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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想简历：1981年生，现任汽车
之家CEO】

在《财富》(中文版 ) 杂志发布的
“中国40位40岁以下商界精英”榜单
中，排在第27位的李想是排名最靠前
的80后企业家。

身为汽车之家CEO的李想最钟爱
的汽车是宝马。“选择宝马很简单，这
是驾驶者之车，驾驭自己的人生，它
很符合我的性格，我想掌握自己的命
运，驾驭自己的人生。”李想说。

在过去的10多年里，这个80后青
年一直就是这么做的。

1999年，18岁的石家庄高三学生
李想决定放弃高考去创业，老师连劝
都没劝就同意了，因为“差生”李想的
退出，有利于提高学校升学率。6年后
的2005年，当李想的高中同学们刚刚
大学毕业，李想创立的泡泡网年营收
已达2000万元，利润50%，按通行的市
场收购标准，即以20倍的市盈率来计
算，占公司绝对股份的李想，身家已
过亿。
“创业最好的方式还是要选择属

于自己的、自己喜欢的那份事业。”李
想说。他的亲身经历忠实无误地执行
了这句话。

李想18岁创业，选择互联网，是
因为从小他就是热爱电脑的孩子。在
李想看来，电脑和互联网“简直就是
为他发明的”。中学6年，他把所有业
余时间都给了电脑和互联网。他是
课堂上心不在焉的差生，回到家，在
互联网的世界里，他却会尽情自由
地表达。李想不喜欢写作文，但他写
的电脑性能测评报告却经常得到发
表。来自各电脑期刊的稿费平均一
个月有4000多元，比他父母的工资还
高。高三时，他办了首个个人网站“显
卡之家”，并很快达到了同类网站流

量第一。
2000年，李想创建泡泡网。第二

年，他从石家庄来到了北京，开始正
式的商业运作。5年
后，泡泡网成为国
内第三大中文 IT网
站。

汽车是李想于
电脑之外的另一爱
好。于是，他将第二
次创业锁定在了汽
车上。2005年，李想
从 IT产品向汽车业
扩张，创建汽车之
家网站。汽车之家
现已成为全国访问
量最大的 汽车 网
站，截至 2011年 2
月，每天的独立用
户访问量超过 500
万，每天页面访问
量超过1亿。

李想的父亲至
今清晰地记得1999
年的夏天，儿子稚
气未消但斩钉截铁
的声音：“互联网是
个潜力无穷的增长
市场，现在我不去
占领，等我读完四
年大学，早就被别
人占领了。”

2006年 5月，25
岁的李想获得年度
十大创业新锐奖，成
为首个获此荣誉的
80后。创业至今，李
想从没想过要进入
热门的社交或团购
网站领域，因为他

“只做自己最感兴趣、最有把握的事”。
在一些公开的场合，李想表示他

不认为自己的成功缘于中国互联网

业的大形势。“我最感谢的人是我自
己”。因为由始至终，他都是那个驾驭
理想的人。

5月 3日，《财富》(中文版)杂志发布了“中国 40位 40岁以下商界精英”榜单，其中生
于上世纪 80年代的“30岁以下”企业家有 7位。80后企业家不再是“成长烦恼”的青涩主
角，而是正走在为理想奋斗的路上。

1 马化腾 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39岁
2 丁 磊 网易公司首席执行官 39岁
3 陈天桥 盛大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37岁
4 江南春 分众传媒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37岁
5 池宇峰 完美世界董事长 39岁
6 彭小峰 江西赛维 LDK太阳能高科技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35岁
7 王均豪 均瑶集团副董事长 38岁
8 张轩松 福建永辉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39岁
9 刘强东 京东商城首席执行官 36岁
10 邹胜龙 迅雷公司首席执行官 39岁
11 徐 明 大连实德集团总裁 39岁
12 盛静生 罗蒙集团董事长 39岁
13 方 威 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38岁
14 于 冬 博纳影业集团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39岁
15 邵亦波 经纬中国创始合伙人 37岁
16 张邦鑫 北京学而思教育集团董事长 31岁
17 戴志康 康盛创想(北京 )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 30岁
18 程炳皓 开心网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38岁
19 金 明 苏宁电器总裁 39岁
20 李厚霖 恒信钻石机构创始人、董事长 37岁

