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 1言 

成为新型领导者 

——从哪里开始 
 

 

 

能存活下来的物种不是最强的，也不是最聪明的，

而是最能应对变化的。 

——查尔斯·达尔文 

 

 

 

 

你希望成为一名新型领导者吗？这类领导者能激发下属寻找应对 21 世纪

挑战的创新的、独特的方法。你希望获得新的领导本领，来构建共同价值观、

彼此的关系和目标吗？如果告诉你你所拥有的领导力理论、行动方法哪些有用、

哪些没用及原因，你愿意听吗？ 

我相信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是”！我们将一起探讨做一名新型领导者意味

着什么——在家里、在工作中、在社交中。 



新型领导者的出现    

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写了《引爆点》一书，书中认为，“创意、产品、消

息和行为都会像病毒一样进行传播”。事实上，有一个达到关键量的点，这就是

引爆点。在领导力王国中，我们现在刚好处于那个点上。领导力不再和层级有

关，它存在于整个组织中，它被传播和共享，尤其是在基于团队的组织中。在

第 7 章中，读者将会读到来自施乐公司的两位非常有趣的女性成功故事，她们

是主席安妮·马尔卡希和首席执行官乌苏拉·伯恩斯。她们做出了清醒的、有

目的的决策：以优秀的个人领导能力为基础，在组织中共担领导的责任。 

SRI 国际的首席执行官、主席柯蒂斯·卡尔森博士也支持格拉德威尔的引

爆点理论，他写道：“关于对领导力的理解，我们已经从英雄式的、权利和力量

主导的领导力过渡到了交互式领导力，以及由支持而主导的领导力。”最近，谷

歌采用交互式的领导方式，解决了一些最迫切的全球性问题。它在全世界范围

内发出请求，征集关于如何改变世界或者帮助他人问题的想法。它收到了 15

万份回复，Google 将从中选出前 150 个创意并给予现金奖励。 

在 21 世纪的领导力新模式中，领导力专家沃伦·本尼斯提出了所谓的

“严酷的考验”，即人们在学习、成长、领导的过程中，必须经历变革事件或者

考验并且从中能有所收获。年轻领导者面临的问题是，严酷的考验非常少有，

而且不能进行人工复制。如果你是一名年轻领导者，或者是一名有抱负的领导

者，不要惧怕“严酷的考验”。你经历的那些事件，如个人的病痛、其他非常难

的事情，确实是能改变你的生活的。在努力应对这些事件的过程中，你就获得

了优势。以后，当检验自己的行动或者反应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已经拥有了

有价值的工具，可以用它们构建自己的领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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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包含了很多关于“严酷的考验”的故事和案例，它们能帮助你评估自

己的生活和领导力。最重要的是它们能帮助你检验自己在个人生活、职业生涯

中的毅力及你的核心价值。 

在第 1 章中，你将读到一位女性的“快速”领导风格如何帮助她应对“严

酷的考验”事件，以及事情的最终结果。在第 2 章中，你将会读到两个“严峻

的考验”事件（一个是关于个人生活的，另一个是职业生涯中的），这两个事件

帮助两位男士形成了他们的领导风格，以及一个跨国公司。 

更好地塑造自己 

在学校里学习，在生活中受教育。 

——马克·吐温 

要想成为一名高效的新型领导者，接受这样的教育永远都不会显得太早或

者太晚。美国最高法院著名法官霍姆斯在 92 岁的时候生病住进了医院，他的朋

友罗斯福总统来看望他。当罗斯福总统走进屋子的时候，发现霍姆斯法官正在

读一本希腊文的识字书，总统问道：“你在做什么？法官先生。”霍姆斯回答说：

“读书啊。”总统说：“是的，我知道你在读书，但是为什么是希腊识字书呢？”

霍姆斯回答说：“为什么呢，总统先生，因为我要改善我的大脑啊。” 

