那么多时间，不拼一点怎么行。</p>
<p>但后来我发现，这种意念上的拼只能坚持一小段时间。有一个 21 天法则，说的是只要坚持一个
惯 21 天，你就能一直拥有这个习惯。我成功坚持了一个月，超过 21 天了，以为自己能够养成习惯
，但很快会发现，没有了斗志，很多技巧都失去了效果。我深有体会地是，到了一个月后，任何鸡汤
不能让我恢复动力，摆得很远的闹钟，离床可能有一两米，我在毫无知觉地情况下掀开被窝，奔跑过
关掉闹钟，然后躲进被窝，闷头就睡。所以，时刻不能放松，即便坚持了很久，仍然继续强化习惯，
则人的惰性还是会慢慢侵蚀掉已经养成的习惯。</p>
<p>目前为止，我坚持了差不多三个月，远不能说成功的拥有了这个习惯，虽然中间有反复，但我渐
地不需要那么费力，并且能够感受到持续学习的乐趣。目前每天我除了与老婆孩子一小时的视频之外
大量的精力都是花费在学习上。我从 11 月开始使用 Forest 来记录我的学习时间，并且加入了一个 Fo
est 群，每隔几天不打卡，就会被踢出群，以这种方式来互相督促学习，效果还是很明显的，以下是我
12 月份的打卡记录，肯定比不上考研的同学，但是对于目前的我，已经是一个相对比较好的节奏，
不影响休息，又不影响家庭与工作。</p>
<p><img src="https://ld246.com/images/img-loading.svg" alt="image.png" data-src="https:
/b3logfile.com/file/2019/12/image-263b79e9.png?imageView2/2/interlace/1/format/jpg"></
>
<p>但说实话，虽然每天固定了学习时间，但效率不太明显，表现在我并没有多少产出。这是我 2020
年需要强化的地方。</p>
<h4 id="1-2-4-锻炼">1.2.4 锻炼</h4>
<p>2019 年最糟糕的投资就是办了一年的健身卡，但是只去了一个月。当时是受体检报告的刺激才
的，体重体脂严重超标，也有结石，甚至办保险还要我多交钱。回头想想，这个明显不是投资，是冲
消费。从我个人经历，我极不推荐去健身房，我以后也再也不会办了，原因在于在健身房里，健身教
会不停的骚扰你建议你办这个办那个课程，我本身锻炼的时间就不多，还影响锻炼的心情，我这是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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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后来索性就再也不去了。</p>
<p>但这并不代表我就不锻炼了，我选择了在小区里面长跑，坚持了差不多 3 个月左右。下面是四月
的巅峰数据，可以说是花了很大的精力在跑步上的。</p>
<p><img src="https://ld246.com/images/img-loading.svg" alt="image.png" data-src="https:
/b3logfile.com/file/2019/12/image-8d630de1.png?imageView2/2/interlace/1/format/jpg"><
p>
<p>结合跑步与饮食上的热量控制，3 个月减了 30 斤，达到了我的目标，减完之后去体检，果然指
好了非常多。问题随之而来，我再也没有动力去跑步了 T_T。幸亏饮食也注意着，所以身体也一直保
在 150 以内，有少许增重，但还在目标范围内。跑步带来的对身体对精神的积极的影响，在停止跑步
后，就荡然无存无存了。必须要长期坚持才有效果。2020 年，我会把坚持锻炼做为一个重要的目标
</p>
<h4 id="1-2-5-买房">1.2.5 买房</h4>
<p>我们继续看看下半年，下半年最有成就感的决策是买了房。一开始没有计划这么早买，钱远远没
凑够，考虑到实际需求，在小孩儿读小学之前买就行了。所以原计划是今年看看，明年再买。到了 7 
 12 号左右，我在网上看到市长直播中谈了南通未来很多<a href="https://ld246.com/forward?got
=https%3A%2F%2Fwww.iqiyi.com%2Fv_19rs20187o.html" target="_blank" rel="nofollow ugc
>利好</a>，我觉得房价要起来，不能再等，再等下去的话，我估计就存钱就跟不上涨幅了，所以 7
月 30 号就跟老婆把这事定下来了。过了大半年，我们回过头来再看一下房价，如下图所示(数据取自
居客)，基本就是一条斜线在涨，按均价，我买的房子至少涨了 20 万。而且，从这个趋势可以看出，
