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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鉴

北北/文

张朝阳
来微博共舞吧

黄鸣
希望微博成“大树”

史玉柱
借“微博”感恩

微博，是“舞台”？“战场”？“世外桃源”？

以惊鸿之态逆风飞扬

江雪读博客

“懦弱的碎片”化做智慧

从6月9日“中国首次放弃高考
的学生联名声明在微博上发表，到6
月13日晚云锋基金创始人之一虞锋
连发四条微博支持马云，与财经名
人胡舒力开始的抗辩，到 6月14日
早，南航一机长在个人微博表示“跟
国企玩，你玩不起”等事实看，中国
的4亿网民形成的“压力集团”告诉
我们：必须承认，时代真的变了，因
为社会的各种力量对比变了。

新书《有权懦弱》的封面上写
道：锦言绣语，直抵人心；别具只眼，
至真性情。

是的，博客的出现和使用，让中
国人学会了思辨，学会了探讨，学会
了包容和开放。在此基础上诞生的
微博，让中国社会更有哲学智慧，更
有真实性情，更讲科学理性，更能吸
纳世界精神和文化。

对此，张朝阳在博客中写道：微
博提高了整个社会的智商。无聊中
催生了智慧，也鼓起了弱者的胆气，
让中国人更有胆量。

微博从一开始面对假想听众的
独语，到如今对事件的直播，可以说
彻底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在这个
真实而虚假的世界，很多人看不到
粉丝刷新就焦虑。

2011年以来，很多来自互联网、
地产、餐饮企业的企业家，愿意把自
己的“言论”以及“行动”献给数以亿
计的网民，看重的不仅仅是广告效
果，更重要的是“改变懦弱，增长勇
气、智慧、力量”。微博的功能在于速
度，一旦束缚被速度冲破，哪企业家
也逃不掉“压力集团”的轰击。

企业家张朝阳作为“经营微博”
的后来者或许体会更深刻。当当网
李国庆大骂国外投行，京东商城老
板刘强东述说行业黑幕，任志强、潘
石屹“解读政府政策”成了社会大众
心中仗义执言的“明星”等“碎片化
的懦弱”形成了强大舆论后，他呼吁
企业家们：随着公民社会的推进，人
们日益关注如何行使自己的权利，
包括舆论监督权。“微博控”们的微
意见、微表情、微话语可以发生“一
呼百应”的效力。

正是他们的行动告诉了商业人
士：全世界的信息正在以每年超过
60%的速度增长；网络从精英文化向
世俗文化转型；网络的力量正削平
金字塔的顶尖；网络让精英智慧导
向群众智慧；再聪明的脑袋，也抵不
上成千上万的脑袋一齐发动。这跟
凯文·凯利在著作《失控》中表示的
一样：“计算机是权威的终结，非权
威的开始。”

智慧型企业家必须是“商场斗
士”、“舞台主角”。这个时代，你无处
可逃。马云也不例外。

在新浪网总编辑陈彤眼里是一
个“流淌着道德的血液”的地产企业
家任志强，2011年6月1日为400多万
名“粉丝”举办了答谢会：我是一个
没“学历”的企业家，目前被粉丝称
为“为微博而生存的人”愿意做的一

件事情就是“常和政策斗争”。
“炮手”不是懦弱者，但是“炮

手”曾经不智慧。
经历了懦弱的“碎片化”之后，

很多企业家意志开始强大。这个现
象让记者想起“纽约客”专栏作家索
罗维基在《群体的智慧》一书的观
点：在一定条件下，民众群体比个体
及小群体专家更聪明，群体如何不
沦为“乌合之众”建立在四个基本条
件下：观点的多样化、意见的独立
性、背景的分散化和有效的集体决
策机制。这也是网络理性的四个基
本条件，除有效的集体决策机制外，
前三个条件中国互联网都具备。从
这一点说，互联网也是上帝送给中
国人最好的礼物。

微博，不再是独语了。

委婉而理性地表达

2011年5月30日，爱瑞咨询集团
联合总裁CEO阮京文的观点在首届
中国微博大会引起企业家注意：微
博用户从5300人到核裂变般的约2.3
亿人，类似的爆炸说明什么？“微革
命”、“微创新”、“微时代”、“ 微博
阵”启发企业家该迅速地去做什么？

学着委婉而理性地表达。
不久前，企业家史玉柱在微博中

写道：晕啊，以前开玩笑话说，如果粉
丝到200万，我替每个人拿一元钱做
公益。2011年初实现了。如今粉丝又
达到300万，我兑现承诺了，让粉丝自
己决定300万元支援西藏困难学校。
我学会委婉而理性地表达情感了。

