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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今天是 2019 年的最后一天，回顾过去的一年，感觉发生了很多事情，又感觉自己平凡地过了一
。</p>

<h2 id="大纲">大纲</h2>
<p>我最初的打算是按照时间线来进行回顾，最后还是决定从几个方面来描述我的 2019 年。</p>
<ol>
<li>工作</li>
<li>生活</li>
<li>学习和进步</li>
<li>总结和 2020 期待</li>
</ol>
<h2 id="工作">工作</h2>
<h3 id="年初">年初</h3>
<p>我已经在这家公司待了 5 年了，我确实没想到我能待这么久。在去年中旬的时候，我开始转做 ja
a 后端，本来是抱着学习的态度进入到新业务团队的。但是新团队的后端 leader，结果在年初的时候
职了，所以我就变成 leader 了，这个跟我的原本预期是冲突的，因为我更喜欢和习惯单兵作战，这
是我来新团队的原因和目的，这导致我前半年都是在做架构和业务 review，都没怎么敲代码。</p>
<h3 id="年中">年中</h3>
<p>在年中的时候，因为业务部门的大老板换了，所以业务就被交接到上海团队去了，团队中的其他
也相应的离职或者转岗，而我挺迷茫的，因为我不知道自己要去哪，换家大公司吗？我已经有点厌烦
公司的这种工作方式了。去小公司？工资太低了，还不如我自己干。所以我就在公司咸鱼了半年，有
就做，没事就看书。</p>
<h3 id="年末">年末</h3>
<p>就在这个月的 10 号，终于领导和 HR 终于想到了我们这些咸鱼了，给了两个方案:一个这个月 16
号走人(n+1)，另一个方案是下个月 10 号走人（n+ 不确定系数的年终奖 + 不确定系数的绩效）。HR
说是为我们好，所以特意向上面争取了这两个方案。两个很正常的方案，说是为我们好，还是争取的?
我们原本想抗争一下，争取 n+1+ 不确定系数的年终奖 + 不确定系数的绩效。结果我是第二个被攻
的人，因为我合同明年 1 月底就到期了，所以他们也不考虑我了，直接等合同结束就行了。所以我在
后时刻选择了转岗，去了另外一个业务部门，重新进行续签。</p>
<h3 id="感想">感想</h3>
<p>回顾这一年的工作，我感觉自己在公司混了一年，没干出啥事情出来，对我自己而言很难受，感
自己已经废了。在选择转岗前的两天，我想了很多，我已经打算拿了 n+1 直接走人，回家创业去，
为半年前我就想好的。但是家里人提了反对意见，说回来能做啥，继续待在这家公司不是很好吗。我
想怪家里人，毕竟最后还是我自己做的决定，只是内心还是不舒服。想起许巍的一句歌词<em>曾梦
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华</em>，可能如果没有家庭的牵绊，我可以能更随性一点，做自己想
的，不考虑钱，只考虑自己是否喜欢。可能我也不会一直待着这个城市，可能会去某个城市，可能会
得好，也会过得不好。但是过了明天我就已经 30 岁了。在 24 岁的时候，没有选择任性一把，在 30 
的时候，就已经没有资格任性了。</p>
<h2 id="生活">生活</h2>
<p>这一年的生活还算平淡，但是也有一些比较有趣的事情。</p>
<h3 id="生日">生日</h3>
<p>在我 29 岁生日的时候，我选择了去台北看 lol 的 msi 比赛。在台北遇到几个也从大陆去看比赛
人，我们几个人不同的年纪，不同的背景，互不相识，因为一个游戏、一场比赛相识在台北。那 5 天
我过得很开心，可能是因为我们之间的关系很纯粹，大家的性格也很好，虽然过了 5 天，大家的名字
还没认全，但是我们确实相处得很愉快。很特别的一次生日。</p>
<h3 id="国庆">国庆</h3>
<p>国庆的时候，带着老爸去了上海和舟山。最近几年，国庆旅游已经成为家里的固定活动了。这次
计划是打算先去上海-南京-杭州-舟山，可惜因为有亲戚嫁女儿需要提前回来，所以就变成了上海-舟
。这次旅游印象最深刻是去了上海，然后遇到台风，一早上都在酒店里面看阅兵，<br>
然后下午冒雨去了外滩和东方明珠塔，在雨中给爸爸拍照时，爸爸的那种笑容，这可能是我为什么带
出来的原因。虽然我们经常有矛盾，思想也不大一样，但是有一点我们谁也无法改变，我们是家人。<
p>
<h3 id="相亲">相亲</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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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019 年依旧单身，虽然我感觉有很多次都可以脱单了。但是很多时候，我依旧退缩了。当一个
单身久了，真的就习惯单身了，当有机会选择脱单时，真的会很犹豫，而我基本上都会选择退缩。虽
我是这种状态，但是家里和朋友安排的相亲，我却没有拒绝过。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抱着什么心态参加
，可能是想找让我不在犹豫的？</p>
<p>我不知道其他人会不会跟我一样，对很多事情都没那么在意了，所以会忘了很多事情。过了一年
可能发生了挺多事情，而我记得的就这几件（朋友、家人、伴侣）。</p>
<h2 id="学习和进步">学习和进步</h2>
<p>虽然在工作上和生活上，感觉自己像是混了一年。但是学习和进步上，虽然也是经常咸鱼，但是
顾一整年，还是符合我的计划的。在今年年初，我给自己定了几个学习和进步目标。</p>
