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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基因缺陷”的宿命意识

在我的眼里，董思阳是一个颇有点精神的年轻人。我说她
有精神，是说她总是能呈现出一种积极、向上、乐观、豪爽的状
态。这种精神状态，让她拥有了远超越于自身年龄的智慧。

每次见到思阳，都会感受到一股火一般的热情。她勤奋、努
力、敢于担当、永不服输。更让人感动的是，她还很有责任感和爱
心，这从她不断写书分享自己的人生感悟以及毫无保留地将100
万元版税捐给“关心下一代大学生发展基金”就可窥见一斑。

最近，我有机会先睹了她的新书《承担起生命的责任》，更
加欣赏董思阳的才华与思想境界。与她的第一本书《21岁当总
裁》相比，这本书在表达方式上更加优美、洗练，很多理论的分
析更有深度，实用性也更强。书中充满智慧和启迪的语言非常
多。从“人生幸福”到“拥抱自信”，从“让生命时刻充满美好能
量”到“口才训练”、“外在形象的塑造”以及“成功气质”的修
炼，董思阳为大家系统地解读了一个人应该怎样“承担起生命
的责任”。

生活就像一面镜子，我们身外的一切总会折射出我们的
内心。内心丰富，外在贫即富；内心贫穷，外在富即贫。董思阳
是一个内外皆富、内外兼修的青年，我真诚地欣赏她、祝福她，
同时也祝福更多的中国青年，内外兼修，活出精彩绚丽的人
生。
（作者系远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局主席）

似乎是一个笑话在民间流传，
只要是有一个国有企业高管出了腐
败问题接受调查，员工都会背诵出
高管在任时期，关于如何加强廉政
的讲演内容和口号。

所以，当 4 月 24 日上海水利电
力对外工程有限公司原总经理吴美
荣因贪污千万元、私吞股权转让款、
虚构工程合同被北京一中院一审判
处无期徒刑，没收全部个人财产的
消息一公开，网上熟悉他的老员工
们再一次嘲讽自己说：我们依稀记
得老领导的语录“要廉洁守法”。

这似乎是一个悖论：一个天天
教育别人要讲道德、讲法律意识、讲
一心为民的企业领导，难道真的不
懂法吗？如果真不懂，谁来给他普
法？谁来常提醒他别犯法、专心致志
守法？

司法部部长吴爱英近日受国务
院委托，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关于
“五五”普法工作情况的报告》时强

调：要充分肯定“五五”普法取得的
成绩，但同时出现的新三大问题必
须引起全社会高度重视。

笔者深有同感：
首先，各级、各部门、各企业领导

对法制宣传教育的重要性、长期性
认识不到位、重视不够，学法用法的
自觉性有待进一步提高。事实上，从
2008 年 3 月侦查机关接到中国水利
投资集团公司举报以来，正是遵照最
高人民法院指定管辖的决定，北京市
一中院立案受理了此案。相关人员透
露，跟这个案件有相似性的原北京红
义物业管理公司经理孟繁程，也是因
贪污、受贿、私分国有财产上千万元
被判处死缓。这两个企业高管都喜欢
放“烟幕弹”给更高层领导看。他们在
会上大讲特讲廉政建设，目的是把监
督的目光转到他人身上。这就需要相
关管理者睁开慧眼，不忘监督职责，
使得企业领导加强对宪法的学习和
宣传，形成崇尚宪法、遵守宪法、维护
宪法权威的良好氛围，使宪法在全社
会得到遵行。

其次，一些企业干部依法行政、
依法办事、依法表达诉求的意识有
待进一步增强。在审查案件的过程
中，相关人士透露，吴美荣一直强调
这个社会的现实状况令他这样位置
的管理者难以招架。心里清楚什么
是原则，但是为了企业某些利益不
得不铤而走险，做了某些不合理制
度的“牺牲品”。

专家提议，全民都要深入学习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本构
成、基本特征和基本经验，深入学习
和宣传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
体系的基本法律和主干法律，弘扬
法制观念和法治精神。因为专家也
注意到了这个现象，每当某个国有
企业高管出现“腐败”问题，主管领
导或者相关企业员工都一阵风的讨
论、学习，然后很快就遗忘这个事
实，做不到反复以事实为依据，切实
普法。北京红义公司的孟繁程、上海
水电对外工程公司的吴美荣建设的
“独立王国”其实早就被员工看在眼
里。但由于不敢坚持法律精神，以至

