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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志刚
回报祖先以功德

刘畅
学习父辈“不服输”

贾樟柯
“不要太差”

放大那来自遥远的显贵光华

他们，柔和地承接家族财富

江雪读博客

东方神韵是灵魂

14岁去美国求学，首选专业是东
亚文学。郑志刚把新世界和周大福赋
予了既温和内敛又时尚高贵的内涵。

关于香港企业家后代是否能够
继承家族产业的话题，一直早于内
地就成为了热点。

当北京出现新东安、新世界、太
谷以及以蓝色港湾等典型港式商业
文化业态时，人们议论的焦点更离
不开香港富二代———企业家。

一个博客吸引了人们的眼球：
由于家庭浓厚的商业氛围使得我永
远都摆脱不了“郑裕彤长孙”头衔，
所以我14岁去美国求学，首选专业
是东亚文学。我认为经营商业必须
先懂人文环境和社会环境，要在大
学期间充分体会人文内涵，领悟我
们生存的社会，这都是日后作为一
名企业管理者所必备的素质。

郑志刚，香港新世界主席郑家
纯的儿子，5年前以荣誉成绩毕业于
美国哈佛大学。如今，引领集团的庞
大品牌零售业务活跃在两地，希望
为家族企业带来创新与变革。

当新世界在2007年成功上市之
后，郑志刚真的为“富二代”树立了
新榜样。
“守成者的东西我不做。跟他们

学智慧、学经验 ,但要创造性延续和
壮大家族的光华。”这是600亿产业
的继承人、“小黑马”、“工作狂”对员
工们说的心里话。

把艺术、人文、自然、商业融合
在一起的“北京K11环保体验馆”属
于低碳环保、减少资源消耗的建筑，
刚刚获得掌声，郑志刚又带着“K11
都市农庄”出现在武汉。
“看问题有世界视角、当商人还

有难得的人文情怀、实践中找到了
健康的企业家基因，加上对东方文
化的特别钟情。”这是他爷爷对他的
评价。

在更多人看来，企业家郑志刚
的价值不仅在于他创造了价值连城
的珠宝品牌、新商业地产业态，而且
在整个商业活动中凸显出东方文化
灵魂、东方美学元素、东方皇家气
质。并将个人的文化修养、责任特质
融入家族的财富积累中，向世界积
极乐观地传达东方个性、东方态度、
东方精神、东方古老文化。

事实上，已经有很多电影商开
始盯住这个“东方管理者”的“美国
眼光”。他们看到了这个年轻企业家
身上所具备的“中西合璧的美学思
想”给一代人带来的深刻影响：东方
家族的商业传统经现代人的人文情
怀演绎，可以轻松地实现“财富积累
和商业文明的进步”。

家族优势历来都是把双刃剑，
既可以让人开辟一个充满选择的世
界，也可以因为压力严重地限制人
的选择。富家子弟读书多选择世界
名校，但大多都离不开商业学科，读
文学、历史、哲学的少之又少。

习惯研究东方传统管理模式的
郑志刚，创业时跟爷爷提出一个条
件：自由加创新。他承认自己不是文
学家，但是愿意做一个“把稀缺的商
业智慧在身上显出人性光芒”的企
业家。

郑志刚在博客上讲了一个细
节：美国读书多年，特别习惯校园的
“钟声”代替着上下课的铃声。每一
点滴的信息源都让自己我感受到遥

远的家族用目光关注自己。
正是有着宗教般的理性基因牵

引，西方的生活情趣才没有打乱他
东方式的商业审美。通过多年的努

力，郑志刚把周大福这个珠宝品牌
赋予了既温和内敛又时尚高贵的内
涵。依此内涵的扩展，他实现了很多
“东方式服务社会”的美好愿望，让
古老家族的产业灵魂增添了属于21
世纪的商业文化风情。
“用东方美学改变生活的艺术”

就是“小黑马”对家族企业财富价值
的新解释。

呼吸着家族的“镇定”

贾樟柯是晋商的后代，家族企业
是很大的药厂、医院。他不屑于敬重
那些说自己不懂得商业运作的导演。

作为一个商人、投资者，贾樟柯
的语录是“迷茫的时刻，呼吸着先贤
的嘱咐可以镇定”。

日前，为了解释自己怎么成了
企业家的事实，贾樟柯在博客上写
到：我是晋商的后代，家族企业是很
大的药厂、医院。爷爷是著名外科医
生。但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就是摆
脱药房，当一个爬上彼岸的电影导
演。我从来没想过自己缺钱花，事实
上也一直有投资商追着我。但是，我
的体面是来自先人的嘱托：不要太
差！