不论你的经历如何，如果具备了最重要的 8 项素质，你将能更好地完成作

为领导者的工作。 

作为一名新领导者，你应该拥有一组清晰的路标，按照路标的指示不断让

自己取得进步。 

如果你是一名主管或者中层管理者，你应该更擅长认清自己的优点和缺点。 



如果你是一名高层管理者或者执行官，你最好有敏锐的洞察力，来重新评

估将自己送上这个位子的领导力素质是什么。 

是做出改变的时候了    

美国是建立在希望、目标，以及追求更好的时代、更好的做事方式的坚定

信念基础之上的。我们急切需要充满创造力的领导者，他们将为我们展示新的

方法。美国经历了总统选举方式的转变。种族、年龄、性别的障碍都被铲除了。

现在的实际情况是，领导力的发展经历了一个飞跃，组织中每个人都在负责任

方面有了很大的发展。 

这种变革的风气已经遍及全球。社会各个阶层都需要勇敢的新型领导者来

解决那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现在，我们需要

重新对那些经过实践检验的领导力理论进行筛

选，并使之发展。通过使用一系列新的主题词、

方法和行动来将过去的领导力素质加以整合，我

们开始将商务中、政府中及其他机构中的领导力

融入日常生活中。 

《变革管理的战略》（Strategies for Managing Changes）一书的作者威廉·代

尔这样写道：“变革这个问题对于任何一位组织的负责人来说都是最重要的事

情，无论这个组织是家庭、公司、学校、教堂、代理机构、俱乐部，还是社会

团体。”在一个变化如此迅速的世界里，所有国家都在寻找能够掌控变化的领

导者，因为他们能够应对风险，在思想上和感情上都能接受新想法并找到新的

解决办法。 

“让旧的随风而去吧。” 

通常，当你希望抛弃旧想

法、概念和态度时，就会接受

变化，于是，新的领导梦想和

行动就有了产生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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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的领导力拼图游戏    

我们都玩过拼图游戏，当我们把这些小块拼成一幅画的时候，感到很兴奋。

在拼图时，你会先观察盒子外部的图案，于是就有了一个总体的方向，以及完

成后的样子。但是在领导力拼图游戏中，就没有盒子和图案了，需要一边做一

边摸索。 

 

图 Y-1  领导力拼图 

本书所讲的 8 项素质中的每一项都是新型领导力拼图游戏中的一块（见图

Y-1）。每一块的价值在于它能帮助你形成个人领导优势，以及增强服务他人的

能力。你会很高兴地发现，你已经具备了这 8 项领导素质中的很多项，在这个

拼图之外的“可能性”这一块是最让人兴奋的，它的含义是你发展的方向，你

在这 8 项素质的哪一块上能够更突出，从而成为新型领导者。因为领导力是永

远没有尽头的、是发展和变化着的循环，因此未来充满各种可能性。“可能性”

就是你要保持活跃、一致的和重要的方面。当你学习领导力的每一块拼图时，

胜任力 

责 
    任 

         价 
     值 

观 掌控力 

谦逊 

        开 
    放 

性 

沟 
 通 

洞 
察 

   力  

可能性



要考虑自己的个人情况，想想你具有什么样的潜质来重点开发。 

因此，在发展自己的领导技能时，8 项素质的哪一项最重要（见图 Y-2）？

怎样识别真正的领导力？这都是很重要的问题。 

胜任力                                     价值观 

                  

责任                                      洞察力 

                  

开放性                                     掌控力 

                    

沟通                                          谦逊 

                      

图 Y-2  领导力拼图的几个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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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你是社区领导者、企业领导者、联合会的领导者、学校校长、志愿者，

还是教会的领导者，这个领导力拼图都适用，这些都是成为新型领导者需要具

备的最重要的素质。 

领导力拼图给出了可靠的开发领导能力的基础。首先，在自己身上发展这

些技能。然后，扩展到家庭中、工作中、社区中，在这一过程中，你拥有了在

新世纪让人们更团结的激情，你拥有了更卓越的领导力技能。拥有了这 8 项素

质，你将会更加睿智，你将成为人们需要的真正的领导者。 

基于能力的愿景 

你可能会问：“具备愿景仍然是领导者吸引并留住追随者的一项重要的素质

吗？作为一位重要的领导者，具备愿景仍然重要吗？”答案是肯定的。目标和

愿景是你的内在驱动力，所不同的是实现愿景所需要的深度自我分析和自我准

备，以及处理结果的方式。本书的领导力拼图将在这方面给予你帮助。 

比如，第 1 章中的拼图模块“胜任力”，包含了 4 个关键的部分：智商、情

商、战略和直觉，这些使你的愿景更强大，如图 Y-3 所示。 

 