事实上，史玉柱所捐款的地域跟
他商业上的投资没有丝毫关系。他聪
明地表示，“我是学某些专业机构的
方法，他们迅速抢占微博阵地，快速
更新信息，把自己的价值、意愿和判
断在委婉中透着理性去表达。让社
会人肯于接受并积极参与设计、实
施、收获，分享全部过程。这样，企业
家的心血才会点滴不丢失的成为粉
丝的精神支撑。”

微博140个字带来的“革命”是
“委婉而理性”的气质革命。没有这
种气质，你终会败下阵来。无论你想
达到商业目的还是政治目的。

“情感营销”闪亮登场

对于微博的特点，阮京文还有
一个观点 ：这是一个类似于爆发性
的传播的速度，从一点传播到几十
点甚至已经开始到几十万点甚至几
百万点，传播方式属于持续的辐射。
任何神话人物都将变为普通人。

所以，商人、企业家、明星都在
思考：“微博”时代，如何“表演自己”
才能保持平稳或者上升地位？

5月，鼎晖创投老板王功权在新
浪微博宣告“私奔”后，企业家群体
懂得了一个新方式“情感营销”。

6月7日，王功权发表完“为不缺
钱的有钱人赚钱，我很无奈，也很悲
哀”的观点之后，鼎晖低调召开人民
币基金全体LP合伙人内部会议，董
事长吴尚志宣布同意王功权2012年1
月1日正式离职。

王功权当日再发微博阐述情感

困惑：中年怕落伤情泪，回首心易
碎。征尘断处恨无缘，谁解其中味？
叹人间，情最贵！英雄红颜多，知音
能几位？千古唤破一片心，惟见年年
无言芳草连天翠。孤影对红烛，红烛
点点泪。

很多企业家同情他的境遇，也
感叹他词文所表是来自生命的真实
感悟。但是当看到王功权又是朗诵
又是吟唱的视频同时出现在微博上
时，大多“绅士型企业家”又无奈地
表示“神经不同路”。

自从地产界“大腕”们搞了一次
微博集体情感营销，把“自由属于个
人，道德和精神属于社会”观点表达
完毕之后，“粉丝”以及王功权个人
都发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关于
私奔事件带来的对企业家的谩骂、
讽刺、挖苦、骂街的人渐渐少了，真
正通过观察这个企业家的人生经
历、社会角色的意义、成功商人的情
感困惑而思考人生意义的人多了。

无论是不是精心“策划”私奔，
王功权都在微博上实现了“自己有
人文情怀、道义纠结、政治智慧、商
业才华，但还是一个普通但不普遍
的男人”的“辐射性营销”。

对此类现象，皇明集团老板黄
鸣有深刻思考。黄鸣说：如果我们的
文化是浩瀚的大海，博客就是海边
的贝壳，微博就是海滩上的细沙。当
我们日益沉浸在140字的微博盛宴
时，有谁想到我们正在亲手缔造一
个文化沙漠？我担心这种越来越时
兴的快餐式阅读，让人们失去了思
考的时间和能力。微博和博客是有
益的一种沟通工具，应成为现代文
化的一部分，但绝不可替代文化而
存在。

黄鸣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
他希望企业家的语言、情感、行为在
微博上直播后也要长成茂盛的大
树，而不是“小草”。通过实践，他认
为微博不是一本名著，企业家们不
要沉湎于这种文化境界。

同样有另一种“勇士”也开始
“营销职业道德情感”。

6月8日，华夏基金张后奇连发
数条微博：“中国证监会首任主席刘
鸿儒先生在立市之初，就多次强调
‘上市公司是股票市场的基石’。可
是20多年来，2000多家上市公司中有
多少家给予了广大股民、基民真金
白银的回报？当国企改制的任务已
经完成，当大小银行、券商也纷纷完
成了上市，当民营企业也乘着中小
板、创业板蜂拥入场，当PE盛宴通宵
达旦，可是，中国资本市场的买方在
哪里？谁能听见股民、基民亏钱后的
泣声和骂声？”

张后奇首先“炮轰”内地股市已
经变成圈钱场，任志强等企业家都
做了“微博”转发。这又引来了张后
奇向所有在华夏盛世上亏钱的投资
人表示歉意，并做了首打油诗《答云
涛》：虎踞盛世两袖风，但悲华夏未
葱茏。翻江倒海涛声急，玉兔辰龙大
不同。

