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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出军旅企业家是时代的一面旗帜，是企业家队伍中的
领军人物。中国改革开放 30多年来，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为
共和国繁荣昌盛建功立业的杰出企业家，特别是具有从军生
涯经历、有着人民解放军光荣传统的军旅企业家们，更加引人
注目。

柳传志：教父型
军史：7年

柳传志，在许多公开的场合被当众称为“柳大师”。这一称
谓表达了人们对于这位至今屹立不倒的中国第一代企业家的
尊敬。

对于军营生涯，这位中国企业界“教父”级人物从来也不
讳言是军营塑造了他。柳传志推崇“大柔非柔、至刚无刚”的
“王道”。当整个世界都在谈论联想、谈论柳传志的时候，他的
回应却是：“我不会用言语去回应质疑，我只用具体的业绩赢
取信任。”

任正非：苦行僧型
军史：10年

任正非是个“红迷”，他经常和员工讲毛泽东、邓小平，谈
论三大战役、抗美援朝，而且讲得群情激奋。

他说，在战场上，军人的使命是捍卫国家主权的尊严；在市
场上，企业家的使命则是捍卫企业的市场地位。任正非是这样
说的，也是这样做的，20多年来，他一直带领着华为人在无硝烟
的战场上冲锋陷阵，攻城掠地。吃苦对任正非而言是个生存常
态，而华为则被某周刊评为“可能是中国最累的企业”。

任志强：“大炮”型
军史：13年

任志强是个“愤青”，也被别人“愤”着，他与公众之间似乎永远
保持着一种“苦大仇深”的对立状。其实，任志强是个很简单的人，
他的逻辑就是：作为一个商人，“凯撒的归凯撒，市场的归市场”。

公众面前的任志强像是堂·吉诃德，无时不刻挑战着大众
舆论和情感的风车；他也像个大佬，话语犀利、言辞激烈、批判
一切，哪怕四面树敌。这就是“大炮”的性格，纵使最后粉身碎
骨，也要把该说的、想说的都说个痛快。

王石：狂野型
军史：5年

与大多神情肃穆、性格庄严的军旅企业家相比，王石更叛
逆、外向、机智，正是这些“老顽童”般的特质，让他成了企业家
队伍里的明星。

王石喜爱探险，性格桀骜不驯，身上似乎有着永远也“挥
霍”不完的激情与活力。攀珠峰、闯南极，让这位年届耳顺之年
的男人像一个风情万种的浪子充满神秘魅力。

郑永刚：“巴顿”型
军史：3年

郑永刚，杉杉投资控股公司董事局主席。因为敢作敢为、
果决刚毅，在业内郑永刚被称为“中国服装界的巴顿将军”。

年过 50岁的郑永刚随和而狂傲。“我有东北人的豪爽，也
有军人雷厉风行的作风。同时，我又有南方人、宁波人的经商
意识和精明。”郑永刚这样评价自己。

苏增福：“大哥”型
军史：8年

从一名退伍军人，到“掌舵”业内惟一一家上市公司———
苏泊尔，苏增福仅用了 11年时间。

苏增福为人淳朴，处事真诚，声誉极佳。听说，苏增福这个
名字在当地是有分量的，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普通百姓，提起
苏增福，只会用两个字来评价：一流。

一流的老苏，不仅是全国人大代表，还是一个“大善人”，
更是一位一流的民营企业家。

封亚军：“隐形冠军”型
军史：5年

封亚军身上有着许多粤商的共性：低调、务实、闷头发财，
在商界有如一股静水深流。

几乎在媒体面前绝迹的封亚军和他所创办的广东湛大集
团实际上却不同凡响。湛大是广东最大的饲料企业之一，总产
值高达十几亿元。而今，湛大又开始进军医药产业，将有更广
阔的发展空间。

郭凡生：书生型
军史：4年

郭凡生有两个身份：一个是慧聪网董事长；一个是国内知
识经济的倡导人和先行者。浓浓的书生味，让郭凡生看起来更
像个学者。

有人这样评价郭凡生：他一直对中国家族企业从事严谨
的学术研究。他的思想源于实践，逻辑顺畅，体系严谨，体现忧
国忧民之心；他的演讲气势磅礴，语言犀利，充满激情，具有罕
见的震撼力。他深受企业家、学术界的推崇与尊重，被誉为中
国家族企业的管理大师。

王中军：大腕型
军史：6年

作为华谊兄弟总舵主，王中军很“腕儿”，就像他投资拍的
那些超人气电影和捧红的数不胜数的明星一样。他曾霸气十
足地说，冯小刚垣王中磊垣我，华谊就是内地老大。

目前，华谊兄弟成了中国内地最赚钱的娱乐公司，王中军
也成了名副其实的娱乐大亨。

另外，王中军酷爱车，尤其对宝马情有独钟。

海岩：知道分子型
军史：4年

海岩初中毕业就去参军了，虽然学历不高，但却是个多才
多艺的杂家。

他是著名作家，曾撰写了《永不瞑目》等大量文学作品；他
是出色的企业家，现任锦江国际集团董事、昆仑饭店董事长；他
是一流的设计师，国内许多有名餐厅的设计都出自他的手笔。

