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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生活

一线

1993 年，IBM接近崩溃时被行业

人士称为“衰弱的大像”。因为 3年时

间，IBM 电脑主机年销售收入从 130

亿美元下滑到 70 亿美元，而“行业蚂

蚁们”雄心勃勃，跃跃欲试。

衰弱的大象
蚂蚁都不怕它

在西方经济圈有一条大家普遍

认可的公理：“小的就是好的。大的就

是不好。”当已经有 10年大企业职业

经理人经历的郭士纳被请到 IBM 任

首席执行官时，他知道“灾难”来了，

因为，他曾经与同事们早说过，被称

为“大象”，就意味着“假勇猛，真笨

拙”。

《郭士纳自传》中写道：“我从一

个温情善意的晚宴回到公寓不到 5

分钟，电话响了，‘今晚要尽快见到

你’。我与 IBM的情缘开始了。”但是，

他当晚的确表示：我不是好人选。他

心里想的是，“不好，他们想诱惑我冒

险。”

事实上，在晚宴前，他阅读了华

尔街以及硅谷预言家们的评论，这些

评论加重了他们对 IBM 这头“大象”

的怀疑。那个时间里，要力挽狂澜，为

世界演绎一个起死回生商业故事，好

像与郭士纳还联系不起来。不过，作

为一个职业经理人，在领导大企业时

积累积淀的管理经验告诉他：大象存

在的意义，不在于快速踩死蚂蚁，而

在于能否起舞。大象能跳舞，蚂蚁就

必须离开舞台。

那晚，他反复想着麦当劳创始人

雷克罗克讲过的那句话与自己的命

运有什么联系：“当你看见自己的竞

争对手快要淹死时，应该赶快抓起消

防水龙头并放到他嘴里。”

同时，郭士纳被《经济学家》的观

点惊住了：IBM的失败已经被视为对

美国的一次打击。他耳边一直响着

“猎头”的话：作为一个变革性的职业

经理人，为了美国，应该承担这份责

任。或许思考比其他职业经理人高

深，这次，他真的没逃掉。

当“笨重的大象”回归“行业第

一”，郭士纳完成了对世界的商业贡

献，而他第一部也是最后一部亲笔写

就的《谁说大象不能跳舞》的出版给

各国大企业管理者带来深刻影响，比

如他的解读就在中国企业家柳传志

心中埋下了一个关于品牌强强联合

的梦，尽管那时的中国联想在美国大

象眼里还是个小蚂蚁。

郭士纳在直接解释“大象衰弱”

的原因时毫不客气：血脉不通。

上任的那个午后，郭士纳走向一

个业务大楼，在没有人认识他、也没有

入门通行证的情况下，他自己介绍自

己进入了会议室，并对正在投影机上

演示业务的“技术教父”说：请关闭。

而开关关闭的“咔嚓”之声，成为

大象起死回生的关键细节，当天通过

电子邮件在世界各地疯传。郭士纳事

后解释说：其效果像美国总统禁止在

白宫会议上使用英语一样。

也就是在“咔擦”一声中，大象颤

颤巍巍、气喘吁吁地站立起来了。IBM

没消失，并有机会在世界经济舞台上

再次站立起来成为行业第一。

他认为，“大象”想起立，必须让

血液流通起来。商业智慧绝顶的郭士

纳在使出拯救计划时，也动用“热烈

拥抱计划”。包括会晤比尔·盖茨等大

企业家时，他都表示出了“大象笨拙

但是真诚。大象努力早日扭转颓废状

态”。

让大象活过来，再起舞

“亲爱的同仁们，你不痛苦，别人

就把痛苦转嫁到你身上。我们马上就

要成为行业和媒体人眼中守旧过时

的恐龙了。”1993年 4月，他在给同事

的信函中说。这封信，郭士纳得到的

回应是：“干点实事吧。我们不愿意痛

苦。”

“强心剂休克疗法”后来成为世

界大企业效仿的管理战略。这也是

一场文化变革。中国联想后来看中

这个品牌，更多的是品牌文化。“一

旦巨人唤醒，就会迸发出无穷的力

量。”郭士纳当年的理论成为事实

后，他再次对世界表示：大象就是能

跳舞。只有大象跳起了舞，蚂蚁才肯

离开舞台。

60岁他退休的时候，他一再告诫

自己“不是我个人改变了 IBM，改变

了这个呆板、笨拙的大象，是那些和

我一样有文化变革精神的员工成全

了这个传奇商业故事。”