不在“世外桃源”潜伏的张后
奇，“营销”自己的勇气和张力让“粉
丝”倍增。“逆风飞扬”的时刻，他看
到了天空是那么晴朗。

本报记者 江雪/文 技术革命催生
社会变革。在全国
道德模范、典型人
物开通的个人微博
中，“当代雷锋”郭
明义两个多月2000
多条微博 “火爆”
百万人。这个事实
表达了我们这个社
会一种深切的愿
望：我们要有一个
“守望高尚的精神
追求”的榜样窗口，
成为交流真善美的
平台，传播主流价
值。

每当历史进入一个关键时期，
需要企业家们总结发展状况时，他
们内心深处都能感受到“一种时代
给他们带来的有关光彩与不光彩 ,
理智与不理智的较量”。
“最受不光彩、不理智的兽行

冲动所困扰的人群，是建造了并不
断重建我们这个现代世界的商人
们。”这是英国《本能》一书作者罗
泊逊的言论。

很多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在他
的言论中找到了理论证据：那些在
某个技术领域成为首领的人，也不
同程度地给贪婪和自信安上个悦
目的面孔“自我利益”。很长时间，
在经济领域里，谈到“贪婪”现象，
我们更愿意说“自我利益的膨胀”，

而强加上“道德色彩”。
如今却有些不一样了。让公众

失望的事件日益见增，企业管理者
所显示的道义力量反而见衰。正如
一个信仰基督教的企业家在博客
上公开说道：我们的不朽的灵魂必
须要跟上帝、自然、商业逻辑相安
无事才可以得到自我利益。但是有
些商人，时间长了，就不耐烦这些
逻辑，愿意剥去“粉饰的外衣”，希
望别人看不出来。

6 月 11 日，哈药总厂厂长吴
志军在京代表企业向公众道歉，承
认公司超标排污“对广大消费者心
理造成了极大伤害，对企业周边的
居民生活造成了不良影响，也对企
业的声誉和形象造成了难以弥补
的巨大损失，哈药总厂愿意为此事
承担一切责任，接受一切处罚”。

然而，公众的心是无法踏实下
来的。

13 日，浙江一家为跨国药企
生产高端原料药和中间体的药企
老总公开事实，“在中国，整个原料
药生产行业，真正环保达标的企业
不超过 20%。”

也就是说，国内大部分原料药
生产企业都从事的是最低端的生
产，这块是典型的低附加值高污
染，以哈药这样规模的企业为例，
产出量巨大，一天需要处理的废水
就有 4000 多吨，这样大的量也为
污水处理带来了难度。按照现行的
环保标准，国内绝大部分原料药生
产企业的环保标准都是不达标的，
业内 80%的企业都在“直排”废渣
废物。

哪个失败的企业家主动地承

认自己是因为贪婪导致？都习惯于
用中性词“过于自信和果敢以及冒
险创新”来解释内心的极端冲动。
很多被判刑的优秀企业家、优秀企
业管理者、优秀企业创业人都谈
到，自己都不知道从哪一天、哪一
步开始“黑心了”，最后发展为“黑
社会企业”头目。

目前中国可生产 1500 多种化
学原料药，产能达 200 多万吨，约
占全球产量的 1/5 以上。

这是“中国骄傲”。
环保部公开数据显示，2009 年

中国制药工业总产值占全国 GDP
不到 3%，而污染排放总量却占到
了 6%。而在各类药品中，原料药
属高污染、高耗能产业，对大气、水
域的污染尤为严重。2010 年开始，
环保部颁布了《制药工业水污染物

排放标准》。新标准中，主要指标均
严于美国标准。中国目前绝大部分
药厂都达不到这个标准。

这又是“中国之痛”。
更令人痛楚的是，上海因为

明白自己“环保处理远不达标”
而放弃了原料药的生产。但更多
“黑心企业”开始向中西部地区
转移。利欲熏心的地方政府以
“纳税和员工稳定”为招牌，使得
企业有恃无恐。

就在哈药总厂向全社会表示
道歉并承诺“改正”的 6 月 4 日至
9 日，杭州接连发生 4 起重大环境
污染事件，包括娃哈哈、万马电缆
在内的多家知名企业的“意外”事
故。

