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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之道 南极绝境领导魅力
34"5年到"4"6年的南极探险之旅

中"在冰面上近两年的时间里"沙克尔
顿充分展现了一位领导者的魅力# 当
他的探险队遭遇到严重麻烦时" 他不
得不为团队重新设定目标# 初时"他们
的使命是南极探险"然而"很快他们的
使命变成了生存# 在当代"这种及时转
换目标的能力至关重要" 领导者常常
必须在半途改弦易辙" 抛弃最初的成
功标准"重新设立自己的目标和计划#

沙克尔顿可以作为一个领导者的
榜样"而如果以最初的目标来衡量"他
的远征是一次巨大的失败# 他的船$坚
毅%号"从未抵达南极洲& 而全体)7名
船员"也没有一个踏上南极大陆&

3435年7月"$坚毅% 号起航时"沙
克尔顿有一个大胆的' 可能创造历史
的目标! 他和他的团队将是第一支从
威德尔海岸出发"穿越南极"最终抵达
罗斯海的队伍#

但是"从一开始"探险队就遇到了
陌生的挑战# 3435年年底"探险队到达
南乔治亚岛的一个捕鲸站"那是到南极
圈前的最后一个南部停靠港#当地海员
力劝沙克尔顿推迟行程"因为"如果风
力和温度突变"异常厚的浮冰可能会困

住他们的船#

急于前行的沙克尔顿没有接受建
议"仍然指挥船员继续南进# 3438年3

月"南极大陆已经在(坚毅%号的视线
之内了& 可是"由于恶劣的大风天气和
急剧下降的气温" 正如南乔治亚海员
所警告的"浮冰困住了(坚毅%号&

最令沙克尔顿担心的" 不是浮冰
和寒冷"而是手下的无所事事'倦怠和
异议可能带来的潜在影响& 他要求每
个人都尽可能地继续做自己的日常工
作& 水手们擦洗甲板"科学家从冰层中
采集标本) 其他人则要在鲜肉量减少
的时候"去捕猎海豹和企鹅&

通过固定每天的日程和互动"沙克
尔顿控制住了船员们集体性的恐惧"当
行程没有按计划进行时"这种恐惧很可
能会甚嚣尘上"占领每个人的心& 他知
道"在这种环境下"没有可以依照的传
统标准"也没有外在的支持力量"他最
大的敌人是极大的焦虑和人心涣散"以
及缓慢燃烧的悲观情绪&

日复一日"月复一月"船依旧困在
冰里& 3438年6月"在南半球冬季的严
寒中"船体在冰的挤压下"日渐不堪重
负"3*月"水开始涌入(坚毅%号& 沙克

尔顿命令船员放弃下沉的(坚毅%号"

在附近的浮冰上扎营& 第二天一早"他
宣布了新的目标!(船和储备都没了"

所以"现在我们要回家了& %

一天后"在他的私人日记里"他对
于面前的挑战更为坦诚& (当旧的标准
沉没之时" 一个人必须立刻按照新的
标准来塑造自己& %他写道"(我向上帝
祈祷"我能够将团队带回文明之地& %

(坚毅%号沉没后"只给冰面上搁
浅的队员们留下了三艘小救生艇'几
个帐篷和少量物资& 沙克尔顿意识到"

他必须把新的生存使命融入到自己身
上***不仅用他的语言和行动" 还要
用他的活力和风度表现出来& 作为一
个领导者"对于任务'对你自己和自身
的能力"都要有不可动摇的信念& 这其
中最困难的部分" 不在于给团队注入
想法和动力"而在于激励自己& 面对巨
大的障碍" 沙克尔顿找到了有效的方
法&

当有几名队员对他的计划表示怀
疑时"他迅速采取行动"在包容他们的
同时"努力争取他们"并对他们保持密
切关注& 他把几个可能制造麻烦的队
员分配到自己的冰上帐篷里" 正如那

句老话所说的!(亲近你的朋友" 但更
要亲近你的敌人& %

3436年5月"浮冰开始碎裂"沙克尔
顿命令队员登上救生艇" 希望能沿着南
极半岛的边沿到达陆地& 在惊涛骇浪中
漂流一个星期之后" 他们到了荒无人烟
的象岛& 他们晕船'脱水"已经筋疲力尽&