于看着领导越陷越深。
还有一点，普法、依法治理工作

的针对性、实效性有待进一步提高。
国有企业的领导无论工作多忙、多
累，都要切记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
作大局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维护社
会和谐。尽管早有专家说过，中国国
有企业领导老是出于政治考虑，希
望回归官僚体制中，因此很难实现
各种意义上的创新。而企业家一旦
离开了创新的精神、欲望和意志，就
容易出现短期行为和做表面文章。

无数事实告诉我们，当人心是坏
的时候，道德的力量是起不到绝对
作用的。企业领导每天都要接触政
府相关权力部门、社会各机构以及
各色人，所以，没有强烈的法律意识
提示自己守法用法，做一个专心致
志的守法公民，减少不平衡心态，那
是很危险的。

管理者，首先要管理好自己的心
性。荣誉不仅仅是一个称号，更是一
份人格的独立宣言，人生价值的最
后兑现。

江雪读博客 序与跋

《21岁当总裁域》

蒋锡培/文

相同的判断力
增强信任

2011年4月7日，由北京万通控股
有限公司在纽约投资设立，专门为中
美商业互动搭桥的“第二届中美商业
领袖圆桌会议”在纽约泛欧证券交易
所举行。110名来自各个领域的中美
CEO及高端商业人士云集一堂，以“追
求双赢的繁荣”为主题，深度讨论中
美商业领域面临的挑战与合作机遇。

期间，美国著名常青藤大学哈佛
举行的“哈佛中国论坛”也成为北美
地区规模最大的中国主题年会。招商
银行行长马蔚华把当天的发言转到
博客上：“必须清醒地看到，中国的银
行业增长仍然依靠传统模式，这种增
长方式现在已经遇到前所未有的巨
大挑战。我们必须学习包容性，必须
学会开放心态。目前，我们的挑战来
自三个方面，包括外部环境、约束条
件和社会需求的变化。随着这些条件
发生变化，中国银行业现在赖以为生
的获利来源都将改变，因此尽管转型
‘痛苦而艰难’，但墨守成规绝对没有
出路。”

我们不仅再一次看到了纽约市
长麦克·彭博的身影，还听到了他与
中国企业家会晤、商谈合作带来的新
消息。

彭博这样表达自己的见解：“中
国在全球的作用举足轻重，其领导作
用不仅体现在经济方面，也体现在保
护环境等方面。世界都在看中国如何
努力回应气候变迁等全球性议题。而
我自己认为，中国在这方面的反应是
积极的。但世人对中国这方面的努力
了解不足。因此希望更多的美国人了
解中国的努力。中美商业领袖圆桌会
议之类的国际性活动就是增加相互
了解的很好途径。”

事实上，如果没有开放心态，招
商银行在短短24年时间难以实现两
次转型。但是马蔚华更明确地知道
“中国商业银行与西方银行的差距，
不在产品或者服务，而在管理上”。作
为银行的高级管理者应该有能力“比
别人早三五年发现新的需求”，从而
更新理念，及时转型。

企业家一生都面临机会驱动、利
益驱动、关系驱动、价值观驱动。正因
为如此，老一代创业型企业家更加期
待第二批企业家、经理人能够把价值
观摆在首位，以此引导中国企业更好
地走向国际舞台，实现包容性和开放
性，完成他们无法完成的梦想。这需
要相同的判断力。

这才是未来的希望所在。也是在
这次论坛期间，美国企业家了解了马
蔚华以及他强调的“好银行”不是风
险越低越好，而是在一定风险和收益
之间找到最好的平衡点，也明白了中
国银行业的金融创新理性基础：分析
美国金融危机带来的教训。

相同的判断力
增加利益机会

一个人的判断力是与一个组织

的水平有着某种联系的。推出各种
论坛、思想交锋活动的中国企业家
俱乐部，早就大张旗鼓地宣传“还判
断力以尊严”。这个不仅仅是让世界
看到中国企业家的判断力是否准确，
重要的是让他们能够接受中国很多
企业家一直奉行的“决不拿标准、原
则做交易”的价值观和职业操守。
参会的中国企业家论坛创办主

席田源在微博上写道：中美商业领袖
圆桌会议是一个高端合作平台，将
汇集两国商业领袖的经验与智慧，
以成熟而务实的方式就两国之间的
重大商业挑战交换意见，不仅有益
于各种形式的商业合作，而且有利
于帮助政府制定有利于商业发展的
规则和政策。

