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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往目的地的途径
是让思想先抵达目的地

Simon Learmount 博士
剑桥大学 EMBA 课程创办人

曾经是一名非常成功的企业家，但因内心迷茫，卖

掉自己的教育集团，进入剑桥大学攻读 MBA。现在

全身心地投入到 EMBA 的教育工作中。谈到关于对

“目的地”的理解，Simon说：去往目的地的途径，

并不一定是非要身体力行的行动，当思维达到了那

种境界的时候，我们也在思想上抵达到了目的地。

您是剑桥大学 EMBA 的创造者之一，

是怎么参与创办 EMBA 课程这一过程中来

的？

 还是从我自身的经历开始说起吧。我

大学学习的是语言专业，毕业后得到了教

师的资格，开始在英国的学校里教授英文。

因为年轻，我决定先去看看世界，所

以就选择了去日本，并在那里得到了一个

教英文的工作，当时只是一份临时的工作，

只是想了解世界。但是，当我开始教授英

文课的时候，我惊讶地发现大多数人几乎

是无法教授英文的，因为他们几乎无法说

英文。所以，我看到这个商机，把英国的

老师引进到日本、中国等这些需要英文老

师的国家，让他们进入当地的学校教书。

于是我建立了我自己的公司，在英国找到

有资质的老师，很快，这个生意就非常成

功地赢得了市场，因为这些学校真的需要

有资质的老师，而从英国来的有资质的老

师也需要工作，但是他们不希望承担飞过

来但不一定找得到工作的风险。而我当时

创办的培训公司就可以协调和安排这些需

求。因为成功，我们的老师资源供不应求，

所以后来我不得不建立在当地培训有资质

的老师的公司。

与此同时，我还建立了自己的旅行公

司，有自己的图书发行公司，还有考试公

司等等，慢慢形成了一个小型的教育项目

集团公司。

当我 25、26 岁的时候，我就有这个比

较大的公司集团，非常成功，但是我当时

是不懂公司管理的，只是一种经营。当时

的情形是，公司业务在日益壮大，而我自

己本人并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做什么，我很

迷茫。所以当后来有人出价，希望我能卖

掉这个教育集团时，我决定卖掉这个我自

己创办起来的公司，进入学校读 MBA，因

为我当时真的不知道我自己究竟在做什么。

卖掉公司后，我到剑桥大学开始攻读

MBA 专业。我当时的计划是学习完 MBA，

再开始其他的生意，也许那时我对资本运

营有了更好的认识和了解，还可以再创业。

但是，很快地，我就意识到，我很享受学

习商业管理的过程。所以，我当时在 MBA

上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希望再继续博士

的攻读，读博士的过程中，我得到了一个

教学的机会，成为了一个教授，教授商业

和管理。

自那以后，我又开始非常享受教学的

过程，但是我还是对成为企业家有一种激

情，我也很享受经营商业的过程。所以，

在早期的时候，学校里的人问我是否愿意

参与创办和运营剑桥大学的 EMBA 课程。

尽管那时我还是学生，不过很快就开始了

参与学校运营的工作。所以，在 2002 年到

2008 年期间，我开始参与剑桥的 EMBA 课

程的设立，我们发展出了现在这个全新的

EMBA 课程。

剑 桥 的 MBA 学 校 始 建 于 1990 年，

2002 年我开始在 MBA 学院工作时，我的

工作目标是建立剑桥 EMBA 课程的声望。

 世界上很多大学都有 EMBA 课程，剑

桥算是起步比较晚的，是因为你们对 EMBA

课程设置的考量有自己的见地吗？

大多数的 EMBA 课程都是 MBA 衍生出

来的兼职课程，利用夜里或者周末的时间

上课，一开始我们也以为我们做的是同一

件事。就在我们准备启动 EMBA 的课程时，

世界发生了金融危机，商学院在当时被严

重谴责，因为教授了那些导致金融危机发

生的模式、方法和技巧等。所以那时有很

多针对商学院的批评，我们觉得也许这时

不是开始 EMBA 课程的好时机。但是后来

我们想，为什么我们不创造一个新的 EMBA

的理念，重新创造一个课程，来教导学生

如何解决金融危机发生后导致的问题呢。

所以，我用了很多的时间来做研究，跟企

业家，跟各种行业组织进行对话、讨论，

之后，我们发现在这个市场上有一个很大

的漏洞，而这个漏洞是一种类似重大执行

层面的欠缺，我们意识到有很多人在一个

组织中的执行工作做得非常成功，因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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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都各自擅长一类事情，比如会计、开拓