关于大象，世界各地企业家学到

了什么？中国《经济观察报》的观点

是：郭士纳内敛而务实。他呈现的商

业故事是真实可信的。因为这样的故

事一直在上演。

事实上，世界上的转型公司都可

以学到真经。《纽约时报书评》说，在

20世纪 90年代，要是再多几个郭士

纳这样的人，泡沫就不会胀的那么

大，其爆炸声也不会如此之响。

中国读者读到《谁说大象不能跳

舞》一书时，郭士纳已经离开了 IBM，

郭士纳真诚真挚、惟妙惟肖地给中国

企业家讲述了一个“大象”的传奇故

事。

本报记者 江雪

“大象”与郭士纳起舞
【企业家讲故事 5】

2013年古博会
“淡季旺做”逆市而上

在低迷的市场环境下，2013年北京中国古玩艺术品博览会

以空前规模的阵容和形式，给全国的古玩艺术品市场带来了一

股暖流。

日前，第十六届 2013北京中国古玩艺术品博览会（以下简

称古博会）宣布将于 11月 2日—11月 5日在全国农业展览馆举

行。本届古博会为期 4天，展示面积达 13000平方米。除主题邀

请展和年度颁奖盛典外，还增加“大众收藏展”、“奇石观赏展”等

新板块。

据古博会主办方负责人介绍，“对古玩界的收藏爱好者及经

营企业来说，将产业发展与文化主题相关联，实现经济效益与社

会效益的双赢，最终推动整个古玩产业的健康发展。”

“规模大、主题多”的“展中展”成为本届古博会的主要看点，

除保留上一届获得一致好评的“三大邀请展”（中国十大古玩市

场邀请展、中国十大民间博物馆邀请展、中国十大古典家具品牌

邀请展）外，还增加“中国传统工艺大师邀请展”、“中国十大古玩

研究会邀请展”和“中国十大艺术会馆（所）邀请展”。

北京弘钰博古玩艺术会馆、内蒙古赤峰古玩城、河北冀东古

玩城、四川成都三星堆古玩城、江西出口瓷博物馆、北京桑杰艺

术博物馆、上海敦本博物馆、甘肃钧得轩收藏博物馆、中国铜镜

研究会、中国紫砂壶研究会等古玩经营实体和天津沈阳道、北

京亮马、北京太和木作、北京东方四美居等古玩知名品牌将集

中展示。

为了更好推动古玩市场的发展，契合普通市民对于沉香、手

串、紫砂等大众收藏品的需求增长，本届古博会将特设大众收藏

板块。由天津沈阳道、赤峰古玩城等多家全国知名的古玩城领

衔，来自全国数十万件古玩艺术珍品将共聚一堂。为体现“大众

收藏”这一理念，“大众收藏展”中展品的价格主要集中在从几百

块到几万块的大众可以承受的区间，让大众收藏到自己心仪的

古玩艺术精品，包含手把件、木器、玉器、沉香、紫砂以及奇石等。

上届古博会中备受收藏爱好者关注的免费鉴宝活动也将全

面升级，举办场次改为一天两场，并持续四天，藏品鉴定范围扩

大到玉器、瓷器、铜器、紫砂、字画等日常藏品等领域。

肖文

海岛电工———贵叔

光明在哪里呀?光明在哪里呀?光明在那贵叔的双手里。

……

这是广东湛江湾上的小岛———特呈岛上每个孩子都耳熟能

详的一首歌谣，里面唱的“贵叔”，是南方电网一名普通电力工

人，却也是不普通的海岛“电代表”———他用青春点亮了这座小

岛，此后不离不弃地守候了 25年，岛上每一个角落、每一根电线

都深深植根在他的脑海中，而他的青春年华也深深地烙上了特

呈岛电力发展的印记。

1988年以前，岛民过着无电无水的日子。随着一条海底电缆

引上了特呈岛，湛江湾上的这座孤岛结束了无电的历史，生活开

始鲜亮起来。正是这一年，贵叔作为第一批供电“拓荒牛”来到特

呈岛，一待就是 25年。他规划并建设了全岛的电力线路，用特呈

岛原支部书记陈枢的话说，“岛上的每一根电线几乎都是贵叔亲

自拉上去的。”