是的，安身立命的体面他早就
懂。这属于“血管里流淌着道德的
血”的基因带来的幸运。扩张这种幸
运是他“弘扬家族企业文化”的惟一
方式。

不可否认，上亿财富的家族力
量使贾樟柯的激情“演绎”出了15部
电影。国外发行权带来的财富，使得
他的艺术理想一直挺拔向上，直到4
年前电影《三峡好人》大获成功。

此时，公司的诞生可以看做是
他商业运作的开始，其实也是他艺
术理想的运作。当年把他的电影打
入“地下冷宫”的领导不得不承认
“他是中国真正的商业电影操作者、
成功者”。当植入广告在中国大受责
难的日子，他已经把房地产最大的
植入广告带到了戛纳。

日前，令贾樟柯激动不已的是，
他感受到自己身体里流淌着的“道
德的血液”在喷涌，他承认自己刚刚
读懂中国钢铁工人的灵魂。为此，他
要投资上亿元拍产业钢铁工人的电
影。商人要讲效益，但企业家还要讲
社会效益。他相信自己会把两个效
益结合起来，让更多的艺术家和企
业家共赴这场“文化投资盛宴”。

专业人士认为：有了电影《世
界》在国际市场的成功运作，贾樟柯
更加明确要与世界各国优秀投资者
合作，给中国电影带来新的商业革
命。

同样在2011年6月的一个日子，
今典集团董事长张全宝也宣布正式
进军中国电影市场。一样的情怀，不
一样的商业运作。

贾樟柯不忘家族传统：低调做
人，高调做事。温良不与人争长短，
节俭但要有安身立命的体面。富甲
一方，担当社会责任。

一样的目光，来自先贤的注视。
一样的关注，来自家族的呼吸。
很多金融家表示，在和贾樟柯

的商业合作中，学会了把知识巧妙
而细腻地融入企业管理中。

贾樟柯认为，商业运作是可以
很艺术的，他不屑于敬重那些说自
己不懂得商业运作的导演。他常常
骄傲自己28岁就靠拍电影赚来了第
一个500万。

当了企业家的贾樟柯，不仅投
资自己的电影，也开始投资别人的

作品。他要探讨出一条新的商业模
式，可以把中国文化产业链拉长，可
以带动很多人就业。

助力家族“攻城拔寨”

2006年就以身价 20多亿进入内
地女富豪十强的刘畅：无论拥有多少
财富，都不会忘记父亲 20岁前没鞋
子穿的贫穷。

中国民营企业的交接班话题之
所以敏感，是因为它牵扯到“财富”
的交接。财富的交接也是控制权的
交接。在中国目前遗产税尚未开征
的情况下，这个棘手的问题已经摆
在了很多企业家面前。

尤其是2011年2月开始演绎的真
功夫企业夺权事件，让民营企业家
们再次感受到“接班人”的急迫性和
严酷性。

民营企业家让谁来接班？谁又
能够有能力并愿意接这个班？这道
题的难度一点都不低于企业家经历
过的各种商业风险考题。
“风险交接”过程中，记者虽然

听到很多“小丫抗大旗”的故事，但
是，当这个故事的主角被证实是刘
永好时，还是惊讶不小。

刘畅是一个很普通的女孩名
字。但是刘畅很小的时候就表示“我
要像李嘉诚那样投资”。因为刘畅知
道，这个世界上最能够欣赏出她价
值的人一定是她的父亲，企业家刘
永好。

记者在《好女早当家》一书的公
共网站上读到了刘畅的心得：我16
岁到美国求学，就选择未来继承父
业。在中国有点不可思议。如今身价
20多个亿的我是一个小小企业家。
但是，我喜欢金融业，喜欢资本运
作。这样可以发挥自己的特长，为家
族财富争光。无论拥有多少财富，都
不会忘记父亲20岁前没鞋子穿的贫
穷。

从事实看，刘永好一直“呵护”
着女儿在中国商业市场的形象。
“2012年前刘畅不接受任何采访，10
年时间她更加成熟”是家族内部的
“约定”。

所以，当2006年刘畅的名字出现
在胡润“内地女富豪十强榜单”时，
她也严格奉行这个“约定”，没有发
出一点声音，优雅地保持着矜持与
神秘。

少壮派的特点，让长辈企业家
感受到了“黑马”精神。刘畅愿意采
取长效机制来高度重视并支持农业
合作社和协会在生产组织方面的作
用。这样的觉醒和行动让父亲刘永
好真切感到了，“接班人”的智慧和
力量是不会辜负家族重望的。

