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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驿站

马云的三次高考
□孟林

学会分解困难
在英国泰晤士河支流上的赫耳卡大桥，名字
源于一个名叫赫耳卡的青年，为什么以他的名字
命名呢?赫耳卡住在河东，他爱上了河西的一个姑
娘。可由于大河的阻隔，赫耳卡要和姑娘相会，
每次都很费周折。赫耳卡想，如果要是在此能造
一座大桥不就方便了吗?赫耳卡找人预算了一下，
造桥费用最少得 90 万英镑。
赫耳卡最先想到电车公司，电车公司是直接
受益者，因为桥造成了，电车就不用绕道了。可
是费用太大，电车公司拿不出这么一大笔钱。
赫耳卡没有放弃，他又了解到与修桥和线路
有关的还有两个单位，一个是铁路公司，当时他
们的火车调车地点与电车行驶的一条隧道相交
叉，既阻碍交通又经常发生事故，如果造了桥，电
车道就可以改走桥上，那条隧道就可专供火车通
行，这对铁路公司也很有好处。另一个单位就是
当地政府，如能解决这个民众多次投诉的老大难
问题，就等于为百姓办了一件实事，无疑可大大
提高政府的威望。
于是，赫耳卡开始三方游说。他先找到电车
公司，对他们说：
“如果你们电车公司能投资三分
之一，其余三分之二的资金由我负责解决。
”
电车公司觉得花小钱能解决问题，很划算，
同意了。
接着赫耳卡又到铁路公司和当地政府，也用
同样的方法征得了他们的同意。
资金的问题就这样落实到位了。
随后在赫耳卡的具体实施下，只用了半年的
时间，大桥就竣工了，皆大欢喜。
赫耳卡的智慧启示我们，当我们在生活中面
对困难时，不要畏惧，无论任务多么艰巨，问题多
么复杂，只要把它加以分解，然后各个击破，最后
的胜利就一定属于你。

马云，一张棱角分明、消瘦奇特的脸庞，
一派狂放不羁、特立独行的做事风格，一副
两肋插刀、不计回报的古道热肠；以“光明
顶”命名公司会议室，与金庸密切交往，聚集
互联网英雄人物“西湖论剑”。马云的种种
言行，颇似一位纵横商海江湖的大侠。
马云之所以让当今的无数草根创业者
崇拜，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马云也曾跟我
们一样，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他
高考屡战屡败、屡败屡战。试想，如果马云
在第二次高考失败后，听从了父母的劝告，
去学习一门手艺，安安稳稳过他当临时工的
生活，那么，还会有今天的马云，还会有今天
的阿里巴巴吗?
第一次高考，遭遇滑铁卢。尽管马云的
英语在同龄人中显得出奇的好，但他的数学
却实在太差，只得了 1 分，全面败北。这之后
他当过秘书、搬运工，后来踩着三轮车帮人
家送书。有一次，他给一家文化单位送书
时，捡到一本名为《人生》的小说。那是著名

作家路遥的代表作。小说的主人公，农村知
识青年高加林曲折的生活道路给马云带来
了许多感悟。高加林是一个很有才华的青
年，他对理想有着执著的追求，但在他追求
理想的过程中，往往每向前靠近一步，就会
有一种阻力横在眼前，使他得不到真正施展
才华的机会，甚至又不得不面对重新跌落到
原点的局面。
从故事中，马云深刻领悟到人生的道路
虽然很漫长，但关键处往往只有几步。在人
生的道路上，没有一个人的道路是笔直的、
没有岔道的，这正印证了一句话：
“人生不如
意事十有八九。”既然生活道路是如此的曲
折、复杂，人们就应该坦然地去面对。于是，
马云下定决心，要参加第二次高考。那年夏
天，马云报了高考复读班，天天骑着自行车，
两点一线，
在家里和补习班间游走。
没想到第二次高考依然失利。这一次，
马云的数学考了 19 分，总分离录取线差 140
分，而且这一次的成绩使得原本对马云上大

绳子绑住的手提箱
□珍妮
小时候，我用过一次爸爸的手提箱。那
只手提箱带给我的记忆一直无法抹去。
10 岁那年的夏天，我和几个女伴决定去
露营。这对过着清贫生活的家人来说，可是
件大事。出发前那天晚上，为露营准备的所
有东西都摊放在家里的大桌子上，一家人突
然意识到还缺一样非常重要的东西——手提
箱。爸爸说，我可以用他那只手提箱。当年
爸爸从北加利福尼亚州的老家到俄勒冈州上
学，
就是这只手提箱一路相伴。
爸爸到地下室搜寻了一番，回来时手里
拎着一个手提箱，破旧不堪，而且变了形。爸
爸说，它曾让汽车辗过一次，
不过
“还能用。
”
看到这只手提箱，我沮丧极了。我伙伴
们的箱子都很漂亮。我闷闷不乐，一声不