图 Y-3  胜任力拼图组成 

胜任力的 4 个组成部分是实现愿景的主要因素，最近几年，我们发现，即

使有了好的意愿和愿景，但缺少专业的技能和方法，则没有任何意义。缺少了

战略

智商 情商

直觉



胜任力的愿景将变成灾难。反之，有了强大胜任力支持的愿景，你将创造一个

神话。 

在剩下的 7 章中，拼图的其他模块和胜任力模块相似，每个分成几个组成

部分，来帮助你更深入了解该项素质及其核心价值。每一项素质都提出了

关键的问题，这能给你更好地指明方向，使你成为高效领导者的旅途更有

意义。 

以下是构建胜任力—愿景时的几个问题。 

 需要具备哪些新的技能和态度以使愿景实现？ 

 可以识别出愿景的哪些部分激励了追随者吗？ 

 怎样利用这些发现指导学习过程，评判成功和失败？ 

 当识别出愿景的关键部分时，需要考虑产生的意料之外的结果吗？  

新的开始孕育着希望    

善待无畏的开始。 

——罗马哲学家维吉尔（Virgil） 

当我在世界各国及美国国内做关于领导力的演讲、培训时，我发现了人们

眼睛里的忧虑，听到了他们话语里对未来充满乐观的期待。他们期待着有能力、

诚实、具备沟通技巧的领导者出现，来领导他们走出当前的困境。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勇敢无畏、强大，我们勇于面对挑战和风险，今

后我们仍然可以。 

随着你不断审视自己对重要领导力素质的使

用情况，你将成为一个更强大的领导者，一个新

型领导者的榜样。 

不断改正弱点，使自己更

强大。 

——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

（Ralph Waldo Em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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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问题的年代 

一个好的问题比 1 000 个答案更具有引爆性。 

——匿名者 

有史以来，我们就面对着各种各样复杂的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通过认

真思考才得到答案的那些问题是寻找新的解决方案非常重要的基础。拥有了所

有的答案远比不上知道怎样提问重要。问题和答案对你在领导力方面的努力和

努力的结果都是无价的指导。 

聪明的提问为我们开启了一扇门，并且为尚

未解决的问题提供了线索。这些问题将告诉你如

何成为一名更好的聪明的领导者，将你从固有的

想法及过时的方法中解脱出来。 

一位 4 岁的男孩不断提问，令父母发疯。但是如果你能从小孩子身上得到

一些启示并且将他的这种求知欲应用到对领导力的探索中，作为一名新型领导

者，你将会得到极大的提高。 

利用我们在学校里学的 5W——who（谁）、what（什么）、when（何时）、

where（何地）、why（为什么），再加上“怎样（how）”。在 6 个问题中，“为什

么”是最有力度的。很多组织和个人都完全偏离了方向，就是因为他们首先问

的问题是怎样去做，而不是为什么应该做这件事。 

真正成功的领导者有勇气停下来问问“为什么”，他们知道首先应该问问“为

什么”，因为这是做事情的基础。 

他们明白： 

为什么胜任力（包含知识、情感、战略和直觉）是有效领导者首先应该具

知道如何去做的人常常

能够找到自己在生活中的位

置。知道为什么的人常常会成

为领导者。 



备的素质，它促进了强有力的愿景和目标的产生。 

为什么对自己的行动及自己职责内发生的事情负责任是让别人觉得可靠和

可信赖的关键。 

为什么开放性（直接和真实），是形成正直领导者的最好方式。 

为什么沟通会毁掉一个人或一个组织，也可以在任何人之间及群体之间构

建钢铁般的桥。 

为什么价值观将我们联系在一起，拥有共同的目标和理想。 

为什么洞察力帮助人们在重大变化面前保持生活、商业中的平衡，是帮助

领导者走向未来的一项重要领导技能。 

为什么掌控力，这种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内在的限制关系，必须受到保

护，不受人类本能的侵犯。 

为什么谦逊能够帮助建立信赖，傲慢会毁掉信赖。 

多问问为什么，是你能为组织做出的重大贡献之一。 

新型领导者金字塔 

我们刚刚开始，我们刚刚开始看到未来的样子…… 

——数学家、美国第一位女性海军上将格雷斯·玛瑞·胡珀（Grace Murray Hooper） 

很多领导者都已经是合格的新型领导者了，他们在很多机构中担任领导

者的角色，包括在各商业部门，在地方、州和联邦政府，在企业中或国家的

某些部门。他们安静的、不被注意的工作方式，使他们没有受到应该得到的

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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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ESFORCE.COM 

马克·本尼奥夫在谈到在他的公司里有 85%的员工现在都对慈善活动很

积极时，他骄傲地笑了。他说：“公司的员工不仅是为了赚钱，他们希望让世

界变得更美好。” 