海岩曾经这样总结自己：一流的室内设计师，二流的酒店
管理者，三流的作家，四流的编剧。

在美国流传着这样的说法：世界上最优秀的商学院，不是哈佛大学，而是西

点军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世界500强企业中，西点军校出身的董事长有
1000多名，副董事长有2000多名，总裁和副总裁高达5000多名。
在中国，500强企业领军人物，不仅有近一半是军人出身，而且前10名都具

有军人背景。

房秀文 林建 任鸽/文

“兵商文化”
催生企业家大军

兵商，当过兵的商人。这是一个遍
及世界的群体，这是一个特定内质的
团队。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更加凸显
了兵商现象，产生出特定的兵商文化。
来自“中国军旅企业家高峰论坛”消
息，在目前我国现有的企业家队伍中，
有过军旅经历的人达30%以上，珠江
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等经济发达地区
这个比例更是高达60%以上。而更详
细的数据表明，目前在全国排名前500
强的企业中，军人出身的总裁、副总裁
就有200多人。

这还不是全部。放眼世界，在全球
500强企业中，有近1/3的高级管理人
员有着军人出身的背景。在美国，甚至
流传着这样的一种说法：世界上最优
秀的商学院，不是哈佛大学而是西点军
校，因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世
界500强企业中，仅西点军校出身的董
事长就有1000多名，副董事长有2000多
名，总裁和副总裁高达5000多名。

一个个令人震撼的数字挑拨着人
们敏感的神经，或许人们在初看到这
些数字时心里还有些“打鼓”。但当这
样一些名字出现在眼前时，相信没有
人再对此有所怀疑———联想的柳传
志、海尔的张瑞敏、华为的任正非、双
星的汪海……据称，在全国著名的前
10位商界领军人物中，多数具有军人
背景。

这是一种偶然现象还是一种必然
为之？

军人文化支撑商场霸气

在一些人眼里，军人懂管理，方法
简单实用，工作效益高；军人守纪律，
听指挥，执行力强；军人有胆识，敢于
尝试新事物；军人能吃苦，不怕困难；
军人讲究分工合作，协调一致。然而，
这只是揭示了一般军人的普遍规律，
并不能从根本上反映出为什么当今有
那么多的军人，从部队转业后成为社
会经济力量中的“国之栋梁”。
有调研表明，在现有的军旅企业

家中，很多人当年“下海”虽然跟彼时
的大环境有关，但也并不仅出于为多
挣几个钱，在他们眼里，实现人生价值
和承担哪怕一丝的社会责任，都是当
时促使他们放弃或平稳或优越工作条
件，转而投向市场的决定性因素。在他
们曾经流淌着的军人的血液里，个人
利益始终要和社会利益乃至国家利益
联系在一起，在没有经验，很少资本，
并近乎“白手起家”的基础上，他们秉
承着军人的坚韧一步步走上来。在现
实工作中，他们极富想象力和创造力，
善于占领制高点，敢于大规模整合资
源，其坚毅和执著的品性，使他们哪怕
只有一丝希望，也决不轻言放弃。同
时，他们严于律己，为人表率，并高度
重视企业文化建设，擅长做政治思想
工作，用理想和追求凝聚人心。因此，
所有熟悉和接触过他们的人几乎都这
样评价：这是一支用热血铸就的商场
“铁军”，在他们眼里，没有不敢干的
事，没有干不成的事。
如今商场上的军旅企业家，都是

当年从军队中走出来的战士和将军；
他们今天的表现和作为，也是昨天在
部队时注入的军人文化的延续与发
展。毫不夸张地讲，正是由于军队的教
育培养，正是由于体内旺盛的军人文
化在起着巨大的支撑和引导作用，才
使他们形成了商场上那种独有的雄风
霸气，从而铸就了事业上一个又一个
的辉煌。

军人理想举起兵商大旗

说到军人文化，许多方面都非常
值得探讨，但作为任何一个有着多年
军旅生涯的老兵，其中带给他们体会
最深的则来自于两点：一是远大的理
想与对祖国的忠诚。从战争年代到和
平时期，视祖国的利益高于一切，始终
是战士、将军的最高行为准则。当祖国
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当国家遇到风
险和困难的时候，他们总能义无反顾，
挺身而出，即使吃苦受累、流血牺牲也
在所不辞。二是出奇制胜的创造力和

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无论遇到再强
的对手、再恶的险境、再大的困难，都
敢亮剑出招，哪怕还剩下一个人、一粒
子弹也要坚守阵地，攻上山头。在这两
条中，起着根本和关键作用的，就是理
想。有了理想，忠诚才有方向，“出奇”
才有价值，英勇才能修成正果。为理想
而战，是指引军队走向胜利的金色旗
帜，是保证这支军队永远立于不败之
地的旺盛“军魂”。