吭。合上手提箱后，我才发现，上面的弹簧
坏了。
“这怎么办?”爸爸瞧着眼前这只不争气
的手提箱说，
“找一根结实的绳子把它绑住。
”
我再也忍不住，终于哭了起来：
“ 我没法
提着一只用绳子绑牢的箱子去露营!”
等我的泪水渐渐止住后，爸爸和妈妈要
我自己拿主意：要么提着这只
“用绳子绑牢的
箱子”去露营，
要么呆在家里。
“就当自己是有钱人家的女儿，别太在意
就是了。
”爸爸安慰我。
第二天一早，我手里提着那只用绳子绑
住的箱子去露营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逐渐淡忘了那只用
绳子绑住的手提箱。多年后的一天，爸爸意

刚毕业的大学生，怀揣着美好的梦想步入社
会。而职场的优胜劣汰就跟动物世界一样残酷，
而且更多的是潜藏在深层的斗争。这让新人菜
鸟毫无防备。却不曾想，在海洋世界，鱼类的厮
杀一点也不比陆地上的动物逊色。
在南美洲海域，大约生活着 100 种锯齿鱼，其
中有一种叫猛鲑的锯齿鱼最为凶猛。猛鲑身长
大约 50 厘米，身上长满了锋利的锯齿。虽然它个
子不大，但敢攻击比它体形大上百倍的鱼类。如
果碰上鳄鱼，它们会蜂拥而上，只一眨眼工夫，鳄
鱼便被猛鲑切割成无数小片，再过一会儿，那些
小片就进了猛鲑的肚子。
据说，大约在 5000 年前，猛鲑并不属于锯齿
鱼类，它的身体像一把刀，却没有刀锋。它们性
情温顺，对其他鱼类没有攻击性，主要以浮游生
物和一些海藻类植物为生。可是，它们常常遭到
其他食肉鱼类的攻击。
为了生存下去，它们只得学习快速游动身
体，四处躲避那些食肉鱼类。游速加快了，虽然
危险依然存在，但总能让生命得到保全。可受伤
是免不了的，每次被咬伤后，猛鲑的身上便缺少
了一块肌肉。尽管每一次受伤都令猛鲑疼痛难
忍，但它依然顽强地生存着。伤口多了，猛鲑居
然全身都变得坑坑洼洼的，远远望去，就像一把
锯一样，长满了尖尖的锯齿。
慢慢地，猛鲑发现，自己身上的伤口不但变
成了锯齿，而且十分锋利，那些食肉鱼类见了它，
不但再不敢随意攻击，而且躲得远远的，生怕被
它的锯齿所伤。如今，猛鲑已被人们正式冠上
“锯齿鱼”的称号，而它也由原来的弱者，变成了
海洋中的强者。
职场新人的成长，其实和锯齿鱼差不多。锯
齿鱼由弱者变强者的过程，启迪我们：经历一次
失败和挫折，多受一次“伤”，并不是坏事，它有利
于我们成长得更好、更快，能让我们更加适应新
的环境并取得成功。而只有尽快地适应坏境，提
高自己的能力，才能使得我们在职场竞争中立于
不败之地。

你的幸福常常在别人眼里
□卜羽
人生烦恼无数。先贤说，把心静下来，
什么也不去想，就没有烦恼了。先贤的话，
像扔进水中的石头，而芸芸众生在听得“咕
咚”一声闷响之后，烦恼便又涟漪一般荡漾
开来，而且层出不穷。
幸福总围绕在别人身边，烦恼总纠缠
在自己心里。这是大多数人对幸福和烦恼
的理解。差学生以为考了高分就可以没有
烦恼，贫穷的人以为有了钱就可以得到幸
福。结果是，有烦恼的依旧难消烦恼，不幸
福的仍然难得幸福。
烦恼，永远是寻找幸福的人命中的劫
数。
寻找幸福的人，
有两类。
一类像在登山，他们以为人生最大的
幸福在山顶，于是气喘吁吁、穷尽一生去攀
登。最终却发现，他们永远登不到顶，看不
到头。他们并不知道，幸福这座山，原本就
没有顶、没有头。
另一类也像在登山，但他们并不刻意
登到哪里，一路上走走停停，看看山岚、赏
赏虹霓、吹吹清风，心灵在放松中得到某
种满足。尽管不得大愉悦，然而，这些琐
碎而细微的小自在，萦绕于心扉，一样芬

芳身心、恬静自我。
对于心灵来说，人奋斗一辈子，如果最
终能挣得个终日快乐，就已经实现了生命
最大的价值。
有的人本来很幸福，看起来却很烦恼；
有的人本来该烦恼，
看起来却很幸福。
活得糊涂的人，容易幸福；活得清醒的
人，容易烦恼。这是因为，清醒的人看得太
真切，一较真儿，生活中便烦恼遍地；而糊
涂的人，计较得少，虽然活得简单粗糙，却
因此觅得了人生的大境界。
所以，人生的烦恼是自找的。不是烦
恼离不开你，
而是你撇不下它。
这个世界，为什么烦恼的人都有。为
权，为钱，为名，为利……人人行色匆匆，
背着个沉重的行囊，装得越多，牵累也就
越多。
几乎所有的人都在追逐着人生的幸
福。然而，就像卞之琳《断章》所写的那样，
我们常常看到的风景是：一个人总在仰望
和羡慕着别人的幸福，一回头，却发观自己
正被别人仰望和羡慕着。
其实，每个人都是幸福的。只是，你的
幸福，常常在别人眼里。

