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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驱动力带来大创造力

资料显示，除了 2009年 8月 7日
已被执行死刑的首都机场集团公司
原总经理、董事长李培英以外，近年
来，中国民航系统分别因严重违纪违
法被“双开”、“双归”的高管还有张志
忠、宇仁录、黄刚、黄登科，年纪分别
在 45—60岁之间。

事实上，无论从职务还是从工作
的年限看，这些企业高管都不属于
“不懂法”的群体。但是 ,很具有讽刺意
义的是, 当北京市某高官近日知道自
己被判 10 年徒刑时，还是那句话：
“我真是不知道受贿 170万会判这样
重。早知，打死也不会做。”

当“利剑”穿透身体带来的伤疤
永远像法国作家霍桑代表作《红字》
中的“红 A”一样刺在他们的脑门时，
我们也听到了他们灵魂的忏悔。然
而，在这些人的呼吁中我们更倾听到
这样的心声：请明晰模糊的法规，取
消弹性的规定，严格程序，加强监督

和上诉机制，别让规则形同虚设。把
看得见的“潜规则”改为“显规则”。

这不是戏言。
2011年才过去 4个月时间，各个

行业频频出现违纪违规违法现象，企
业法人“锒铛入狱”现象有增无减。这
是近日法律界人士在“法律与传媒高
峰”论坛上强调的观点。

5月 9日，笔者读到一则新闻：重
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重庆庆隆
物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彭
治民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
罪、组织卖淫罪、寻衅滋事罪、滥伐林
木罪、高利转贷罪、行贿罪，数罪并
罚，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
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与此相
关的举动是，5月 10日，重庆开始了
新一轮的“食品行业打黑行动”。当地
领导指出：人民群众已经被“黑心老
板”经营的“黑心企业”生产销售的
“黑心食品”逼得不知所措。每天面对
报道的 “毒辣椒”、“毒馒头”、“毒牛
奶”的压力不亚于 8级地震。有“黑”

在就必须坚决地打。
大凡有点理性判断的人都明白，

触及法律的人毕竟是企业家群体、企
业管理者队伍中的极少数人。但是从
法院审理后公开的“彭治民组织、领
导黑社会性质组织，采取暴力、威胁
和其他手段，有组织地进行违法犯罪
活动”的事实看，令人发指的“败类行
为”的确是极其严重地伤害了人民群
众的利益。

法律人士对笔者说：尽管有“笑
星周立波”讽刺中国经济犯罪人员越
来越普通化、小级别化，但是，严重的
现实依然是“犯罪人员层次越来越
高”。而这个“层次的人”大多是因为
社会上存在的“潜规则”空间而慢慢
滋生出来的。
“潜规则”几乎无处不在，这是中

国社会一个极其严峻的社会课题。
当“贿赂门”再次牵扯到跨国公

司雅芳中国公司管理人员时，笔者 5
月 9日看到的结果是“4名高管及时
落马”。

有及时，就有不及时。中国民航
的多个高管如果有这个“及时”也不
会给企业和社会带来如此恶劣的影
响。但是，仅仅口头上强调“治病救
人”已经不符合时代特征了，必须拿
出像美国《反海外腐败法》这样的“利
剑”才可以代替日后的“法律制裁”。
跨国公司正是因为根据《反海外腐败
法》规定的“自我举报”形式使得企业
高管的“违规行为”得到有效控制。

全社会以及企业管理者在“反腐
倡廉”活动中应该如何思考？

社会学家和法律工作者的提示
是：可以借鉴西方很多方法。美国的商
业系统强调企业诚信体系的同时，一
定对投资国有加强相关法制建设的严
格要求，来保证“反受贿反行贿”成功。
“法”的提醒不是另一种“潜规则”，也
不是“暴力”，而是本着“治病救人”的态
度帮助当事人维护生命权利。任何一
个人在犯错误的关键时候得到“法令”
的提醒，应该是最积极的方式。不然，
“榔头”砸到脑袋，代价不仅是伤疤。

江雪读博客 序与跋

致亲爱的
中国读者

创新,要设立新高度
创新是什么？是家常便饭。这是

迈瑞公司老板徐航的名言。
真的是那么简单吗？台湾著名企

业家、全球半导体产业“拳王”、联发
科技董事长蔡明介就是凭借“颠覆性
创新”巩固了企业在全球市场 20多
年的黄金地位。

在清华百年校庆举办的“创新论
坛”期间, 徐航写博客道出自己的经
验: 企业的创新是每个企业家必须天
天面对的事实。但是行业的不同,创新
的意义也不尽相同。我进入的是医疗
器械行业，这个行业不仅是强手如
林，同时也是各种学科交叉比较密集
的行业，所涉及的学科五花八门。我
们公司一走向前台, 就碰到国际对手
东芝、日立这样的大巨头。那么,我的
创新就要有新的高度。