随着小岛用电条件越来越好，2005年，湛江商人龙土金投资

3亿元建设特呈岛旅游度假村。那段时间，贵叔干脆在工地里住

下了，满身泥巴地与工人们一起施工，哪里的线路该怎么走，哪

里的供电方案该怎么做，贵叔殚精竭虑，日夜奔波在工地与供电

营业点之间。

2006年，特呈岛旅游度假村一期建成开业。7月的一个夜

晚，台风引发线路跳闸，度假村内空调全部停了，当时已是凌晨 4

点，但闷热的天气令游客们苦不堪言。无奈之下，龙土金拨通了

正熟睡的贵叔的电话。

“好，我马上赶过来!”贵叔二话不说穿上衣服就赶赴故障点

抢修，用最快的速度恢复了供电。

“他是我最佩服的人”，广东电网湛江供电局南三岛供电所

所长李真荣说起“贵叔”，一脸的钦佩。

2008年“黑格比”横扫湛江，台风停后，岛上的电力故障仅用

两天时间就抢修完毕。同事们惊叹于贵叔的抢修效率，却不知道

两天来贵叔奔走于各个故障点的艰辛，更不知道为了尽早恢复

供电，贵叔已是两天两夜没合眼。

“我就是见不得岛上有人因为没电而煮不了饭，看不了电

视。”贵叔说。

80后小伙子陈昌锋既是“贵叔服务队”的一员，也是贵叔的

“开山弟子”。1993年，他在特呈岛小学上五年级，贵叔来到学校

讲授了一堂精彩的电力课，从此他对电产生了浓厚兴趣，并最终

加入南方电网这个大家庭，与师傅陈康贵及其他服务队成员一

起守护海岛的光明。

“不知不觉我在所里工作也有 13年了，当时一来就跟着师

傅学习，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中他都很照顾我，危险的活不肯让

我干，自己总是亲力亲为。我很珍惜跟贵叔‘并肩作战’同甘共苦

的时光，他是一个非常朴实勤劳、责任心强的人，在他身上我学

到很多为人处世的道理。”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随着贵叔年纪越来越大，他的身体渐