这种军人文化，一旦应用于商场，
就会和商人文化融合，经过优化提升，
形成一种强势的商业文化———“兵商
文化”。比如，把军人的远大理想和商
人的经营管理思想结合起来，就会将
经商的层次提升到民族振兴的高度，
为人民谋求幸福，为社会增加财富，从
而打破狭隘的“私欲”，去着眼于大发
展，成就大事业；把军人对祖国的无限
忠诚和商人的“爱财”、“敬业”结合起
来，就会自觉把企业利益和祖国利益
联系在一起，忠于自己的企业，忠于自
己的员工，忠于自己的岗位，全力以赴
为自己选择的事业而奋斗；把军人出
奇制胜的创造力和商人的“神机妙算”
结合起来，就会产生精妙的经营艺术，
能谋善断，充分发挥商业的“整合”和
“运作”功能，占据优势，以小的投入，
获得大的利润，迅速让企业发展起来；
把军人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与商人的
敢于冒险结合起来，就会形成不畏艰
险、勇往直前的进取精神，敢想别人不
敢想的事，能做别人不能做的活，勇立
潮头，叱咤商海，所向披靡。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理想也是起
着根本和关键作用的，是“兵商文化”金
色的旗帜。广大退伍军人，正是抱着为
理想而战的远大追求，于市场中创业，
并且在完成军人向商人蜕变的过程中，
创造了令人刮目相看的“兵商文化”。而
“兵商文化”也正是在为理想而战的思
想主导下，支撑和哺育着广大退伍军
人，令他们在拼搏中锻炼成长，实现了
由一个军人向军旅企业家的跨越。

“战场生死”演绎“商场成败”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华
民族已迈开了向大国复兴进军的脚
步。然而，历史向人们发出的警告是：
越是接近目标，越是困难重重。作为企
业，如何在这个机遇和挑战并存、希望
和风险同在的时代有所作为？广大军
旅企业家已经用自己的行动为我们提
供了借鉴：为理想而战，用自己的忠诚
和睿智，打造一支支商场上的“铁军”，
努力报效祖国和人民。

如果说在战场厮杀中形成的军
人文化是“生死文化”，在市场竞争中
形成的商人文化是“成败文化”，那么
由这两种文化融合而生的“兵商文
化”，就是经过“生死”和“成败”双重
淬火的特质商业文化。这种商业文
化，应该就是军旅企业家所追寻的新
时代的“商魂”。在很多军人企业家眼
中，我国现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就其对民族振兴的意义来讲，绝
不亚于过去的土地革命。所以，军旅
企业家今天投身商场，就像当年前辈
们投身战场一样，不能只着眼于为自
己赚钱，而是要将个人、企业与国家
的利益结合起来，为国家的富强而
战。在他们眼里，新时代的商人，应该
是有远大理想的商人，忠于祖国的商
人，富有创造力的商人，敢于挑战一
切对手的商人。有了这种文化支撑，
企业的精神就会为之一振，员工的积
极性就会从根本上得到调动，事业也
就有了永恒的动力来源。

今天的中国，面临着经济体制深
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
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新形
势。面对着当今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相
互交织、相互激荡的大潮，人们思想活
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
增强，价值取向呈现多样化发展。在这
样的情况下，我们更加需要大力建设
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用理想提升企业，

用理想提升社会，用理想提升每一个
人。只有这样，才能切实地激发出整个
民族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才能更好地
完成大国崛起赋予我们的历史重任，
去实现那个从古老祖先开始就一直在
编织着的“大国梦”。

“强军”经验用于“富国”大业

兵商文化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
早在远古时期我国就有“兵商同道”
之说。著名的商圣范蠡，就是职业军
人出身，和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之
后，在极端困难情况下，他率领越国
军队，用整整20年时间，战胜吴国，创
造了复仇的神话。战争一结束，范蠡
就将自己领兵打仗的经验用在商业
竞争上，在其间的19年中，他三次积
累起来超越亿万的财富，又三次无私
地将其全部捐献给社会和百姓，可谓
是兵商的祖师。

可以讲，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大量
军事名著，都包含着深刻的商业哲学
思想。然而，真正使兵商文化得到长足
发展的，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大批退役军人进
入市场创业，把“强军”经验用于“富
国”之上，不仅在理论上得到了创新和
完善，更使大批军旅企业家在实践中
迅速成长起来，成为当前我国经济建
设中的国之栋梁。

而随着军旅企业家队伍的不断
壮大，关注和弘扬兵商文化也成为当
下人们热论的焦点。我国每年有成千
上万名退伍军人由部队转至地方，如
何充分利用军人的特质对他们加以
因势利导，如何利用成功的企业家经
验更好地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都是
我们要梳理分析“兵商文化”的重要
因素。中华民族正在进行着一场由13
亿人参与的伟大的经济和社会实践，
军人退出现役、融入社会，投身于市
场经济建设的宏伟事业中，必将再创
人生辉煌。

十大军旅企业领军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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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lto:zgjlqy@yeah.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