但是" 一位科学家在日记中写道"(看着
黑色的岩石和拾起岛上的碎石%"他们感
受到(孩童般的喜悦%"(因为自3435年3)

月8日以来"我们就没踏上过土地%&

几乎在同时" 沙克尔顿已开始规
划他的下一步行动&和另外五名队员一
起"他成功地带领一艘))英尺的救生艇

抵达南乔治亚岛& 在那里"他们一小队
人到达一个捕鲸站"获得了帮助& 吃了
一顿饭"洗了个澡"换了一身衣服之后"

沙克尔顿说!(我们不再是野蛮人"终于
回归成为文明人了& %

接着" 他开始寻找一艘能够挽救
其余队员的船& 随后的几个月内"他试
了三种不同的船" 但没有一艘能穿过
象岛周围的积冰& 最后"3436年7月(*

日" 沙克尔顿坐上智利的蒸汽机拖船
(耶尔乔%号"终于开进象岛"救出其余
的))人& (我做到了"% 在给妻子的信
中"他写道"(我们从地狱里走出来了"

一个也不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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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暖人间

在冬天进风'夏天漏雨的破房子
里住了整整三年"还是没能兑现当初
在结婚时对妻子许下的要买一台大
彩电的诺言&

妻子仍然在给别人打零工"而
他"仍然还是蹬着三轮车在城市里卖
啤酒" 没日没夜& 虽然美丽的希望
还在"但按照月渐稀少的那点结余来
看"日子似乎比以前更清苦了&

听到同行们谈论开封四胞胎的
消息时" 他刚送完一车啤酒回来"大
汗淋漓& 事情很简单"开封的一对农
民夫妻喜获四胞胎" 但家庭拮据"无
力抚养"满面愁容& 在报纸上看到这
则消息后"一连几天他都吃不下饭&

经过一夜深思熟虑"第二天清早"

他主动去报社求助撰写这个报道的记
者" 希望报社能够刊登他亲笔写下的
倡议书"并支持他的提议& 他想另外
找33个人"组建一个爱心联盟"每人每
年捐献5**块钱& 这样"开封四胞胎就

有了每月5**块钱的最低生活保障&

爱心联盟的提议很快得到社会的响
应& 3)个人"不同的背景"干着不同的
工作"却在这一刻"有着同样的希望&

)**(年"一场殃及全国的(非典%

让这个备受关注的爱心联盟忽然中
断& 公共场合忽然冷清" 人人都戴
着白色的口罩"终日惶恐& 夜宵摊'

迪厅'酒吧'9:;等这类啤酒消费大户
也一度因为生意无人问津"而不得不
把先前所签的全部订单悉数退回&

生活顷刻陷入窘境& 闲着只能给
贫困的家庭增加负担"他想了想"还是
决定出去看看"继续推销啤酒&大风骤
雨"他还在蹬着三轮车一路奔波&但凡
有店铺"他都会下去敲门问问"老板"

要不要啤酒<我可以帮你打折& 八折+

八折+ 七折+ 七折好不, 连续奔波数
日"一箱啤酒也没能卖出去&

时间总会过去&(非典%的浪潮刚刚
停歇"他就迫不及待地出门拼命了***

拼命抬酒"拼命蹬车"拼命赚钱&

拿到第一笔工资后"他首先想到
的就是开封的四个孩子&当初许下的
每人每月捐献5**块钱的承诺" 距今
已间断了整整五个月& 他拿着刚领
的工资跑到银行柜台"微笑着问正在
填单的出纳员!(小姐你好"如果一个
人欠银行5**块钱的话" 那么五个月
后算上利息应该还多少, %出纳员疑
惑不解&他又把刚才的问题重复了一
遍& 几秒钟后"出纳员把手里的计算
器递给他看!(先生" 五个月后应还
5(7块5毛& %就这样"他把5(7块5毛
人民币汇给了开封的四胞胎& 他说"

