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贝律铭写给年轻设计师的十点忠告 

[1]好好规划自己的路，不要跟着感觉走！ 

[2]可以做设计，切不可沉湎于设计 

[3]不要去做设计高手，只去做综合素质高手！ 

[4]多交社会三教九流的朋友！ 

[5]知识涉猎不一定专，但一定要广！ 

[6]抓住时机向工程管理或行政方面的转变！ 

[7]逐渐克服自己的心里弱点和性格缺陷！ 

[8]工作的同时要为以后做准备！ 

[9]要学会善于推销自己！ 

[10]该出手时便出手！ 

我的个人网站: http://www.leechunguang.com 。 

设计之路-给排水消防 QQ 群：186983222。 

希望能与相同志向的同行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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