产品、销售或者运营等，他们在各自的部

门都表现良好。但是他们的瓶颈是应该如

何进入到下一层境界中，有的人意识到了，

因为他们在某个领域里已经做到头了，那

么下一步应该怎么走呢？应该忘掉他们之

前所有的技术，而拓展出在自己所不知道

的领域中的潜力。

所以，在市场上真的有一个真空带，

作为严肃的教学项目，我们开始重新设计

整个课程，非常非常谨慎地锁定目标学生。

于是，我们设计了这个锁定在那些资深的

跨领域的执行官身上，把他们从世界各地

聚集过来进行学习和分享的课程。这是与

中国典型的商学院所制定的课程不同的地

方，因为我们不想成为另一个仅仅是商学

院的代名词。我们想做的是吸引真正的国

际化的企业执行人，那些需要了解全球经

济是什么，有野心要把自己国家的经济真

正带入全球经济领域中的那些人。

在整个课程中，有一个课程是教授沟

通技巧的，是很柔软的交流技巧，怎么去

理解别人的想法，这是我认为的做企业一

个很重要的点；另一个重要的课程与其说

是教授，不如说是我们要相互学习。中国

的传统教育模式是教授教什么，你们学什

么；但我们课程的学生大多数是步入中年

的、在事业上有很高成就的学生，我们做

的是提供一个学习的框架和结构，让他们

在课程中分享他们的知识，分享他们的经

验，使整个课程变成一个非常具有合作性

的学习。我经常使用这样的词来形容我们

的课程：产生和收集天才的课程。这是非

常有影响力的课程。

在教育领域中，您觉得以教育“目的地”

为模式的课程是否正在改变？

我觉得教育的方式正在改变，整个过

程正在改变，跟旧的模式——去一个目的

地上课、听教授讲课、记笔记，然后再离

开的那种传统的教学模式已经完全不一样

了。在英国，我接受过很多英国报纸的采访，

谈论技术的突破如何改变了人们学习的方

式或者是我们教育的模式。而我们的课程

正是技术发展的一个实例，我们有很多天

才的学生，非常雄心，如果我们找到一种

方式，把这些天才们聚拢起来，是非常有

影响力的学习过程。事实上，我们作为教

育者，在教授的同时，也在学习，而学生

们也是在学习的过程中教授着别人所不知

道的东西。这是我最着迷的。

其实，在中国，很多人只要是听到“剑

桥”两个字，就会生出很多向往。所以，

肯定有很多天才学生会申请你们的课程，

剑桥的 EMBA 课程最核心的、最具有吸引

力的地方是什么？

剑桥在中国人的概念中是一个浪漫的、

保守的、安静的、美丽的小城。我在中国

的时候，当我告诉遇到的中国人，我是来

自剑桥的，他们最常说的一句话是：剑桥

是我的一个梦。在中国，剑桥的名气是一

个著名的学府小镇，仅此而已。但这样的

知名的“剑桥”，是一个错误定位的知名。

事实上，剑桥如此强大，是因为她是欧洲

的创新中心。剑桥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她

是思想和创新的核心所在地，是天才们聚

集的一个中心，是新的知识和新的思想来

源。很多人都不知道计算机是从哪里诞生

的？是剑桥，还有很多电子产品的 NEW 

IDEAS，也是来自剑桥，苹果手机的很多部

分也是来自剑桥。

现在的剑桥开始变得活跃起来，更具

一些商业化的气息。多年以来，剑桥一直

是以创新行事，但是却一直没有在这方面

做过大声的宣告，没有做过商业推广。我

们在EMBA的课程上取得了挺成功的成就，

就是让人们意识到了在技术创新领域的兴

奋点，然后大家从各自的领域出发，对一

个项目贡献自己专业领域的知识。30% 到

50% 的人在整个课程结束后，有意愿成为

企业家。他们意识到他们也可以创造财富，

而并不是学习如何成为总监，有效地运营

一个公司。他们认为他们有潜力为社会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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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方。

