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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湘安
不绝望不放弃

张朝阳
没有理想走不远

古永锵
我思考“财富

的颜色”

颜梦/文

踏访红色家园感受“奇迹”

奋斗者寻找“成功基因”

江雪读博客

向前辈借点勇气

陈湘安特别实在地拷问自己，我
要是带领50人，干28年企业，能成就
啥？我缺少什么？

6月8日，丁磊、李彦宏、曹国伟、
古永锵、陈一舟、莫天全、马晓霖数十
名“网络超高人气”企业家集中现身
“红色圣地”，引来无数游客惊奇的目
光。

这些多有“海归”经历的网企高
层，熟知西方经济、科技、文化，却对
中国红色革命所知甚少。已经有9年
历史的“北京网络媒体高层红色故土
行”踏访了西柏坡、井冈山、遵义、延
安、韶山、百色等最负盛名的红色圣
地。

如此实践，给这些高管们的管理
思想和实际操作带来了什么独特的
思考? 在中共一大会址，一个集体开
始了设问：“给你28年，你能干些什
么？”

天天在线CEO陈湘安在博客上写
道:比方说，今天你建了一个50多人的
小组织，你能设想28年后会有什么发
展？50人搁在北京，一点动静都听不
见。可是从1921年到1949年这28年，
共产党这个起初50多人的小组织竟
然夺取了全中国。这不叫奇迹叫什
么？

是的，在这些创业者的心中，中
国革命的成功是个巨大奇迹。如同建
立企业，发展企业。28年时间，一个企
业家要想获得巨大的成功，一定是经
历了一些什么的。

那么，奇迹的背后是什么？这是
他们必须要思考的问题，也是年年来
寻访的目的。
“近百年来，没有任何一场活动

的难度、深度和规模能够超越它。中
国共产党如何在各种困难情况下，把
握形势、制定策略、凝聚力量，这远比
MBA教科书深刻。”

出身“红色家庭”、能大段背诵毛
泽东诗词，但更愿意从创业、奋斗角度
谈问题的搜狐老板张朝阳如此表达自
己的深刻体会。这种政治上的感触或
许是他带领企业走过艰难时期的体
悟。这也是他坚持走红色根据地的本
意。每一次体味都能找到一种力量，可
以借用英雄们的勇气继续前进。

不绝望，不放弃，一直是共产党
人的坚定信仰。我们的企业家们在找
差距的时候也一样找到了信仰的方
向。

9年来，部分高管一直把“红色之
旅”的随想、照片跟网友分享。一网友
说：现代年轻人创业也有山穷水尽之
时，也会行走于刀锋之上的。可当先
驱，别成先烈。

企业家们回答说：我们是来向先
辈们借勇气的。

触摸历史，思考财富

受西方思想浸淫多年的古永锵

迷恋红色根据地的原因是，书本上
的革命史和伟人史是靠眼睛读出
来的，不动心；而自己挖掘出的历
史原貌永远刻骨铭心。

浙江嘉兴南湖那条著名的红
船上，面对中共一大13名代表的照
片，开心网副总裁郭巍深有感触地
说：“成了伟人的，当了叛徒的，英
勇牺牲的，迷途知返的。就像一个
公司的创业元老，各人选择不同，
最终发展也千差万别。命运迥异
呀！”

北京网络媒体红色故土行举
办这9年，正是中国互联网风起云
涌的9年。一群年轻人，一边在遗迹
中触摸历史，一边在商战中摸爬滚
打，逐渐“长大”了。

难道，历史以神秘的方式告诫
他们“我们的奋斗是一样的过
程”？

生在香港，长在西方的优酷
CEO兼首席运营官古永锵在博客上
写道：以前对中国革命史的知识仅
限于书本。现在知道，共产党也有
茫然、纠结的时候，经历那么多艰
险，面对阴谋诡计，就像年轻人成
长中不可避免会遭遇挫折。我尤其
对失败的历史感兴趣。让我思考很
多关于财富的问题。我们发展，我
们获得财富到底为什么？

每个企业家在历史遗迹面前，
都要比常人思考的多而深刻。他们
结合自己企业的实际和个人的实
际问自己：当年这些伟人几乎都遭
遇过人生挫折。低谷时，他们靠什
么精神起死回生的？

陈彤给出的解释是：“一定要
坚持”。他的依据是：邓小平曾三落
三起。毛泽东挫折也不少，甚至遵
义会议之后也没有马上成为最高
领导。他学历不高，又没喝过洋墨
水，大家最后服他，是靠自己一步
一步地不畏曲折实现的。

博联社创始人马晓霖则强调
“一定要灵活”。

不畏惧挑战的周鸿祎则认为，
奋斗者的共性是“勇于探索”。他在
6月的博客文章中再一次阐述了这
个观点：“红军四渡赤水，毛主席用
兵真如神。这就是不断‘试错’的过
程。长征最后去陕北，开始也没想
到，是摸索出来的。伟大的成功总
要经历不断的探索。互联网公司也
会来回折返，不断碰壁，最后才能
找到成功的方向。但是，挫折要变
成财富，而不是‘杯具’。”

就在企业家们探讨着成功者
的精神基因时，中国大江南北正在
高唱红歌。

当这个民族每一个美好的灵
魂都在怀念着那个红色时代的时
候，企业家们心里想念着的是“那
个时代可以焕发出怎样的未来？先
辈们期望中国的商人可以贡献一
个怎样的未来？这个未来和大众的
幸福是什么关系？”记者强烈感觉
到，不触摸中国的历史，企业家们
是难以感受到中国的财富该是什
么颜色。