21 丁美清 特步集团执行董事兼副总裁 38岁
22 刘松琳 深圳市聚成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 29岁
23 李宗炜 英利绿色能源控股有限公司首席财务官 37岁
24 庞升东 51.com网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33岁
25 孙德良 浙江网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36岁
26 王雷雷 空中网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36岁
27 李 想 汽车之家首席执行官 29岁
28 茅侃侃 MaJoy 公司总裁 27岁
29 郭去疾 兰亭集势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35岁
30 钱毅湘 博耳电力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36岁
31 林海峰 东方日升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35岁
32 于敦德 南京途牛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 29岁
33 鲜 扬 恒鼎实业国际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36岁
34 陈福成 上海加冷松芝汽车空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38岁
35 王海鹏 深圳市美盈森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39岁
36 严 靖 上海扬讯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 28岁
37 王永红 中弘集团董事长兼总裁 38岁
38 谢 晓 上海寰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 29岁
39 沈 思 北京木瓜移动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 29岁
40 舒 义 力美互动广告有限公司总经理 26岁

【董思阳简历：1985年生，现任香港凤博集团董事长】
2011年年初，董思阳的再次高调出书，令很多人惊讶。

在经历2008年的“造假”风波之后，饱受各方质疑的董思阳
依然婀娜多姿地站在了公众面前，并且“哪壶不开提哪壶”
地带来了她的第二本书 《21岁当总裁 II》———似乎全然忘记
了第一本书带给她的困扰。

在没有相关调查出面佐证这又是一次虚幻美丽之前，董
思阳身着名牌，仪态端庄，并且戴着闪耀的“鸽子蛋”———
似乎正好迎合了一则流传已久的坊间传言：她与汤珈铖早已
隐婚。所有这些都有意无意地成为这位海归美女总裁的新包
装，和新书一起上架、闪亮登场。

第一本书出版的2008年，董思阳让中国企业界眼前一
亮。生于1985年，相貌美丽，年轻海归，自主创业，身家过
亿……无一不是精英故事的标准噱头。于是，这个年轻的海
归美女企业家以极其惊人的速度红了———虽然她的凤博集团
官方网站至今无法访问，所有关于这家企业的信息，均出自
于董思阳之口或与之相关的媒体文章，当然，更多的是在董
思阳的书上。公众会为这样的一种想法抽一口凉气：也许除
了这两本书上的文字，董思阳精彩的成功故事别无他所。

以上正是2008年很多人已经看到的事实。
根据有关媒体的调查，董思阳的工作和创业经历存在多

处造假漏洞。她声称获评为“80后美女总裁”、“中国十大
美女企业家”称号的两家颁奖媒体———《海外赤子》 和 《中
国工商时报》，事实上根本就不存在，而她毕业的美国某大
学也被证实是“野鸡大学”。

作为回应，董思阳很快发表博文表示：“既然当初选择
了把自己放到媒体的聚光灯下，那么无论何时都应该坦然地
面对别人的放大镜与质疑。”在一次面对媒体时，很多关键
问题如“持哪国护照”被董思阳以“不便于说”予以拒答。

董思阳的微博一直更新到2011年的1月20日，有网友在
留言里直接斥责她“虚伪”。在仅有的三页微博中，董思阳
的每一次出镜都是精心装扮，看上去还是那个年轻的美女总
裁。她的妙语巧思依然充斥在新书中，根据当当网的网友评
价，购买此书的人都认为收获颇深，并不乏对董思阳仰慕和
钦佩的同龄人。在这一点上，董思阳是成功的。她的讲述鼓
舞了读者———不管讲述的内容是否掺假，她已为自己树立起
了一种标准的成功者形象。

董思阳说，成功是一个圆，它包括健康、财富、事业、
家庭、个人所需时间、人际关系、道德修养等七部分，这七
部分缺一个不可。但显然，无法自圆其说的经历“漏洞”和
美丽包装，让她的成功看起来像个虚幻的圆型泡沫。