1977 年，在 Oracle 公司担任主管的本尼奥夫善于深入地问问题，认真思

考并得到答案，这是他具备的一项领导素质。他发起了公司的第一次慈善活

动，他认为这个活动应该有更大的影响。他开始询问，过去都做了些什么，

公司现在正在做些什么，将来哪些可以做得更好。 

他找到了答案，并开始开发他称为“完整的慈善事业”的个人哲学。他

说，为了使之效果最好，公司必须将慈善事业从一开始就纳入其中，植入组

织的“DNA”。 

1999 年离开 Oracle 后，他创办了现在这个公司，并将自己的理念付诸行

动。他承诺将公司 1%的股份、1%的利润、1%的成员工作时间用于社会活动，

他称之为 1-1-1 模式。 

本尼奥夫说，创办公司是他生活中最令人兴奋、收获最多的经历，这都

始于他开始问自己：我们怎样才能做得更好？ 

他是一位新型的领导者，因为他重视询问问题并寻找答案，来找到勇敢

的、长期的解决方案，帮助企业和社团获得成功。 

有一些人是正在培养中的未来的新型领导者。他们中有些是年轻的理想主

义者，刚刚进入大学或者走上工作岗位。 

年长一些的新型领导者，如果他们还没有迸发出激情，在不久的将来一定

会的。他们就会像神话中的凤凰一样，在获得了关于领导力的非常宝贵的知识

和智慧之后，将从失败中走出来。 

谁将会成为 21 世纪的新型领导者？谁将会引领世界走向更好的未来？谁

将会成为新的文化的监管者？ 



我们尚不知道。倡导复兴的人是少数，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们正在出现。 

很幸运，总会有那么少数的一些人，他们拥有天生的领导才华，能够很好

地领导我们解决问题、做出变革，使世界更好。这些人可以分为 4 类，如图 Y-4

所示。 

 

图 Y-4  新型领导者金字塔 

启发者 

启发者是人类取得最伟大进步的标志。他们对事情缘由的解释、对某项活

动，或者对社会上存在的错误的纠正所做出的贡献，常常就是他们最大的强项、

愿景或者目标。他们的个人力量使他们具备这样的优势：克服困难，而在困难

面前，大部分人常常被摧毁。这就是为什么这一类人处于其他三类人的上面。 

在 20 世纪，马丁·路德·金、摩西·达扬、果尔达·梅厄、纳尔逊·曼德

拉、圣雄甘地及德蕾莎修女都表现出了领导力可以“移山”的特质。 

创造者 

创造者在激发新事物方面是天才。他们创造了新的产业和组织、文化、理

论、生活方式，以及思考方式。他们能够看到别人看不到的机会，是变革的倡

导者。在别人等待更好、更安全时机的时候，他们已经采取行动了。 

科技、医学和航空学方面的创造者富有远见，能够想象出其他人想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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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爱因斯坦、哈勃和爱迪生推动科技向前发展，使已经为人们所接受的科