不如前，今年被诊断出患上了鼻咽癌，需要卧床静养。然而，新一

代的“贵叔”接班人已经茁壮成长起来了，如今，特呈岛、乃至湛

江市各个区县都纷纷建立起一支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贵叔服

务队”，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一批又一批年轻队员接过贵叔服

务队的旗帜，继续播撒着为民服务的种子，传递“辛苦我一人，点

亮千万家”的南网精神。

有一种旋律叫做感动，扎根海岛 25年的贵叔和贵叔服务队

的成员们是南方电网一线员工的缩影，他们与老百姓鱼水情深，

用南网人的那份责任和执着守护一方光明，演绎着一个个平凡

而又感人的故事，传递着“万家灯火，南网情深”的浓浓情谊。

通讯员 沈甸 本报记者 丁国明

2013年 10月 7 日，超强台风“菲

特”开始肆虐我国东南海。各大航空

公司已经纷纷取消了温州、上海等机

场的航班，只有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南航）顺利飞完了

最后一个航班。由于南航对天气的精

确判断，为公司赢得了安全、赢得了

效益。

事实上， 因天气原因导致取消

和延误的航班，几乎每天都在发生。

天气是影响航空公司安全飞行的最

重要因素之一。精确的气象预报成为

航班安全飞行的保障。

在南航，有一支默默无闻的 12

人气象预报专业团队，他们每天不停

地翻看云图资料，通过专业技术比

对、分析，为每一个航班提供准确的

天气数据，保障着南航每天 1600—

1900个航班安全飞向全球 35个国家

和地区。而这个 12 人团队的领导者

是一位在同事和领导眼中的娟秀女

生———张华艺。

在位于广州白云机场南航综合

楼二楼的 SOC 气象室，张华艺和她

的团队每天为公司每一班飞机的安

全飞行提供精准的天气预报。

安全是不能触摸的底线

在广州白云机场 SOC气象室记

者见到张华艺，一副眼镜衬着白皙的

脸庞，娟秀淑静中透出一股泼辣干

练。此时，她要带同事于敦、杨亚钦去

签派室，向飞行签派人员讲解白天的

天气预报，介绍当天需要关注的重要

天气情况，提醒机组注意安全。

目前天气预报的准确率对于全

球仍然是一个难题，所以压力对于

SOC气象室的每一位成员时时都有，

张华艺也不例外。

张华艺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

工作中最害怕的是突发性特别强的

风险，比如说飞机正在飞行中出现故

障，这时候要求我们迅速地给出信

息，这个时候压力也是非常大的。曾

经有一次，飞机飞越北太平洋上空时

防除冰系统出现故障，这时候机长咨

询我们，是继续往前飞还是要掉头，

因为这时候的建议将直接影响安全，

因此特别需要我们及时、准确地对天

气云图作出判断。

每天，气象室都要向公司各部门

值班领导预报次日的天气情况。之前，

张华艺要召集同事会商气象，得出结

论后，会让于敦、胡志强同事制作一个

适合南航运行的天气讲解 PPT。

张华艺说，“以前都是用央视卫

星云图做代替，为提高讲评质量，如

今根据 SOC要求，我们开始自己制

作适合南航运行的气象预报图，提高

讲评质量。”

每次出现恶劣天气、重大气象保

障任务，张华艺都坚守在一线。

张华艺告诉记者，“对我们来说，

安全是不能触摸的底线。”

2008年那场冰雪灾害来袭时，正

怀着 9个月身孕的张华艺腆着“将军

肚”指着前面大屏幕上的卫星云图，

向领导分析未来几天的天气变化情

况。张华艺坚持每天上班，一个个电

话打向长沙、张家界、芷江等地，掌握

天气情况。因此同事们笑称她为“孕

妇气象站”。

因为有张华艺这样的员工，作为

我国运输飞机最多、航线网络最发

达、年客运量最大的航空公司，中国

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的旅

客运输量超过 8600万人次，截至去

年 12月份，南航已经连续安全飞行

超过 1037个小时，安全运输旅客累

计 6亿人次，并荣获中国民航局颁发

的飞行安全最高奖———“飞行安全钻

石奖”。

“三证齐全”的南航第一人

“一般来讲，航空公司的三个专

业需要考执照，中国民航飞行签派员

执照，民航气象预报员执照和 FAA

飞行签派员执照。”南航股份公司运

行总监兼运行指挥中心总经理田晓

东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张华艺

是南航运行指挥中心第一位同时持

有三证的员工。”

参与设计研发国内首创的“结合

机场标准和航班信息的危险天气精

细化告警功能”；协助研发“ACARS

自动发送向空中飞机发送天气信息

功能”；制定了国内首创的“机场预报

质量评定南航标准”；启动了航空公

司气象预报质量评定体系的建设，已

实现“广州白云机场雷雨预报质量评

定标准”、“台风预报质量评定标准”

等，一个个成绩渗透着张华艺的汗水

和泪水，她的业务水平和管理能力让

同事信服。

2010年 4月，冰岛艾雅法拉火山

喷发，影响高度 1.1万米，范围 2.1万

千米，逼近新疆，欧洲部分空域关闭，

全球航空业受创严重，当时南航航班

取消 53班、延误 11班。

张华艺查阅国内外资料发现，欧

洲民航界对待火山灰条件下运行的

态度发生了从零容忍到分浓度等级

对待的政策转变。于是她撰写了论文

《探索火山灰条件下的航空气象保障

思路》，并呼吁民航界出台火山灰运

行政策、制定放行标准。

2011年 5月，冰岛格里姆火山喷

发，参照欧洲火山灰浓度登机运行政

策，南航经该区域的 26个航班，有 14

班穿越低浓度区域，航班正常率

65%。该论文 2011年被选送参加海峡

两岸航空气象与飞行安全研讨会、民

航气象技术交流会，并在《空中交通

管理》增刊发表。

跟“风雨雷电火”打交道的娟秀女生

本报记者 丁国明刘凌林

———记南航气象预报员张华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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