如何把“练兵场”发展成“百年
老店”是刘畅的光荣使命。在完成使
命的过程中，刘畅还要把“企业家爸
爸的符号”去掉，切实地为员工做好
领导者。

刘永好没有正式谈过企业“接
班人”的话题，但是他的行动已经证
明“女孩子一样可以在父辈的帮助
下走向经济舞台，实现更大的人生
价值”。

这样的榜样有台湾“经营之神”
王永庆。他女儿王雪红以“凡事不惧
权威”的态度征服了父亲，走出了一
条与其父亲完全不同的商业之路，
成为新一代“台湾首富”。

我们相信基因，敬重基因。但我
们更相信商业智慧带来的文化沉
淀，同时敬重老一辈企业家给予年
轻人的“自由和创新”。

本报记者 江雪/文 股神巴菲特最
成功的事业不是积
累了多少财富，而
是成就了儿子当上
美国一流音乐家。
“做好自己‘是巴菲
特送给孩子的人生
礼物。而孩子对企
业家父亲的回答是
什么？’回馈，是一
门优雅的艺术。”

很多商人、企业
家的后代表示，自己
不能选择人生起点，
但可以选择做一个
什么样的人。

商业道德这个词汇在不同语境
下是有不同解释的。早就有经济学
家强调“不要把商业和道德放在一
起谈论。更不要说违反商业道德。
商业是什么? 商业的本质就是在法
律法规许可的范围内获取最大利
益”。

近日 ,“中国打假第一人”王海
在微博上爆料称，将蓝月亮、杨澜
等起诉到了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
法院和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由
于中国洗涤用品工业协会6月20日
曾表示，行业标准中所规定使用的
荧光增白剂安全可靠，不会对人体
和环境造成负面影响，王海已表态
将会把协会作为被告进行起诉。

明星杨澜不慎陷入“旋涡”。比
杨澜更“撕裂”的还有高调信守价值
观“牌坊”的企业家马云。“冲破底
线”的舆论把他搅得“天旋地转”，难
以凭借理智接受媒体“复仇”般的
“善意批评”，半月挣扎，险些崩溃。

一个社会学者说：马云是用他
自己的高调给了不平衡社会心态一
个“抒情”的机会。这是社会文化基
因起了作用。

当事件“冷却”之后，笔者想得
更多的不是商业故事结局，而是马
云模仿鲁迅《狂人日记》写下的博
客：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赵家的
狗又叫起来了。狮子的凶心，兔子的
怯弱，狐狸的狡猾。今天全没月光，
我知道不妙。早上小心出门，赵贵翁
的眼色变怪，似乎怕我，似乎想害

我。还有七八个人，交头接耳地议
论我，张着嘴，对我笑了一笑。我便
从头直冷到脚跟，晓得他们布置都
已妥当了。我可不怕，仍旧走我的
路。

这验证了一个心理学理论：言
语的疯狂，暗示心里行动方向。

困在自己设立的“孤岛”上的
马云，的确需要有人引导着走出困
境。这是真正体现我们全社会对民
营企业家是否珍重，是否愿意去尊
重的大课题。善意可以被别人接受
的条件首先是真善、大善。聪明的
马云绝对能辨别出“人”和“狗”的
区别。

但是，此行为也拷问了企业家：
你是否真正在乎“衣食父母”的称
谓？真的在乎自己属下那些平均年

龄只有27岁的员工？
上海大邦律师事务所律师游云

庭表示：马云是商人，不是神。“狂人
日记”体微博是“变相”骂合作者为
“狗”。这样的表达方式没有风度，只
有风险。

更严厉的说法是“对协议控制
的破坏很强，对中国互联网产业将
是一个重大打击。”

爱护企业家的人们，哪个希望
他们承担这种风险？难道 ,企业家们
编织的“价值观”理想真的只能是一
场游戏一场梦?

扼腕叹息的不仅仅是马云的企
业家朋友们。

马云应该明白，使他尴尬的其
实不是媒体，他们有责任和义务对
社会进步“推波助澜”。之所以出现

“不完美”是他的“企业发展观”基
因导致。什么时刻输？什么时候赢？
天时、地利、人和三个要素一个都
不能少。不然，再结实的肩膀也难
以抗住“行为不慎”所引起的连锁
“发酵”反应。

易凯资本创始人王冉说：“马云
错了不等于制度对了。是人就一定
会犯错误。这一次是一个影响了中
国几亿网民的生活方式，至今仍然
值得尊重和期待的企业家犯了一
个也许诚实，但却触碰了底线并且
需要他在今天勇敢面对的错误。”