技向更广阔的方向发展。登顿·库利医生和麦可·德贝基医生成功进行了第一

例心脏移植手术，永远改变了心脏病疗法。莱特兄弟、阿米莉亚·埃尔哈特和

查尔斯·林白使世界变得更小了，并使第一批飞行家得以诞生，使我们对美丽、

脆弱的地球有了更好的认识。 

作家们通过文学作品帮助我们拓宽思路，挑战旧有的观念，这些作家包括

菲利普·罗斯、托妮·莫里森、马娅·安热卢、罗琳、汤姆·彼得斯、彼得·德

鲁克、斯蒂芬·安布罗斯及著名的历史学家妇杜兰特和威尔夫妇。 

20 世纪的古典音乐界涌现出了伟大的歌剧家，如帕瓦罗蒂、卡列拉斯、多

明戈、卡拉斯和贝佛莉·席尔丝。交际舞天才弗雷德·阿斯泰尔和琴吉·罗杰

斯、琴吉·罗杰斯和凯伦葛妮、帕特里克·斯威兹和詹尼弗·格里将我们吸引

在荧屏前。鲍勃·福西的创新风格震惊了人们，打开了创造之门，今天仍然在

不断发展中。俄罗斯芭蕾舞天才鲁道夫·努里耶夫和巴瑞什尼可夫以他们的创

新和能力使我们着迷。乔治·格什温、科尔·波特、史蒂芬·桑海、安德鲁·洛

伊·韦伯、伦纳德·伯恩斯坦、披头士乐队、猫王、路易斯·阿姆斯特朗、芭

芭拉·史翠珊，以及艾拉·费兹洁拉使 20 世纪成为名副其实的音乐创造力泉涌

时期。 

精神和宗教的领导者包括教皇保罗二世、葛培理、里克·沃伦、迪帕克·乔

布拉。 

商业领域创造者的典型包括亨利·福特、小约翰·洛克菲勒、史蒂夫·沃

兹尼克、梅格·惠特曼、比尔·盖茨、安德鲁·卡耐基，这里我仅列举了其中

很小的一部分，他们使美国成为经济大国。 

建立者 

建立者是执行官或者 CEO，在启发者和创造者的支持下完成工作，领导组



织走向成功。他们为旧有的事物增加新的内容。20 世纪后叶涌现出的卓越的商

业领袖，包括杰克·韦尔奇、安·摩尔、沃伦·巴菲特，艾科卡、安迪·葛洛

夫、比尔·马里奥特、阿尔弗雷德·斯隆、英德拉·努伊、史蒂夫·贾伯斯。 

乔纳斯·萨克医生发明了脊髓灰质炎疫苗，在原来医学研究的基础上，他

成为领导者。玛格丽特·米德和珍妮·古道尔极大地增加了我们关于人类学的

知识。探险家埃德蒙·希拉里、夏尔巴人登山家丹增·诺盖、雅克·库斯特奥

使我们关于山脉、海洋和人类生活的共生关系的理解提高到新的高度和深度。 

我们也有运动员领导者，他们使我们对人类的极限有了新的认识。冠军威

尔玛·鲁道夫、杰西·欧文斯和杰基·罗宾森打破了比赛的障碍，他们都以个

人的或者集体的经历证明，他们是合格的建立型领导者。 

维持者 

维持者处于最后，但并不是最少的。他们是团队的创建者，在使大家团结

一致方面，他们是专家，他们具备使组织中每个人都认可组织愿景的特殊能力。

他们凭借自己特殊的跟进技能来领导。如果没有维持者，在充满压力和挑战的

日常事务中，没有什么能坚持下来。他们就好像是锚，使组织能团结起来，帮

助其他三类领导者使工作继续下去。他们是能够使美好的蓝图长期坚持执行的

一类人。 

在政界，有美国前任驻中国大使和参议员吉姆·萨塞、美国健康和公共事

业部部长唐娜·夏拉拉、前参议员鲍勃·多尔、前海军部次长丹齐格、里根政

府办公厅主任詹姆斯·贝克及记者、为 4 位总统做过顾问的大卫·格尔根。 

在商界，通用电气首席执行长官杰夫·伊梅尔特，Contrarian 集团总裁、

美国奥委会主席彼得·尤伯罗斯都是维持者的代表。在非营利组织中，为创业

者提供投资和支持的组织 ACCIO，由玛丽亚·奥特罗领导。哈佛大学第一位女

性校长德鲁·吉尔平·福斯特也是一位成功的领导者。名单太长了，还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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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值得一提，我在此都省略掉了。我提到这些人，就是要提醒大家，我们有