外地从家乡打电话告诉我：一位州参议员的
车子在他工作的那家汽车经销店放了一阵
子。爸爸开着那辆车去机场接那位参议员的
妻子，之后那位议员的妻子驾车将爸爸送回
经销店。
爸爸这么远打电话来就为了告诉我这
个?
爸爸笑着继续说：
“那位参议员的妻子随
身带着一只手提箱，很旧的那种，而且锁坏
了，
是用根绳子绑住的!”
小时候有关那只手提箱的记忆一下子浮
现在脑海中。
“噢，是这样，爸爸。”我喉咙有些
哽咽，
“人家有钱，不会在意的!”一件小事情，
竟然让父亲挂记了这么多年，父亲是多么在
乎我的感受啊。可见当年他实在是没办法。
我对自己儿时的任性深感惭愧，此刻，我才真
正了解父母对我的爱有多深!
关于手提箱的故事从此成了一段美好回
忆。它总提醒我，我用不着把自己想像成富
人家的女儿，因为有爸爸妈妈的爱，我们这些
孩子就总是富足的——即使手里拎着的是一
只用绳子绑住的手提箱。

三只青蛙与牛奶桶

锯齿鱼的斗争

学还抱有一丝希望的父母都觉得他不用再
考了。
那时候，电视剧《排球女将》风靡全国，
可谓家喻户晓。在那青涩但纯洁的时代，小
鹿纯子的笑容激励了整整一代人，当然也包
括当时的马云。不仅仅是因为她甜美的笑
容，更多的是她永不言败的精神。这种精神
对马云日后的影响十分深远，
“永不放弃”也
成了马云的一种精神象征，影响了每一个阿
里人。小鹿纯子的拼搏精神给了马云巨大
的激励，他不顾家人的极力反对，毅然开始
了第三次高考的复习准备。由于无法说服
家人，马云只得白天上班，晚上念夜校。到
了周日，为了激励自己好好学习，特地早起
赶一个小时的路到浙江大学图书馆读书。
就在第三次高考的前三天，一直对马云
的数学成绩失望的余老师对马云说了一句
话：
“ 马云，你的数学一塌糊涂，如果你能考
及格，我的
‘余’字倒着写。”
考数学的那天早上，马云一直在背 10 个
基本的数学公式。考试时，马云就用这 10 个
公式一个一个套。从考场出来，和同学对完
答案，马云知道，自己肯定及格了。结果，那
次数学考试，马云考了 79 分。历经千辛万
苦，
马云终于考上了大学。
对马云而言，人生路上的三次高考，早
已成为他生命旅程中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有个牧人将刚挤
的一桶鲜奶放在墙下，
墙上有三只小青蛙打
闹时不小心全部掉进
了奶桶里。就这样三
只小青蛙游也游不动，
跳也跳不起。
第一只青蛙说：
“难
怪早上眼皮就在跳，好
端端掉进牛奶里，我的
命好苦啊!”然后它就漂
在奶里一动不动，等待
着死亡的降临。
第二只青蛙试着
挣扎了几下，感觉到一
切都是徒劳，绝望地说：
“ 今天死定了，我还
不如死个痛快，长痛不如短痛。”于是它一头
扎进牛奶深处，淹死了。
第三只青蛙什么也没说，只是拼命地蹬
后腿。
第一只青蛙说：
“ 算了吧，没用的，这么
深的牛奶桶，
再怎么蹬也跳不出去啊。
”
“也许能找到什么垫脚的东西呢!”第三
只青蛙说。
但是桶里只有滑滑的牛奶，根本没有什
么可以支撑的东西，小青蛙一脚踏空，两脚
踏空……时间一分钟一分钟过去，小青蛙几
乎想放弃了，但是一种本能的求生欲望支持
着它一次又一次地蹬起后腿。它感到牛奶
越来越稠，
越来越难以游动……
然而，慢慢的，奇迹出现了，它们下面的
牛奶硬起来了，原来牛奶在它拼命搅拌下，
变成了奶油块。待到等死的那只小青蛙发
现这一点，它兴奋地叫起来，这时它的同伴
已经差不多精疲力竭，然而两只小青蛙还是
奋力一跳，终于都跳出了奶桶。而它们的另
一个同伴，
却没能出来。
三只青蛙的故事告诉我们，任何时候都
不要放弃希望，因为在你努力坚持的时候转
机可能就会出现，成功的机遇就会来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