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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以回报的爱
———读 《卓有成效的管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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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一个卓有成效的人
前些日子， 我把母亲接来住

了一周。 送她回家时， 我看到头
发花白的父亲孤单地坐在家门口
的长凳上， 默默地翻弄着手机。
心里很不是滋味， 有一种痛在心
里翻腾。

俗话说人生有三苦， 撑船、
打鱼、 卖豆腐。 父亲年轻时不但
卖豆腐， 还做豆腐。 松软雪白的
豆腐凝聚着父亲的汗水和智慧。
豆腐制作过程中最难把控的是
“点豆腐”。 这个过程石膏的使用
量要恰到好处。 稍微不留神多放
一丁点儿， 一锅豆浆瞬间就会变
成豆花。 当年父亲凭“点豆腐”的
本事在村上小有名气，经常有人
向他请教“点豆腐”的技巧，厚道
朴实的父亲都会手把手教他们。

那时父亲每天起早贪黑骑自
行车跑二十多里到邻县卖豆腐，
风里来雨里去吃了不少苦， 也落
下了耳朵容易冻坏脱皮的毛病。
五六岁时我就可以踩着凳子帮父
母包豆腐了， 父亲生怕烫着我，
总是不时提醒我两只手要用力抓
紧。 可对我来说， 这不是一件苦
差事， 因为我喜欢在热气腾腾的
水雾里看父亲 ， 他总是乐呵呵
的， 不知疲惫。

儿时， 记忆最深的是父亲不
忙的时候骑自行车带我出去。 我
坐在父亲身后， 两只小手抓住他
的棉衣， 他一边唱歌一边逗我开
心。 忽快忽慢的自行车像喝醉了
一样摇摇摆摆惹得我哈哈大笑。
父亲怕我冷， 让我把手伸进他的
棉衣里， 我很调皮， 索性把头也
钻进去。 父亲扭着身子大喊 “好

凉呀， 好凉呀！” 我笑着歪倒在
他的棉衣里。 儿时的我温暖了父
亲的冬季， 父亲的爱滋养了我的
一生。

而年少时， 我却曾经伤过父
亲的心。

高一那年， 母亲得了一场大
病。 那时家里开了加工厂， 主要
制作矽钢片 ， 尽管有这一笔收
入， 当时家里的经济条件还是很
窘迫。 母亲治病期间为了省钱只
得借宿在亲戚家。 有一天， 我放
学后看到父亲还在整理矽钢片。
因为两个多月没见母亲， 我内心
积累的怨气忽然爆发了。

我神经质地冲他大喊：“就会
整这些没用的东西， 咱家能不能

做点别的！ ”父亲继续做事，没有
回应我的无理取闹。 气急败坏的
我一脚把他辛辛苦苦整理好的矽
钢片踢倒散落了一地。 父亲猛地
起身扬起了手， 但手却停在了半
空，他咬着牙狠狠哀叹了一声。这
是父亲唯一一次“试图”打我。

这时， 我看到了父亲疲惫不
堪的双眼涌满了泪水。 我的心被
戳疼了， 于是紧紧地拥抱着父亲
大哭。 父亲难道不心疼母亲吗？
成年后的我每次回想起当时这一
幕， 就十分懊悔， 我那么爱我的
父亲， 怎么能轻视他？ 又怎么能
伤他的心？

人生就是这样戏剧化， 当我
懂得珍惜了， 却发现仓促间， 我
已经步入了中年。 小时候我不懂
得如何爱父母， 只是本能地索求
父母的关爱。 长大了， 我懂得了
父母的不容易， 也明白了父亲当
年的有苦难言 。 我想回报父母
时， 却恍然发现父母对我别无所
求， 他们只盼我能过得好！

父亲常对我说： “你把自己
的小家照顾好， 咱家的事情不用
你操心 ， 我们还能照顾自己 。”
我明白他是心疼我太辛苦， 不想
给我添麻烦， 也害怕自己变老会
成为我的负担。 可是父亲， 您知
道吗？ 余生有您就是我的幸福。
我小时候， 是您在呵护我成长。
当您老了， 我就是您的大树， 愿
意张开自己的树冠庇荫您和母亲
健康长寿。 对我而言， 只要能与
您相依相守， 余生每一天， 就都
是幸福和快乐。

管理者的工作必须要卓有
成效， 但要做到卓有成效， 仅
靠天资聪颖、 工作努力或知识
渊博是不够的。 德鲁克先生在
《卓有成效的管理者》 中强调 ，
管理者还需要不断的坚持学习
和实践， 需要行动力， 不过这
种行动力并不是与生俱来的 ，
而是可以通过后天的训练来养
成的习惯。

卓有成效的管理者行为分
别有： 首先， 掌握自己的时间，
就是要学会在一个整块而非零
星的时间内独立思考、 深度思
考， 才能把事情做好， 否则就
是浪费时间 ， 还得从头开始 。
其次， 多做贡献， 有效的管理
者， 常自问： “对我服务的机
构， 在绩效和成果上， 我能有
什么贡献？” 重视贡献是管理有
效的关键 。 再次 ， 发挥优势 ，
有效的管理者都知道， 充分发
挥他人的长处， 是组织能够高
效运转的重要保障。 最后， 要
做到要事优先， 卓越的管理者
的秘诀就在于善于集中精力 ，
集中个人所有的才能于一件要
务上。

通过阅读本书， 作为一名
人力资源从业者， 我们应该常
常自问： 我要为公司， 为业务
团队创造什么价值？

聚焦价值创造只是第一步，
那么第二步就是优先安排有价
值、 有贡献的工作。 这里， 要
先判断出哪些工作是重要的 ，
然后再将它优先完成。 判断工
作重要性程度的标准就是看这
件事情最终贡献的成果对企业
的价值， 如果对企业有重大的
直接价值 ， 则视为重要事项 ，
并应该优先安排。

要成为一名卓越的人力资
源管理师， 必须懂得聚焦贡献，
如果懂得要事优先、 懂得掌控
时间的话， 那么我们的工作将
变得更加有意义。

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已经成
为了社会的一项重要资源， 而
管理者能否卓有成效已经成为
衡量其个人成功的标志。 德鲁
克先生用精彩的文字为大家开
启了一盏指向个人成功的灯塔，
让我们立即实践， 将知识转化
为成果， 在卓有成效的探索中
实现个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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