如同在球场, 一上场碰到的就是
乔丹。没有惊慌的徐航很快找到自己
的定位:中国的知识分子创业先创新。
他的理解是把当年的理想摆到正确
位置上来, 为中国人的切实需要制造
市场。时间有限,一定要把知识和才华
用在解决实质问题上，不要空想。

必须做行业“黑马”的迈瑞事实
上就是以积极创新的眼光和态度找
准了自己的定位:为中国的需要服务，
不做低廉的医疗设备; 大公司忽略的
市场，我们必须也要凭借技术去打
开。让世界同行学着仰视中国的创造
者。

事实上, 迈瑞做了令外国大公司
闻后感到追悔莫及的事情: 先满足中
国上千个县级医院的全系列监护仪
的特定需求，然后逐步从监护发展到
临床检验设备，再发展到数字的超声
设备、影像设备。目前,不仅在终端市
场牢牢占据了中国第一，同时乡镇医
院市场也开始使用迈瑞的设备产品。

徐航的远大理想从不跟创新思
维分开。他在解释自己如何完成创新
过程时，强调少不了细致周密的判
断。“过去的事实是，中国医疗设备领
域,70%以上需要进口。这个数字在别
人眼里是永远的创伤或者是哀叹，但
在徐航眼里就是巨大的创新空间。他
坚持多年对这个市场定位付出耐心、
品质、毅力、意志换来业绩。“是清华
的精神让我看清了理想与现实的距
离, 也让我清醒地知道做企业家的使
命是什么。”徐航说。

没有重复别人的创新, 一定是基
于使命感的，那样才可以创造出新的
价值。

李开复 18个月前创办创新工场
时面对社会上很多质疑: 创业是不是
要用教练式、孵化式的模式做出来?

李开复在 4 月 22日的博客中总
结了 18个月的创新成果: 非常让我
欣慰的是 ，18个月里我们投资了 28
个公司，而这 28 个公司一共有 600
位员工，至少一半已经有百万用户级
的水平了，而且其中有好几家已经拿
到了外部相当好的投资。最重要的
是，这 28个公司在过去几个月中申
请了 20个专利。我的领悟是:中国创
造的产品要想走向全世界,成为创业
的强国,必须要达到自主创新的新高
度。

在博客上最活跃、被称为“博客
控”的李再复每天关心的话题离不开
如何提高创新内涵。过去 18年在最
一流的外企和最领先的美国创业工
作，给他带来的一些反思他毫不保留
地奉献出来。他一再坚持的创新的最
核心思想就是“创新要有新高度”。

企业家所认识到的创新新高度 ,
其中一条就是对人才的新认识。李书
福公开表示:进入了信息时代, 我们很
多成功是在制造业得到的，所以我们
会用制造的思维来看事情。在信息时
代，一个顶尖的人才和普通的人才的
差距可能是一百倍、一千倍，甚至是
一万倍。而过去他们在生产上的差别
只有 30%到 50%。

新高度也包括独特的商业模式。
正如马云所说: 知识是可以灌输的，
但是人类的智慧是启迪的、是唤醒
的。人和机器最大的差别是我们懂得
创新。我们未来最大的挑战也是需要
找出巨大创新空间。我思考,创新无模
式。

创新就是感触，是企业家个人对
出现问题的看法,所以要创新，企业家
的心理基础一定应该是敢于欣赏自
己的一切能力,包括创新能力 。

经济学家谈到企业创新时有一
个启示: 创新不是因为你要打败对手
而创新，不是为更大的名，而是为了
社会、为了客户、为了明天。

创新,要跟明天竞争
明天是什么?
明天是未来，明天是希望，明天

也是梦魇。这是很多企业家的共识。
重庆力帆集团董事长尹明善 5

月 2 日在民营企业家投资与发展论
坛上说：为了明天,企业家要把创新当
成信仰。信仰天道酬勤；信仰后来居
上；信仰埋头苦干。

李书福的观点更为精辟：创新要
求企业家必须是那只先知春江水暖
的“鸭子”。敏感的意识带来积极的创
新行动。

北京银行董事长闫冰竹近日在
公司网站专栏上发表文章说: 为应对
利率市场化挑战，我要求自己要有着
与众不同的战略眼光，顺应国际银行
业发展趋势找到自己的市场定位“服
务中小企业”，深入其他银行不愿涉
及的领域，着力构建银行、保险、基
金、租赁等高度整合的综合金融服务
平台，开创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崭新蓝
海。