你觉得你们是否在打造一个“思维领

域”中的目的地？

我们是一个全方位的商学院，所以我

们可以安排各种形式的课程及短期的交流，

我们希望当人们谈论剑桥的时候，并不仅

仅是说剑桥是一个旅游的地方，她还是一

个教育帝国，是可以体验学习氛围、帮助

人们思考的地方。英国是一个比较小的国

家，但是却非常开放的国度，我们是全球

的一个中心，所以，来剑桥交流，你可以

遇到来自世界各地的老师，而学生也是来

自世界各地的，这对中国的商业者们来说

非常重要，因为很多知识，你们是从书本

中无法学到的。你们可以通过交流了解其

他世界的人是怎么思考的，你们能做的是

共同做一个项目，在做项目的过程中，你

可以看到别人是怎么思考的，怎么做的。

对于“目的地”的说法，我们希望可

以传递出这样的 message：以不同的方式

思考，或者换角度思考，理解不同的人的

很多演讲的人来参与到课程中，跟学生们

交流，非常有趣的人，比如 C.I.A 的头，让

大家与他共进晚餐。他们可以讨论一个组

织存在的角色，风险是什么，这个角色对

社会的意义，可以帮助学生们思考自己的

公司在社会中的角色是什么；我们也会安

排一些宗教领袖来做演讲，有时这对从商

的人来说，很难接受，但我们想让他们学

到的是提出疑问并思考，比如人生的价值

是什么？道德准则是什么？等等。最后，

我们的课程会诞生这样的商业领袖，他们

真的希望对社会做出一点贡献出来，希望

为此给商业这个名字带来更好的含义。因

为其实商业本身是好的事情，商业的目的

不是简简单单的创造利益的行为，而是创

造财富、创造工作岗位、提供税收、让政

府有能力来分配财富，让社会变成一个更

好的社会。如果我们可以帮助人们用这样

的方式思考，他们就会是商业中非常重要

的角色。

献更多，这个是让我感到幸福的事情。

所以，另一个关于 EMBA 的关键词是，

这不仅仅只是一个 EMBA 课程，它帮助学

习者在工作中变得更有效、更好，但是更

重要的是，人们意识到他们可以对社会贡

献更多，让社会变得更好，他们可以创造

公司、创造工作岗位。意识到自己的潜力。

这些让我感到很兴奋，也是我热爱我的工

作的原因。我可以看到这些正在诞生中的

机遇，这对一个新公司很重要，对社会也

很重要。

上剑桥的 EMBA 课程，你觉得学生们

最大的收获，或者是课程最有意思的点是

什么？

 我想在这个 EMBA 课程上，我们所做

的是帮助人们“退后”，思考自我存在的

意义，我能对这个社会做点什么，而不是

更有钱或者工作更有效，或者作为商业者，

我们是否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举个例子

来说，我们有一个演讲者的课程，会安排

在剑桥读书，你觉得对于你们的学生

来说，最有意义的事情是什么？

剑桥并不是真的需要挣钱的学校。很

多学校的存在，是考虑怎么从教育中挣到

钱。而在剑桥，让我更感兴趣的是，我们

思考怎么让我们的教育变得更好，如果我

们做的好的话，钱自然会来的。我们其实

最看重的是教育，教育的方式，希望我们

教育出来的人是代表一个群体，把他们所

学到的致力于改善他们所处的行业，让这

些行业变得与众不同，这是我们教育的动

机。

我告诉你我之前的工作经历，但是从

我个人的经历来说，现在我做的事情对于

我而言，是更有意义的事业，而不是仅仅

自己成为企业家。举个例子，我们有两个

俄罗斯学生，都是非常重要的建造公司创

始人，通过学习，他们现在在俄罗斯做的

建筑改变了环境，他们在叙利亚、土耳其

和俄罗斯做建筑的时候，他们会考虑到环

境的因素，这才是让我们的教育感到喜悦

想法，当我们能做到这一点的时候，其实，

目的地并不是非要身体上的行动，当思维达

到了那种境界的时候，我们也在思想上抵达

到了目的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