杨澜更需要冷静反思。
经常读作家许知远书的华夏银

行某高管对笔者说 :这个时代 ,什么
样的人具备“理性头脑”为你提供
方向感?刺激你的庸常状态，提供新

观念，在一片嘈杂声中提供清晰并
富有审美意义的声音？有一段《醒
来》中的文字我转给行里同事：我很
佩服企业家史玉柱的商人精神和智
力，但是我也明确地表示，这个社会
舆论阵地也要有对应的力量来和他
抗衡，来消解他强盛的生命力中破
坏力的一面，来对抗那高速运转的
赤裸裸的利益机制。

是的，我们不能因此不相信自
己是一个具备更高级智力与情感以
及发言权的人，一个社会最糟糕的
状态不是它已深陷粗俗,而是它沉湎
于其中，放弃从中摆脱出来的努力。

希望继续前行的马云，你还记
得企业家们共同谱写的那首《在路
上》———在路上，只是为了那温暖我
的人。

捍卫“价值观”的理想不是“梦”！

序与跋

岑峰/文
1999年国庆，应中国政府之邀，25位海外学子大多都回国

创业，其中有两个参加了新中国成立50周年阅兵盛典。
此后这25位学子大多都回国创业，其中有2个取得了辉煌

的成功。其中一个是邓中翰，另外一个是李彦宏。令人折服的
是，自从2010年初以来的中国搜索引擎市场，得到了得天独厚
的优势，百度的发展势头将更加迅猛，同时其在纳斯达克的股
价也一路攀升，那些惊人的数字在一步步地印证着一点：李彦
宏当之无愧地成为当今中国商界最成功、最引人注目的企业家
之一。

在很多人印象中，李彦宏非常腼腆、睿智和沉稳，长得帅，
几乎已经成为一个成功的符号。在很多演讲中，台下都座无虚
席，很多人可能不是去听他讲什么，而是冲着能够见他一面饱
一下眼福。而我看来，与同行相比，李彦宏更具有自身的个性，
应该属于学者型或者说专家型的企业家，技术出身的他，能够
从技术工程师向一个运筹帷幄的企业家转型，且他的商业运作
策略不断地在实践里得到充实、丰富和发展，最终形成了独特
的企业经营运作管理理念和风格。因此，相比长期以来媒体对
他形成如专注、谨慎、睿智、稳健更特性的共识，我觉得更需要
从特定的市场环境下去考察和理解他在经营运作中显示出来
的特性，进而对其经验作出概括和总结，在动态和现实中去深
入把握和理解这位成功者，可能对正在创业的公司领导来说，
更具有针对性和指导意义。

研究过山西商人的发展历程，我们很容易理解作为山西人
的李彦宏在对待现代商业规则和古典道德伦理的双重冲击时
会采取怎么一种方式去平衡。借用林国荣先生在《结绳记事在
山西》一文对山西人的评价，“山西人有许多古来却罕见的德
行，人们很早就获得了自由，很久以来就拥有部分土地，彼此孤
立而不依赖，因而他们显得有节制和自负。他们熟悉农业劳动，
对种种生活享受漠然处之，忍受着最大的苦痛，临危难而坚定。
这是个单纯刚毅的人群”。

山西的独特位置和历史造就了山西人“古来而罕见的德
行”，也造就了李彦宏在企业经营和管理上独特的智慧和风格。

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李彦宏深谋远虑、伺机而作的
隐忍，也可以看到他柔中带刚，如同软剑硬鞘一般的为人处事，
还可以进一步了解到他和百度“以获取猎物为目标”的猎人逻
辑，等等。

在对李彦宏成功的把握中，我重点考察从百度的成立到上
市这五年的发展历程，同时也兼顾其留学美国、在华尔街和硅
谷的就业经历以及百度在上市后几年的战略扩张过程。在这种
历程中，有几大因素将产生重要影响：比如创业时机和上市的
选择、对商业模式的深刻和睿智的眼光、对竞争对手的策略以
及更重要的因素如企业文化和管理模式，对人才的价值的认识
等。一个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构建，包括五大因素：资金+技术+产
品+市场+管理。通过李彦宏在竞争力这五方面的表现（言行举
止）来挖掘他的智慧和经验的特征，将有别于几年来已经出版
上市的关于李彦宏的通俗书籍，从而构成了重新认识和理解李
彦宏的崭新视角。所以，我想，《李彦宏的专注智慧》的面世，将
为读者带来原汁原味的营养补给。

山西人李彦宏

镜鉴

我感到百度能一直坚持做搜索是因为我对专注有宗教一
般的信仰。普通人很难想象对于一个有 2亿用户的公司，每天
要面对多少诱惑。百度可以做一百年事，最后我们只选择了一
件，并且一做就是 8年，而且还会再做下去。

李彦宏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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