在金融业, 很多老板不屑于做这
些业务。但是,创新行动带给北京银
行的业绩令人振奋:2010年，北京银
行设立了国内首家消费金融公司，第
一批入股保险公司，初步构建了横跨
商业银行、消费金融、保险公司等领
域综合化经营雏形; 与 ING合作，正
式启动“打造中国最佳中小企业银
行”项目 ,在设立全国首家科技支行
的基础上，成立全国首家文化创意特
色支行。2010年，转型升级的战略推
动者闫冰竹为了应对利率市场化的
挑战，再创出新的管理模式 ,成为中
国首家走进西方发达国家的中小银
行。
“活着就是为了改变这个世界”

这句话不仅仅道出了苹果总裁乔布
斯的心声, 也成为中国很多优秀领军
型企业家对自己的要求。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董事长曹德
旺近日特别强调了自己的态度：24
年来，作为创业家，我能够保持行业
领袖地位成为优秀企业家、慈善家，
就是为了明天而不断地作出种种创
新，包括制度创新方面的，1995 年就
引进独立董事、1996 年请国际事务
所对企业审计，使公司很早就成为健
康公司而成为国际大公司合作的首
选公司。

创新,是一辈子的事业
可以相信的是，在不断研究经济

学家以及社会学家关于“宏观形势”
的观点之后，每个关注当前形势的企
业家们都在问自己：既然企业家是善
于经营、可以不断地滚动增长、实现
真正价值，那么，在“十二五”期间，还
能做什么？能做好什么？什么样的创
新可以为中国的复兴做出真正贡献？

2006 年在香港收购万众电话公
司，带来了很好的协同效应的中国移
动通讯集团公司的董事长王建宙说:
创新的提示无时不在企业家脑袋里
活跃。没有 2006年的业务创新尝试,
就没有中国移动 2007年的收购巴基
斯坦巴科泰尔公司的事实和业绩。作
为国有企业的领导人员，要实现国有
资产的增值，这与上市公司为投资者
创造价值的理念是一致的。

王建宙在博客上说：我还有一个
观点,那就是“小事也可以体现创新灵
魂”。做最小的事情，比方说地上有一
张纸，大家都熟视无睹，没有人捡。但
是，我作为一把手，你们都不做的事
情，我要做，我就要把这张纸捡起来
了，传递一个信号“臻于至善”。员工
进入中国移动的第一天我就要告诉，
你做的事情要按照全中国、全世界最
高的标准去做，中国移动作为这个行
业的龙头, 创新就是尽善尽美,没有止
境、持续不断。创新是企业家一辈子
的事业。

没有持续不断的创新力量、创新
意识、创新行为就不会有今天依然屹
立的伟大企业，如杜邦、福特、沃尔
玛、波音、通用电气。而且，这些企业
都是在一个国家重要的转折时期抓
住了机遇，并以技术、管理、模式等大
胆的创新成就了梦想，引领了全球的
商业趋势。

说到创新是企业家一辈子的事
业话题时，记者想到 5月 2日在北京
举办的一个论坛。社会学家对企业家
说：前苏联为什么解体有很多解释。
其中有俄罗斯专家总结说，世界历史
上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现代化模式，一
种是以人为主体的现代化；一种是以
人为代价的现代化。正是以人为代价
的现代化导致了“苏联模式”的最大
失败。

事实上，当时很多企业家明白社
会学家的忧心所在。其中一个企业家
发言说：我不想让员工成为国家成功
或者企业成功的牺牲品。我把这个意
识和社会责任感看成是一个企业家
一辈子的思想创新，它要和我的企业
的其他创新一起合成一股积极的力
量，推动中国经济健康发展，成为国
际舞台上的新生力量。

我们愿意相信每一个企业家的
心里话：为中国的伟大复兴不断地创
新、求新，做创新的“鱼”，在蓝海中畅
游。

创新的“鱼”可以在蓝海中畅游

“榔头”砸到脑袋代价不仅是伤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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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知道学习巴菲特投资，但是读完彼得的书后，
我的新体会是更应该学习沃伦·巴菲特做父母。

一般人可能羡慕生在一个富豪家的天之骄子。但是股
神明确地否定了这一点，他认为，家庭给了富二代“豪华的
环境、贫乏的人生，他们不是生来嘴里就有“金汤勺”，而是
生来背上就插着“金匕首”。