在任何事物都可成为消费品的年代，董思阳的美丽，即
便虚幻，但仍有观众。因此，在80后中国企业家名册中，也
必须包括董思阳的青春。

【茅侃侃简历：1983年生，现任中澳凯尔健康创始合伙
人、COO】

2011年 3月 11日，茅侃侃成为一则微博爱情故事的主
角。凌晨 3点多，他在微博宣布与女友分手，并叹息对方是
“惟一一个会给我买衣服的女孩”。

不单单是感情，目前只有初中文凭的“财富新贵”茅侃
侃看上去什么都喜欢往微博上晒。他上传自拍照，推荐热门
美剧，臭骂社会怪现象，相当口无遮拦地表达对一件时事或
者一个名人的看法。他的微博中充满了“悲催”、“神马”
这些最潮流的网络用语。他在微博个人简介中直言：“人不
猥琐枉少年。生命在于得瑟，兼职写书的，纯业余泡 KTV
的……”一副十足的“玩主”范儿，而在 《财富》 “中国 40
位 40 岁以下的商界精英”榜单上，“玩主”茅侃侃位居第
28位。
“通过玩，我一直在磨合，直到找到了属于我的发展方

向。”茅侃侃说，“我是以娱乐的心态在做着泛娱乐的事
情。”

茅侃侃生于 1983 年，人如其名，说话有点絮叨还有点
贫，长相不帅，装扮挺潮，爱逛夜店，看上去属于最普通的
典型北京小伙儿———除了他的经历。16岁，他成为史上第
一代 BBS技术论坛“斑竹”；17岁，他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微
软三项认证获得者；23岁，他成为全球首家“数字真人实景
游戏” MaJoy 创始人。

与年纪迥异的资历源于茅侃侃 6 岁就已经拥有了一台
“娃娃电脑”。小学五年级时，茅侃侃又得到了一台 386DX40
计算机。小学生茅侃侃对各种 DOS命令了如指掌。茅侃侃
14岁开始在 《大众软件》 等杂志发表数篇文章，并自行设计
开发软件。但在这同时，学习成绩每况愈下。1999年，就读
北京育英中学高一的茅侃侃地理会考不及格，补考后还是不
及格。按照政策，他失去了考大学的资格。与家人和老师的
愁容形成对比，茅侃侃的态度很轻松：“正好，咱就不学
了。”

Majoy公司成立之初，并非如坊间流传的“茅侃侃仅用
几个小时忽悠了一个国企老板 3个亿”。“这是传说，但我
不是哥。”茅侃侃说。

真实的情景是，2004年底，茅侃侃在北京市科委软件中
心工作期间，参与了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的北京数字娱乐产
业基地项目立项。当时的时代远望公司常务副总裁林琪正在
琢磨如何选择新的项目装入北京爱航工业公司，茅侃侃在一
次与林琪的畅谈中，向其提出是否可以从数字娱乐产业类的
真人实景数字游戏项目入手。这就是后来 Majoy 公司的开
端。

2006 年，茅侃侃出任时代美兆数字科技有限公司首席
架构师兼首席运营官，他将 Majoy游戏定位为真人版的大富
翁游戏。此后的 5年间，茅侃侃由 IT打工者变成了“80后
财富新贵”。

2010 年底，茅侃侃出了一本书 《像恋爱一样去工作》，
本书不是他对于工作的恋爱宣言，而是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告
诉读者：他已与 Majoy分开。几个月之后，茅侃侃又推出了
一本书，名为 《在那西天取经的路上》。“创业的道路就像
唐僧爷爷西天取经一样，历经千难万险，八十一难只多不
少！我的成功不可复制，但是我的失败你却可以借鉴！”这
是茅侃侃为此书所作的宣传语。当然，这两本书里的文字都
少不了“茅氏”贫嘴。

茅侃侃的新身份是中澳凯尔健康创始合伙人、COO。他
在微博中说自己“以前做技术，现在做健康管理和医疗”。
这个 28 岁的青年，会继续“像恋爱一样去工作”地“走在
那西天取经的路上”。

【舒义简历：1984年生，现任力美
互动广告有限公司总经理】

2006年夏天，22岁的四川大学生
舒义上了《成都晚报》，报上的他是一
个另类的 80后少年：虽然他是在读
大学生，但已经一年没上课，因为他
同时在三家 IT公司担任重要职务。报
章的字里行间是一个意气风发的少
年和他身后为之发愁的母亲。

5年后，舒义的名字再度见报，这
一次是出现在《财富》(中文版 )杂志发
布的“中国 40位 40岁以下商界精英”
榜单上，作为力美互动广告有限公司
总经理的舒义排在最末一位，生于
1984年的他，也是榜单中最年轻的一
位。这次见报，舒义的母亲应该不再
有 5年前的担忧。