<ol>
<li>参加自考，并完成考试</li>
<li>学习英语</li>
<li>学习 java，并读完 10 本 java 相关的书籍</li>
<li>写 10 篇博客</li>
</ol>
<h3 id="自考">自考</h3>
<p>高中看了三年小说，所以最后只能读了大专。虽然我现在工作不错，但是心中总是有点遗憾。所
我一直想考一个本科学历，但是我又不希望是那种用钱可以买的，所以打算自考。这个事情来来回回
过无数次，今年终于开始行动了，年初报了一个培训班(行政管理专业)，原本是希望尽快拿证，可是
专业拿着教材就是背，让我有点受不了，三月份，去考了两门公共课，算是先熟悉下。然后 10 月份
时候，我还是选择了自己最熟悉的计算机专业，考了四门，虽然英语差两分合格，但是还是符合了自
的预期的。</p>
<h3 id="英语">英语</h3>
<p>英语一直是我的软肋，所以一直想着学好它。这几年，花了很多钱，但是还是那样。所以今年给
己定的目标就是在翻转英语上报的几门课程，无论学得怎样，只要坚持每天打卡。一年我大概学习了 3
个课程，从零基础到精通口语。虽然坚持每天打卡，不过我一直认为自己学得不够好，因为在课程之
，我也没有怎么复习和练习。不过在 10 月份自考英语的时候，我感觉到了我这一年的打卡没有白费
阅读题做的很顺畅，基本上都看得懂。可惜完型填空和作文的分数比例太大了，而我准备也不够充分
所以还是差了两分合格。虽然有遗憾，但是挺开心的，毕竟坚持打卡，对我来说本来就很难，但是我
到了。</p>
<h3 id="java">java</h3>
<p>java 语言是我大学的课程，也算是我的专业语言，所以我一直都会 java 这门语言。但是我说的
习 java，并不单单是 java 这门语言，而是 java 后端的这个方向。毕竟我后端底子比较薄，需要尽快
一些知识补充起来。原本上半年，对这个目标我都快放弃了，结果下半年闲成狗，除了看书基本上找
到其他事情做了，也不知道是好是坏。</p>
<h3 id="书单">书单</h3>
<ol>
<li>《Java 语言程序设计与数据结构（基础篇）（原书第 11 版）》</li>
<li>《Java 语言程序设计与数据结构（进阶篇 原书第 11 版）》</li>
<li>《Java 核心技术卷 II：高级特性（原书第 10 版）》</li>
<li>《Java 核心技术 卷 I：基础知识（原书第 10 版）》</li>
<li>《深入理解 Java 虚拟机：JVM 高级特性与最佳实践（第 2 版）》</li>
<li>《自己动手写 Java 虚拟机》</li>
<li>《Java 并发编程之美》</li>
<li>《未来架构 从服务化到云原生(限量签名 随机发放)》</li>
<li>《HBase 实战》</li>
<li>《高性能 MySQL（第 3 版）》</li>
<li>《Java 工程师修炼之道》</li>
<li>《HBase 应用架构》</li>
<li>《Spring Cloud 微服务：入门、实战与进阶》</li>
<li>《Spring Cloud 微服务实战》</li>
<li>《企业 IT 架构转型之道 阿里巴巴中台战略思想与架构实战》</li>
<li>《Netty 实战》</li>
<li>《Redis 深度历险：核心原理与应用实践》</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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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
<h3 id="博客">博客</h3>
<p>从我上大学开始就开始在写博客，但是随着工作之后，就变成了突发性写博客了。一般是当我咸
的时候，我写博客的概率会大大增加。所以我完成目标的原因也是因为我下半年真的很闲。当我一开
在使用 hexo 和 markdown 时，对文章和图片的管理就有点让我很别扭。所以在我咸鱼状态时，就把
hexo-manager 给做了，原本希望实现博客文章可以同步到简书和微信公众号，但是还是没有完成。
过这个应用还是很方便我写博客，例如图片管理功能，就方便我上传图片到阿里云上，然后直接在博
中使用，方便我直接转发到简书和公众号。博文源码的同步和生成功能，对我来说也是刚需。</p>
<h3 id="fm987">fm987</h3>
<p>在 2019 年，我对自己最大的惊喜在于 fm987 这个项目吧。这个项目在我脑中已经出现过很多
了，在几年前也有用 hls 实现过，但是这次会更加完整。虽然还是 v1 版本，但是已经超出我的预期
，毕竟我也只是闲着没事随便做的。而黑客派的有些同学确实也挺喜欢我这个小 demo 的，所以也
使我完善了很多东西。按照计划来说，我现在应该把歌词和聊天室功能也完成了，但是我在纠结一个
西，所以我一直没做。因为现在 fm987 很多用户都是来自黑客派，我怕聊天室功能会和黑客派的聊
室产生冲突，而聊天室是 fm987 的必要的一个东西。</p>
<h2 id="总结和2020期待">总结和 2020 期待</h2>
<p>过去一年，工作虽然有点不顺，但是自己还是坚持自我提升。虽然感觉自己已经废了，但是内心
旧不想放弃自己。虽然已经身上已经有了枷锁，但是依旧向往远方。生活平淡，但是生活又会带给一
惊喜或者惊吓。</p>
<p>我对 2020 年没啥期待的，希望认识我的，我认识的都平平安安的。</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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