因为，股神给了彼得独特的教育。虽然他只给彼得 9
万美元，但却给了他一个支持、鼓励、诱导的环境。他鼓励
彼得：如果你想人生多姿多彩，就试着学所有有兴趣的事
情。他鼓励彼得审视自己内心，寻找自己的热情所在。股神
理解，找出热情所在是一个辛苦而又玄妙的过程，需要很
大的自由空间，父母若是施加压力只会适得其反。是这样
的环境和苦心的父母才造就了今天成功的作曲家彼得·巴
菲特。

今天的中国非常需要学习这样的教育方式。中国的有
些父母对孩子期望甚高，一味地要求孩子按照父母的理想
去做，全然不听孩子心中的声音。有些中国的父母给孩子
太多的溺爱，教导孩子一切“向钱看”。这反而是在孩子身
上插“金匕首”。

当我在微博上转发一些《做你自己》的精华，我得到了
很多很积极正面的共鸣，其中一条微博被 3 万人转发。

彼得完全可以轻松进入投资界，靠着父亲的名声获得
成功。但是，当他放弃了这样的人生，而走向自己喜欢的音
乐人生时，他便具有格外的说服力。

———创新工场董事长李开复

非常高兴这本书能在中国出版，在遥远的大洋彼岸，能
与未曾谋面的你们，产生美妙的邂逅。对我而言，中国是一
个神秘而遥远的国度，它正以飞快的速度崛起，世界在赞叹
中看到它的巨变。中国正在改变世界，从商品制造到价值观
的传输，巨龙的吼声变得越来越响亮。

而在每一个快速变革的国家中，都会遭遇这样的难题：
我们如何抵御各种诱惑和压力，找寻自己的人生志向，以源
源不绝的激情去追寻梦想。我在书中分享了很多关于金钱
和幸福的价值观，它们基于我的个人成长经验以及我在摸
索中体味到的各种挫折和喜悦。很多人认为，我的人生起点
很高，没有谋生的压力，自然更容易实现自己的梦想。对于
此种看法，我并不认同。离开大学后，我开始独立地生活，
不仅要负担音乐工作室的开销，还有房贷的压力。我和其他
年轻人没什么两样，都在为了工作和生活不停打拼。我承认
自己在很多方面非常幸运，但是我从父亲身上学到了最重
要的做人态度：你的人生起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最终抵
达了哪里！

我父亲沃伦·巴菲特，因为在股市上的巨大成功而享誉
世界。对我而言，他不仅仅是一个父亲，而且是以话语、行
动深深影响我的一个先行者。他极度享受工作带给他的乐
趣，每天都在做自己热爱的事。让他最开心的，并不是赚取
了多大的财富，而是他从中获得了极大的满足。对他而言，
钱买得到的东西始终不是必需品，他生活里的奢侈品很少，
开的车也是十几年没有换。他相信，一个人拥有的胆识和决
心，比金钱要重要很多倍。

我发现有许多父母会给孩子提供经济援助，让他们的
生活过得很宽裕。但假如父母不尊重孩子的独特性，也不允
许他们去发掘自己的天赋，这就会导致很不幸的结果。孩子
需要犯错，才能从中学习；孩子需要创造属于自己的成功，
才能建立自尊。当善意的父母给子女铺就的道路太过平坦
时，父母就剥夺了子女赢取自尊的机会，这也让孩子们在塑
造性格的过程中欠缺了战胜挫折的经历。对孩子们而言，只
有战胜这些挫折才能拥有真正、持久的自信。即便是不富裕
的家庭，父母也能以自己的言行，影响孩子的人生走向，帮
助他们发掘自身的潜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故事，
也有独一无二的方式，寻找自己在世上要走的道路。

我的父母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让我知道人生最重
要的事，莫过于寻找属于我的道路，还有幸福（而非财富）。
他们身体力行，告诉我快乐有很多方法，而我得找到自己的
对抗失败的方式。在这一路上，他们放手让我独立思考与成
长，给予我真正的尊重和关爱。

曾有中国读者问我，如果有两份工作摆在你面前，一份
乏味但薪水很高，另一份有意义但待遇很低，你会如何抉
择？这个问题非常有趣，我选择的答案与本书所表达的价值
观很契合：我会选择待遇低的那份，因为金钱是副产品，真
正重要的是工作的实质。钱买不到快乐，而人的价值观才是
最稳定的货币，它为我们赚得自尊，赢得心灵的安宁，带来
最丰厚的回报。

人生何其短暂，做自己最快乐的事，不要左右于他人的
眼光，由自己去定义成功，这样你才能真正地抱拥幸福。准
备好了吗？请跟我一起踏上这场美妙的探索旅程。

彼得·巴菲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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