舒义大一时因为担任一份英语
报纸的校内总代理，得到了全校通报
的警告处分，写下了有生以来的第一
份检讨，罪名是“在校进行商务活
动”。令所有人惊讶的是，仅仅一年之
后，舒义就堂而皇之地去校外进行

“商务活动”了。
“上大学无非是学习和拿毕业

证，现在这两个目的对我都没有吸引
力了。2006年是互联网第二代最关键
一年，我正在积极寻找风险投资寻找
创业项目，我不想失去这个机会！”舒
义在 2006 年面对《成都晚报》采访时
说。

这篇题为《“80后”：书不读了 去
创业》的新闻没有放在财经版块刊
登，显然，一个有些另类的年轻人才
是当时的新闻点。

然而，舒义的创业之路就此展
开。

在办电子商务公司碰壁之后，舒
义萌生“既然想去生小孩儿，那不如
先带一个小孩儿”的想法。不久他创
立了力美互动广告有限公司，将业务
定位为帮助大网站进行运营，代理地
方网站广告。他找到腾讯西南区的区
域总监，提出免费为腾讯做成都地方
站的外包。依靠这个条件，腾讯免除
了其第一年的保证金。腾讯给力美的

年度业绩指标是 160 万元，而舒义后
来成绩是 1100 万元，他一下就赚了
500万元。几年后的今天，力美互动广
告有限公司已是目前中西地区最专
业的和最早的网络广告营运商之一。

虽然因为过早主动摆脱学生身
份而不让家长省心，但是创业中的
舒义，却带着相当浓厚的学生色彩。
2006年的舒义常常要满头大汗地到
街上贴广告，随后又马上西装革履
地去五星级酒店找投资人借钱。面
对着一名 40岁的“海归”成功人士
边吐着烟圈边说出的不屑之词：“我
凭什么要借钱给你？你进过几次五
星级酒店？”舒义的回答是：“谢谢你
的教导。虽然我现在没你成功、没你
有钱，但是你 20 岁时绝对没我成
功，我 40 岁绝对比你成功！”说完他
掉头离去。

2008 年，舒义创办的力美互动
广告有限公司走上轨道，他去武汉建
立分公司，生平第一次坐飞机，也许
是下了飞机兴奋劲儿没过，此后的一

段时间，这个创业中的年轻人开始马
不停蹄地去旅行。在去了全国几十个
城市之后，2009年，舒义“才把心重新
收了回来”。

2009 年，舒义果断进军大 Wap
站，只花了一年就做到无线广告业绩
第一，力美公司完成了北京和广州的
布局和资本运营，而舒义投资的几家
公司发展也不错，股权升值平均 10
倍以上，作为舒义个人，身家已经上
亿。

在舒义的微博上，他给自己写的
简介是：“19 岁创业，区域互联网起
家，移动互联网拓展中。 自营手机广
告，媒体，公关公司，经营杂（反思
中），投资多家移动应用公司。”
“我赌的是移动互联网的 10 年

发展，成为像马化腾那样的商业领
袖。”舒义说。

10后的舒义是未知的，但 5年前
掉头而去的舒义此时可以转身告诉
那位吐着烟圈的“教导者”：他成功
了。

他们生于上世纪 80年代，他们
喜欢自由，热爱潮流，他们追逐理想，

享受生活。
他们都爱微博，但不怎么大谈事

业，更喜欢“小清新”地讲心情、些许
自恋地晒生活、口无遮拦地评时事。

他们对商机嗅觉敏锐，抓住机会
就决不放弃。他们渴望得到社会承
认，但更在乎自己的内心感受。

他们是看《成长的烦恼》长大的孩

子，但不再是“成长烦恼”的青涩主角，
他们正走在为理想奋斗的路上———这
路上，坎坷荆棘与春风得意同在。

他们是 80后中国企业家。

80后企业家青春名册

中国 40岁以下商界精英榜

李想不认为自己的成功缘于中国互联网业的大形势，因为由始至终，他都是那个驾驭理想的人。

李想：驾驭理想

舒义：另类少年

虽然过早主动摆脱学生身份，但是创业中的舒义，却带着相当浓厚的学生色彩。

在任何事物都可成为消费品的年代，董思阳的美丽，即便
虚幻，但仍有观众。

董思阳：“虚幻”美丽

这个 28岁的青年，会继续“像恋爱一样去工作”地“走在
那西天取经的路上”。

茅侃侃：创业“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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