我们看到，与时间的脚步共同
向更高层次挺进的还有中国企业家
的身影。
从本次大会及闭门分组圆桌会

议讨论的“纽约与中国企业如何加
强合作”、“刺激双向商业交流”、“特
定产业跨境共同关注的投资与金
融、房地产、制造业与消费者市场”、
“信息科技与媒体”等议题看，华谊
兄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中
军、信中利投资集团董事长/CEO汪
潮涌、美通无线公司董事长兼CEO王
维嘉、北京万通地产董事局主席冯
仑、神州数码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
主席郭为、万科集团董事长王石、上
海复星高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
长郭广昌、泰康人寿保险公司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陈东升、联想集团
首席执行官杨元庆等都非常高兴地
与高盛集团全球副主席、赫斯公司
副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著名投资商
WL Ross & Co.、LLC董事长兼首席执
行官、金仕达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
官、雅诗兰黛公司执行主席、德斯组
织董事长、波士顿地产公司董事长、
奥美环球广告公司董事长等进行了
深刻交流、探讨，大家共同见证了高
盛与中国泰康人寿的签约仪式。

当中国企业家们听到纽约合作
组织总裁与执行长凯西·韦德说的
“中国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说明纽约的跨国企业与中国企业间
有必要加强关系。这样的讨论对纽约
保持其全球金融之都地位极为重要”
观点时，都在博客上及时地发表了自
己的感受。这让更多的企业家们感受
到了开放、包容所带开的实际利益。

相同的判断力
赢得尊严

德国《全球化时代的权利与反
权利》作者贝克说：世界主义视角是
对文化不同的他人的尊重与每一个
个人的生存乐趣结合在一起的。大
众汽车基金会当初为这本书出赞助
也是出于赞同这个观点。
所以，我们就更加深刻地理解

了刚刚结束的“2011年亚洲博鳌论
坛”主题为什么是“包容性”。
中国中心总裁雪娅表示：中美

CEO社区之间的深度交流与对话是
促使中美商业领袖圆桌会议成功的
关键。我们通过这样的活动把全球
的商业领袖们联结起来，并创造实

际而有形的合作与业务。具备了相
同的判断力，才有后续的互相尊敬
以及国家、企业家尊严的实现。
参加活动的企业家郭广昌在博

客上写道：想在世界舞台上快速赢
得尊严还是要发挥中国“发动机”作
用。这个动力来自多个方面：首先，
中国制造仍有很大竞争力，短期内
很难被其他国家所取代；其次，中国
城市化有巨大空间，保证了中国经
济发展的基础；另外，中国的消费能
力不断增长；最重要的，中国人本身
才是经济发展的真正动力。中国人
希望通过自己努力改变生活状况的
愿望谁也阻止不了。中国为数众多
的民营企业，正是其中最具代表性
的发展力量。
可喜的是，企业家发出的“商业

信号”被哈佛大学著名经济学教授
理查德·弗里曼解释为：“中国现代
化过程中不断从农村迁往城市的人
口，为未来若干年内中国经济的发
展提供了增长动力。城市化是现代
化的一个标志，同时又推动了中国
现代化经济的增长。”
北美城市经济地产计量经济学

权威、麻省理工学院经济与地产中
心教授威廉姆·维顿与弗里曼也持
相同观点：中国在城市化的过程中，
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必然会持续推
动中国经济的增长。
肯定此观点的还有中国经济学

家、春华资本集团创始人、董事长胡
祖六。他认为，未来10年内中国经济
显然还有巨大的动能和势能，中国
经济在下一个10年还会继续保持比
较高速度的成长。
与美国企业家取得一致意见

后，企业家冯仑给美国企业家打了
一针“强心剂”：如果按照人的成长
阶段来看，目前中国的房地产正处
在“青春发育期”。冯仑以专家和企业
家的不同视角对中国目前城市化机
遇、难题做了详细地说明。他提出的
“住宅类地产开始寻找同样价格区间
内商品的差异性，创造专业化细分市
场，以满足不同需求的客户，这也是
中国地产业未来的发展方向”的观点
赢得了美国企业家的赞许。
对美国、加拿大100多年前就开

始城市化进程所付出的代价非常了
解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
威廉姆·威顿有针对性地对中国企业
家说：中国房地产目前并不存在很大
泡沫。中国未来的住房需求将很大程
度上来自于城市化进程，每年增幅可
能达到2000万套。另一方面，随着中
国财富增加，存款已经不能满足财产
管理的需求，从而将产生大量投资投
机性住房需求。但他也认为，这部分
需求可能导致泡沫风险，因此需要
密切关注。
这样的观点给了中国企业家以