市长讲话之前，已经在不断上涨了，感谢市长提醒我果断上车 ^_^。</p>
<p><img src="https://ld246.com/images/img-loading.svg" alt="image.png" data-src="https:
/b3logfile.com/file/2019/12/image-799ae9a9.png?imageView2/2/interlace/1/format/jpg"></
>
<p>据我买的房子的房东说，她有一套在附近涨了 50 万，将近 25％的涨幅。像他们这些早期投资者
定赚得飞起，我们没法像他们面对房价涨跌那么潇洒自如。</p>
<p>对于买方来说，20 万就相当于首付要多 5、6 万，贷款每个月要多一千，而实际上我 7 月份买
已经有些压力了，我们甚至在思考要不要未来一直不购置房子的选项，回农村生活。所以，只能说庆
自己当时果断，真要拖到明年，我就真的买不起了。刚需真的不能想太多，保持理性，期望房子降目
来说是不太可能的事情，真的有需要，只要能力够就上车。房价可能会慢慢降下来，但这个过程也许
几年后，等我们下一代成长起来了，对房子的需求不再那么旺盛。但就目前来说，城镇化仍然在不断
进，总体来说，不太可能降太多。真不能有侥幸心理，因为房子是我们自己需要的，是为了方便生活
为了有一个落角点，至于后续涨不涨，真不太重要，我们不是投资者。</p>
<p>也正是因为买了房子，所以 2020 年我个人的资金状况是非常不理想的，只能保持比较基本的生
质量，很多开销都要保持节制。肯定有利有弊，但是没有后顾之忧，接下来只需要慢慢凑钱还贷款就
了。近几年都是需要不断的把家庭的杠杆降下来，争取 5 年内把杠杆降到我老婆一个人就可以承受，
问题不大了。</p>
<h2 id="2--2020-规划">2. 2020 规划</h2>
<p>随着年龄越来越大，不能再仅仅独善其身，家庭不允许，社会也不允许。所以 2019 年，我的年
总结是以家庭跟事业为问题域。主要包括儿女教育、经济、工作、持续学习、锻炼等方面。</p>
<h3 id="2-1-子女教育">2.1 子女教育</h3>
<p>我原本觉得自己多赚点钱，然后教育的事情就交给老师跟培训班好了。培训班这种存在，其实我
得大部分也就是滥竽充数的水平，也就是让小孩儿从小能有点玩伴罢了。就跟现在互联网大量涌现的 I
 培训是一样的，能讲的很好的真的很少。所以我现在更倾向于看书。</p>
<p>小孩儿的培训班还是很烧钱的，而且我是两个娃，负担更重，并且我刚刚买完房子，短期没有太
的资金能够投入在这上面，我觉得我需要自己去来做这件事情。所以明年准备整理一门课程给我小孩
，不过目前还在构思中，对于目前的我来说，还是很有挑战性的，主要是表达方面。</p>
<h3 id="2-2-经济">2.2 经济</h3>
<p>经济上我还是希望我能够收入更多一些，但这种事情不可强求，只能加油，尤其是这种经济下行
大背景下。此外，节衣缩食是难免的，2020 年底前一定要把首付借的钱还干净。</p>
<h3 id="2-3-持续学习">2.3 持续学习</h3>
<p>我希望能一直保持目前的学习状态，我觉得可以办到，但是需要不断的采取措施，不断的调整。
要把保持看成是一件轻松的事，它是一件很有挑战的事情。所以我就定个小目标吧，坚持一年。</p>
<p>学习的方向，一个是继续在架构师领域深耕，但不会局限在架构领域，比如 BI、大数据方面也会
续学习。另外一个方向是软技能方向，思维、沟通、协调、合作、管理等方面的学习，这部分是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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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项，我要补齐短板。</p>
<p>除了学习方向以外，我觉得更为重要的是，我必须要持续的输出内容，不然学到的东西很多就没
沉淀下来。提高对自己输出的要求，是 2020 年一定要做的事情。</p>
<h3 id="2-4-锻炼">2.4 锻炼</h3>
<p>2020 年，我每天会拿出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时间来坚持锻炼，主要的方式还是长跑。我希望
在 2020 年，能够轻松的跑完半马，这个目标对我来说还有一定困难，但也并没有那么困难。最困难
还是坚持。</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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