成功的领导者，他们做了伟大的事情，在将来，还会有的。我们没有丢掉变革、

创新和创造的天性。 

将自己看做新型领导者金字塔中的一类，或者朝着某一类努力。在读这 8

项素质的相关内容时，想想那些偶像，他们可以帮助你弄清楚在金字塔中，你

会成为哪一类。本书中所设计的所有问题都是为了帮助你找到自己的定位，并

帮助你在这一方向上加以发展。大部分人都会及时认识到自己也许正在向错误

的方向发展，我们常说：“这就够了。”令人兴奋的是，我们在变，我们准备好

了进行变革。 

呼唤行动 

如果不是你，还能是谁？如果不是现在，还要等什么时候？ 

——犹太法典 

是时候重新对领导力进行定义了，总结过去的优秀经验，并使之与能够很

好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新模型相结合，对领导力进行重新定义。新模型应该能反

映前辈们的意志，是他们为我们设立了领导力的黄金标准，在美国及世界其他

国家都没任何经验的时候，是他们建立了民主制，使人们拥有自由、拥有希望

和对未来的期待。重新回顾这些强有力的前提和铺垫，并承担一定的风险，带

着难以回答的问题开始工作，开始这个艰难的对领导力重新定义的新开端吧。 

在美国，现存的关于领导力的最大问题之一是缺少这方面的知识、认知，

或者缺少对美国之外的情况的关注。在全球经济迅速扩张的时期，这是一个极

大的限制，美国企业的管理层所包含的来自其他文化背景的成员太少了。我们

必须扩展而不是限制我们的眼界和目光。 



现在我们有很好的机会，大胆前进，重新创造世界。就像马丁·路德·金

所说的，“……现在最紧急的任务”已落到我们的身上。我们需要聪明的、来自

世界各地的、使用各种语言的、适应各地政治环境的领导者，他们能够看清楚

过去，他们将带领我们走向美好的未来。 

过去，我们常常是实干家、创新者、变革的主导者，有保持一贯行动的韧

性。现在，将个人的得失、利益或者派别之争抛弃吧，专注于生活中方方面面

最重要的事情，使所有人都能获益。 

将本书作为你的地图    

阅读本书时，随手准备好笔，以便记录下那些灵光一现的时刻，随时记录

下新鲜的想法。把你自己的想法和创意写在书的一侧空白处，将本书变为你的

个人地图，带领你进步，获得激励。 

另外，准备好一些彩色的便签，以便抄下本书中你喜欢的观点，或者记录

下你自己的想法。你可以访问我的网站 www.anewbreedofleader.com，网站上有

一些关于本书相关内容的论文和领导行动计划，可以免费下载。 

你可以做一下书中的测验、评估和思考题，我相信，我所提到的这些高级

领导者的故事和例子一定会对你有所激励，他们有很多聪明智慧和我们共享，这

些领导者为我们指明了解决问题的新方式，年轻的领导者则是我们的未来。 

从我所采访的这些领导者身上，你将会学习到他们领导方面的智慧。 

 花雨伞品牌创始人阿诺德·帕默； 

 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将军； 

 弗莱森电信零售市场集团主席、美国有色人种促进协会 CEO 布鲁

斯·高登； 



 
  第 8 章  谦逊——激发真诚  

 迈阿密大学校长唐娜·夏拉拉博士； 

 鲍威尔将军在白宫及国务院的参谋比尔·斯穆伦上校； 

 俄克拉荷马州前州长、现任美国人寿保险协会 CEO 弗兰克·基廷； 

 陆军中校玛丽露·斯穆伦； 

 几个非常成功的医疗组织的 CEO 乔·德里斯科尔； 

 前美国驻中国大使、田纳西州三任参议员吉姆·萨塞； 

 俄克拉荷马州前第一夫人凯茜·基廷； 

 曾经是 Galloping 美食家，现在是健康饮食运动的领导者，格雷厄

姆·克尔； 

 畅销书作者苏珊·罗安； 

 谢尔登咨询集团杰弗里·谢尔登。 

终生学习 

真正的领导力不是一次性就能学完的，它是一项不断发展的技能、能力，

需要一生去磨炼，不断使自己趋于完美。你的领导力之旅永远都不会结束。如

果能成为一名新型领导者，那么你就取得了一个非常漂亮的进步。 

从今天开始，你每天都是不一样的，因为你已经打开大脑，新的想法和创

意不断进入。当你抻一根橡皮筋时，它要么会恢复到原来的形状，要么断掉。

而人是不一样的，当你开始拉动自己的大脑，吸收新的不同信息的时候，你永

远都不会回到原来的样子，当然，你也不会断。你进步了，变了，变得更优秀、

更聪明。 



导 航 船 

一个人没有目标就像失去舵的船一样。 

——苏格兰评论家、历史学家托马斯·凯雷（Thomas Carlyle） 

我们生活在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时代需要有新的目标、新的行动，以及还

未被发现的解决方案。技术、全球化、移民、环境问题、能源问题、新兴国家、

新的经济联盟、政治联盟，所有的这些，都在呼唤新型的真正的领导者的出现，

他们应该是这样的人：身体健康、反应敏捷，政治上灵活应变，情绪上沉稳，

高智商、不自私，能够团结他人，能够很好地领导我们。 

新型领导者是一艘导航船，是可以指引方向的指南针，是一名舵手，在 21

世纪充满暴风雨的领导力之海及未知水域中，引领方向。 

我希望你在开发自己领导力的过程中做到最好，使你所在的组织、集体及

你个人生活都能够受益。因为，所有这些都源于你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