积极的提醒。双方在市场以及文化
判断力上有了更加默契的感觉。这不
仅仅是窃喜，而是行动的力量。
从这次论坛的实际效果上看，经

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以及企业家没有
出现走几步就开始互相“踩脚跟”的
窘态。他们都记住了巴菲特的一句
话：宁要模糊的正确，也不要精细的
错误。

以开放的心态追求与世界共赢

“廉洁守法”：腐败高管的“魔咒”
北北/文

马蔚华
墨守成规没出路

郭广昌
发挥中国“发动机”作用

田源
抓住新机会

正如龙永图解释
“博鳌亚洲论坛”的动
力时所说：世界已经变
得全球化，我们希望从
美国人、欧洲人的角度
来看亚洲经济，看亚洲
经济的进程怎么做，所
以我国希望从全球化
的视野看新兴经济的
发展。企业家如果没有
开放心态和包容性的
价值趋向，没有相同的
判断力，世界的眼光不
会投向中国企业家。

本报记者 江雪/文

镜鉴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序一】绚丽的人生

我认识的思阳是一位非常有能力的女性。她不但对自己
的事业和生活充满了激情，全情投入，而且积极投身于公益慈
善事业，并为此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除了在事业上打拼以外，生活中的思阳和我一样，喜欢滑
雪、旅游、这让我们交谈起来非常的愉快，自然而然地，我们很
快就成了好朋友。认识久了，我越来越觉得，公益慈善事业在思
阳的生命中占了很大的比重，而她在这方面尤其看重教育，这
与我的想法不谋而合。在香港，我和一些热心人士共同创办非
募利的国际学校，目的是为了培养有责任感的并有国际视野的
公民和领导人才。而思阳则积极倡导成立了“关心下一代大学
生发展基金”，目的在于帮助大学生实现自己的梦想。在此，我
也很乐意和众多爱心人士一起，担任了此项“基金”的副主席。

我觉得，凡是热心教育事业的人，都会秉持这样的一个理
念，即教会当代的年轻人怎样才能不荒废自己的一生。学习不
是为了追求拜金主义，而是为了充实自己，为国家、为社会做
出贡献。

我知道思阳写作本书是她忙里偷闲的成果。所以，我非常
仔细地阅读了本书的每一个章节。在阅读的过程中，我看到了
一个非常坦率的思阳，分享她成功和遭遇挫折解决问题的案
例，并进行了从内到外地剖析，将自己最宝贵的经验、智慧毫
无保留地与读者分享。这令我非常感动。

透过本书，我看到的是一个有理想、意志坚定、不惧困难、
勇于承担、对他人满怀感恩的董思阳，而这也是她能够成功的
重要因素。我想，她写作本书最希望的也是将这种心态、理念
复制给读者。

现在有很多人都很迷茫，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也找不到
一条能够自我实现的路。要是你还在人生道路上徘徊，那么，
我希望通过《承担起生命的责任》这本书，不但能触及到年轻
人的灵魂，从而使他们找到自己的方向，而且也学会成功绝对
不简单这个道理。
（作者系香港证券商协会副主席 、香港东泰集团董事局

总经理）

李君豪/文

【序二】成功绝对不简单

本公司接受沧州临港北焦化工有限公司委托，将于
2011年 5月 9日 10颐00对沧州临港公司拟转让资产项目中
的设备等实物资产现状进行公开拍卖。

标的主要包括设备、仪器等，整体拍卖，参考价：人民
币 288万元。

预展时间：2011年 5月 4日、5月 5日 9颐00—16颐00，欲
实地勘验请提前预约，本公司将集中组织看样。

预展地点：标的存放地
办理竞买手续时间：2011年 5月 5日、6日 10颐00—17颐00
本次参拍的竞买人必须是具备化工产品拆装运输能

力的企业，凡有意竞买者需在 2011年 5月 3日 15颐00前将
资质材料交至本公司，经委托方审核合格后的企业，需在
2011年 5 月 5日 16颐00 前将竞买保证金（人民币 伍拾万
元/牌，预50万元/牌）汇入指定账户（保证金以到账时间为
准），并携带保证金交纳凭证及有效证件到本公司办理竞
买登记手续。未按期如数交纳保证金，不予办理竞买手续。

拍卖及办理竞买手续地点：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
街 5号院

咨询时间：即日起至 2011年 5月 5日 9颐00—16颐00（节
假日除外）

联系电话：010-64415688转 806、828 乌先生、付先生

长城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mailto:jiangxue@sin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