这是承诺的利息&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他叫罗嵩
山"34=(年生于河南禹州" 一位普通
的送酒工人&他用5(7块5毛的真实行
动向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证明了"再
卑微的承诺"都会有守护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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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英格兰东北的纽卡斯尔市
地处北纬8(度"这个毗邻苏格兰的老
工业城市几乎是没有夏天的"甚至七
八月份还要开暖气"但纽卡斯尔的人
们却是分外热情"一年到头有的是派
对和节日"无怪乎这里被称作(世界
八大娱乐城之一%呢&

虽然纽卡斯尔的夏天冷得像初
冬"不过各种文化节还是如火如荼地
进行着"刚刚落幕的拉丁文化节就是
其中一个&纽卡斯尔人喜爱热情奔放
的拉丁文化"大概也是因为他们的城
市实在是太阴冷了+

如果你以为英国人只爱喝酒和
看球"那真是大错特错& 小酒馆里面
的演出最能体现英国人的浪漫情调"

而且这浪漫通常是免费的&拉丁风格
的音乐就更浪漫了&大约我对拉丁文
化有一种痴迷"感觉它最好地诠释了
>12.-?,0这个词"又热烈"又神秘"又
欢快"又忧愁& 曾经有一位外教说西
班牙男人当情人最好"的确"这种魅
力于我而言是致命的&

那晚的演出在我家附近的酒馆"

乐队是刚刚组建的"成员分别来自纽
卡斯尔'古巴'西班牙和秘鲁"像个小
联合国& 古巴的主唱一开口"我就被
她的声音迷住了& 那歌曲略有些伤
感"直勾起一阵天涯羁旅之愁"美好
得让人想哭&围在四周的观众有的在
低声谈笑"但大多数都屏息凝神地听
着"凳子和沙发都坐满了"剩下的人
有的站着"有的坐在地毯上& 酒吧里
面的一群来自世界各地的人都在这
动人的音乐中沉醉着&

演出33点多结束了"意犹未尽的
我和几位音乐人交谈"得知来自秘鲁
的鼓手还在读研"女友专程从曼彻斯
特来看他演出) 男女主唱是夫妻"男
人是纽卡斯尔的"女人来自古巴& 男
主唱在自己喜欢的专业读博"研究音
乐"娶了这位同样有美丽歌喉的古巴
女人& 能和心爱的人一起演出"这真
是太幸福了"让我由衷羡慕&

第二天是拉丁文化节的闭幕式"

在泰恩茅斯-@$-A21B?%.C 这个地名
的意思是$泰恩河入海处%&

来到海滩已经是晚上4点半& =月
的纽卡斯尔大约3*点多才天黑"因此
我们正赶上日落的时候&沙滩的夏夜
真的太美了"我把鞋子脱了在细白的
沙子上走"很滑很凉&

海滩上有好多人" 有的围坐一
圈"有的在沙地上跳舞"到处都是笑
声& 酒吧里的拉丁音乐响着"里面有
好多人在跳萨尔萨舞" 满满的风情"

大家脸上都洋溢着笑容& 黑的白的"

老的少的"胖的瘦的"美的丑的"全都
那么自信地旋转着& 这才是生活么+

生活就应该这样笑起来"动起来的&

我的英国朋友9A,?%也来了"他是
个萨尔萨舞高手"跟我开玩笑说这种
活动不能带男女朋友来"因为交换舞
伴交换得太惹火& 的确"拉美的舞蹈
是非常性感的"经常跳一跳"人肯定
就不会压抑了&9A,?%对我说!$你的朋
友怎么走那么早"为什么中国的年轻
人就不喜欢出来玩呢,最近倒是收到
好多中国学生的邮件"都是好久不联
系的人要我给他们改论文的"我都没
回& %我笑笑说"你应该收他们每千
字)*镑& 9A,?%说!$哈哈"明天就去印
一打名片"给每个刚来的中国人发一
张"看谁拿着地图看就递过去一张& %

说着就做了个拿着地图盯着看的姿
势"把我笑了半晌&在英国住得越久"