浙商资本投资促进会蔡骅指
出，今天的后果就是过去发生严重

污染事件后，政府往往“快速灭火”
却忽视对环境责任的界定与担当，
轻视对环境受害者的赔偿造成的。
“腐败”的结果是残酷的，其实，渎
职带来的灾难一样严重。

种种事件过后，经济学家赵晓
写文表达自己的焦虑：我的内心常
常会很痛苦，因为这个世界上遍布
着痛苦的生灵。在这个世界上，有
许多的罪恶和不公义，仇恨也就像
青萝一样生长。我盼望人人都能管
理好自己的“野心”。

一位读者回复他说：“你在美
国的演讲说的要有一个中国梦、输
出世人跟随的崇高价值观等理念
在我们所服务的中小企业老板们
中产生了积极影响，他们意识到重
要性并正努力要转身换道。我们中
国有希望。”

企业家，请管理好“光荣的野心”

序与跋

王培霖/文
《打死我也不当老板》是一本新奇的书。
它一反当下流行的创业观念，树立了一个“反命题”，很多

读者不免会觉得惊讶。但真理往往并不动听，真言往往逆耳，此
间道理，值得立志创业的人们、已经当了老板的人们和身在职
场中的人们再反思：企业家的性质是什么？什么样的人适合做企
业家？全民创业是应当鼓励的么？企业家与员工之间的关系，有
没有一些根本性的法则？

作者朱荣跃是苏州光华集团总裁，此书出版之前，我经常和
他探讨，我深知，此书乃是他驰骋商场数十年经验智慧的结晶。

朱荣跃是改革开放后最早的一批大学生之一，此后由一名
科研人员，到国有研究院院长、到上市公司副总裁、到大型民营
企业集团总裁，他的经历，既是一个成功职场人士的样板，也是
中国30年经济风云的缩影。

百战归来再著书，当30多年的商业实战与思考化作一行行
文字时，我们有理由相信，“打死我也不当老板”的立论，有其深
刻的含义。

此书分析了中国的老板———企业家的性质，他们的无限风
光背后的困境，他们所提供的企业平台对员工、对社会的意义。
在启发读者理解老板苦衷、真诚对待老板的基础上，提出了一
系列适用于员工的工作方法和个人成长攻略。这些方法，致力
于实现员工和老板的共同成长、良性互动，进而达到双赢。

书读完之后，产生了两个感想。
一个是，此书抓住了一个时代的重大课题，尽管作者自己

未必有此意识。
自古以来，富不过三代，是由于缺乏稳定不变的制度和思

想积累。到今天，富二代接班的问题，职业经理人能否规范化的
问题，民营企业能否由人治走向法治的问题······这些关乎民
营企业根本的、制度性层面的大问题，在这个风云激荡的时代
中，扑面而来。民营企业的核心是企业家（老板），而全社会对这
个核心的性质、认识水平普遍不及格。书中开宗明义地探讨了
这个问题，“老板”的性质是什么？如何给员工和老板准确定位，
如何实现积极配合？

从微观角度说，书中探讨个人的事业成功；宏观角度说，则
是关乎中国经济的未来的重大课题。

从历史角度来看，君臣关系是中国历史的主要话题之一，
与新时代汇流之后，或多或少与“老板———员工”关系有些类
似，历史意识对今天的人们，也有一些影响。明君贤臣出盛世。
周文王与姜子牙、秦穆公与百里奚、秦孝公与商鞅的故事，已成
千古佳话，但也几乎成为千古绝唱。为什么？个中原因当然复
杂。不过如果能有一部《君臣关系法则》汇集大家的智慧，成为
一部根本性的指导文件，恐怕盛世会多一些，乱世会少一些。

历史已经狂奔到21世纪，时代的主题，由君臣关系变为其
他，而民营企业这个小天地中，探讨如何正确处理“君臣”关系
的书尚不多见，也没有成为全社会稳定的共识（在欧美等西方
社会，企业家与员工的性质、定位、关系等问题，早已经完全成
熟、极为稳定）。只有全社会具有稳定的共识，才可能有良性的
积累。此书探讨这个话题，算是开了一个好头。

中国与成熟的西方社会，毕竟还有差距，完全以西方成熟
的企业理论来套中国社会，会水土不服。而朱荣跃以30年的本
土工作经历，又以前沿的企业管理理论为功底，当有其特别的
价值。

另一个感想是，年轻人如想要尽快成长为成熟的职业人
士，有赖于两点：一是思想上，对自己的岗位全面深刻的分析和
认识；二是工作技巧的掌握。“理论联系实际”后，一定会逐渐形
成良好的工作素养、取得优秀的成就。

企业家的
性质与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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