笑点就越低"对英国人略带讽刺的幽
默感也愈发感同身受& 他们嘲笑别
人"也嘲笑自己"他们无时无刻不在
讽刺与幽默&大约白天的英国人太过
严谨有礼-幽默也大多是冷幽默."才
需要许多的夜晚来纵情欢乐&

闭幕派对也是33点结束"最后大
家一起跳萨尔萨舞"欢快的音乐和激
情的鼓点把整晚的气氛推向了高潮&

此时海滩上的太阳终于落了下去"但
天边还有一道暗红的霞光"仿佛专为
游人照亮回家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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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让老侯告诉你吧"只要你有
心向学" 什么地方都可以叫大学"比
如"一家旧书店"一本书"一个码头&

我从美国人埃里克/霍弗的经历
中"得出这个结论&对于霍弗"我敬佩
有加&他创造了一个奇迹&什么奇迹,

他为自己制造了一顶新帽子***码
头工人哲学家& 这帽子"只有他一个
人戴"才合适& 其他人"戴不起&

这人跟老侯一样" 也是苦出身&

双亲是从德国移民美国的犹太人"父
亲是木匠&七岁时"霍弗的眼睛"莫名
其妙地瞎了" 因此没有受过正规教
育& 十五岁时"他的眼睛又莫名其妙
地好了& 他害怕自己再瞎"开始疯狂
阅读&而且"这种阅读的狂热"伴随了

他此后的人生&

一家旧书店"成了霍弗的天堂&里
边的书"他几乎都读过&店主对植物学
感兴趣"这方面的书籍比较多"他的植
物学知识也随之丰富起来&好了"这是
他的第一所大学"算是读本科吧&

霍弗学会写作 " 得益于一本
书***蒙田的0随笔集1&那是他在农
场打零工的时候读到的& 那个喜欢"

喜欢死了& 反复读"读到可以随时随
地"遇到什么问题"就引用蒙田的话
来解答"张口就来&以至于后来"工友
一遇到问题"就跑来问他!(蒙田对此
怎么看, %霍弗的写作风格"跟蒙田有
相似的一面&就是说"通过读蒙田"他
才学会写作& 这是他的第二所大学"

算是读硕士吧&

霍弗的第三所大学"是码头& 码
头工人的生活" 让他感觉很自在"同
时"也能诱发他对人生的思考& 他的
灵感和观念" 都在工作当中酝酿形
成& 他习惯于跟不同的人做搭档& 他
说!(我从未要求一个人必须有多种
长处"只要有一种长处就行& %有时"

一个差劲的搭档" 也能打开他的思
路& 就是那个做不好自己的事"却喜
欢帮别人做事的人"让他想到!(你做
不好分内的事"别人会耻笑你)你帮
助别人"便没人耻笑你& %这所大学"

就算是读博士吧&

好了"读到博士了"该有点学术

成果了吧&果然有"他的(博士论文%"

也就是他的第一本书***0狂热分
子!群众运动圣经1"引起很大轰动"

短期内发行五十多万册"被翻译成十
多种语言"成为多所大学政治系的必
读书&此后"他又陆续写下了0我们时
代的脾性10变迁的磨难1 等十多本
书"多次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连里
根总统都亲自给他颁发过奖章&

我读过霍弗的0狂热分子!群众运
动圣经1&就这一本&其他的"国内没有
译本"很遗憾& 不过就这一本"也让我
受益匪浅"让我对历史上的狂热分子"

对历史上的种种群众运动" 有了深刻
的认识& 那么多史学家没有解释清楚
的事情"他给解释清楚了"多厉害& 而
且让我知道" 以后如果我遇到狂热分
子"遇到群众运动"我该怎么办& 这很
重要& 这样说来"霍弗的这本书"也是
一所大学"我是里边的进修生&

多年前"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说
过一句话!(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
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这话真响
亮"几十年后"还震得我耳膜生疼&这
话有没有道理, 有& 不过我还是想唆
一句"如果无心向学"有大师又怎样,

现在的大学"哪所没有大楼, 哪所没
有(大师%, 可对有些人来说"那恰恰
不是大学&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让你心动的
地方"就叫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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