呼唤信念，不迷失

张朝阳发现，自己和先辈们有一
个追求是接近的，那就是信念坚定，
少迷失，失败了也不气馁。

“中共莲花县委书记刘仁堪，临
刑前痛斥敌人，被敌人割掉舌头，血
流满地，他用脚蘸鲜血写了‘革命成
功万岁’六个大字，英勇就义。”

听过这个故事后，张朝阳在博客
上写道：如果追求的是光宗耀祖或一
夜暴富，那些先烈肯定早就放弃了；
很多人凭借自身能力，早就得到高官
厚禄了，向敌人投降赚得更快；是理
想、信念支撑他们战胜了种种艰险和
诱惑。如果没有崇高的革命理想，没
有牺牲小我的精神，他不可能做到这
些。任何创业者、革命者，没有理想、
信念，肯定走不远。

这样的思索使得有很多困惑的
企业家们似乎找到了部分答案。

他们认识到，革命者很单纯，现
实却很多诱惑。所以，干大事业者必
须把理想放在第一位。一个人，如果
是为了理想和兴趣做事，在遇到挫折
失败时就容易化解矛盾，就不会对自
己的状态极端不满意，就容易渡过难
关。即使失败了，工作仍然是你的兴
趣所在。如果纯为钱做事，比如把目
标定位为“中国首富”，那就很容易迷
失。

信念和成功是相辅相成的。
认同这个道理的百度CEO李彦宏

说：“当革命或创业看不到前途时，总
会有人怀疑，有人放弃。但总有坚持
下来的人，他们不见得更聪明、更能
干，但他们一定是那个如初的纯洁的
信念在支撑者他。甚至是更坚定。”

看红色故居，访红色后代，企业家
们一致认为：当初，共产党不是一个人
有理想，而是一批人有共同理想。互联
网也是这样，已经过了单打独斗的时
代，一定是一批人。大家心中有共同理
想，才能做成意义重大的事。

博客网董事长方兴东在博客中
写道：共产党革命成功和互联网迅猛
发展有一个共通点，那就是“重视草
根精神”。任何人创业、成长都离不开
广大民众的支持。

看看共产党革命者，当年也是一
群年轻人，在黑暗时代想要解救劳苦
大众，那是一种什么精神状态？他们
确实是先进文化的代表。

今天，中国互联网也需要文化自
觉。

在9年的寻找精神基因过程中，
大家都发现：在共产党的团队管理
中，文化建设非常成功。国民党有那
么多财富、援助和机会，但文化建设
是失败的。

教训不是说给别人的，历史是需
要自己总结的。

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明
白，打江山和坐江山有相通之处，中
国互联网产业依然处于创业阶段，整
个中国还处于创业阶段。要做成伟大
的公司，还需要放低身段、奋斗，奋
斗，再奋斗。

本报记者 江雪/文 企业是在现实世
界中发展的。周围的许
多事情，无论是中东的
石油、外汇市场的汇
率，还是唱红歌活动，
对他们的决策都有影
响。经济学让企业家们
知道如何应对这变化
万千的经济世界，但社
会学却让企业家们知
道这个世界为什么变
化，如何变。企业家的
眼光要更高、更远……

迈克尔·沃尔夫/文

默多克从来不会端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架子，在他身上你甚
至都看不到成功人士惯有的傲慢态度。但是，他在新闻界沉浮
多年之后也意识到，在收购了自己梦寐以求的道琼斯公司和
《华尔街日报》之后，他和自己的公司新闻集团也将在世人的瞩
目中去履行更加崇高的使命。

和他长谈几个小时之后，我依然觉得很难从他嘴里挖出一
句自我反思的话。默多克在伦敦从事公关事业的女婿建议我问
问他对“变革先锋”这个说法如何评价。

这个话题对了他的胃口。但是他依然兴冲冲说起“我们是
变革先锋”。

默多克已经拥有全世界第二重要的报纸，打造出了全球最
成功的媒体公司，他也在享受着成功给他带来的眩晕感。

但是，夕阳总有落山的那一刻吧？
我是 2002年在加利福尼亚参加一个科技会的时候遇到默

多克的。他看起来有些落寞，手提包里放着一个像是给女儿买
的玩偶，也有可能是买给自己爱妻的。包括我在内的几位与会
者都见缝插针地问默多克要不要去喝一杯。默多克竟然爽快地
答应了。到了加利福尼亚蒙特利当地的一家酒吧，在这个懒散
成性的城市，酒吧的服务生在工作时没请假就走了。默多克只
好自己招呼自己。他穿着一件从沃尔玛超市买的普通法兰绒衬
衣，非常引人注目。他喜欢开玩笑，随和亲切，没有什么架子。他
看起来就像一位和蔼可亲的邻家祖父。让我奇怪的是，他和我
的祖父有几分相似。最后我们一起晚餐，畅谈了几个小时。当我
在《纽约杂志》上撰写这段往事的时候，默多克惟一的反应就是
抱怨我把他和祖父相比。

我延续 9个月的采访在多个地点进行。有时候是在他位于
曼哈顿第六大道 1211号新闻集团总部的办公室，有时候是和
他在新闻集团高管餐厅共进午餐时边吃边聊，或是在他位于曼
哈顿公园大道的临时寓所里聊天。当他太太不在家的时候，他
还要照顾家里的孩子。

有几次是我单独采访默多克，大多时候都是我的研究助理
拉·德陪我一同前往的。

默多克是一位风云人物。采访起来很不容易。他往往一句
话还没说完就中断了。说话的时候还含混不清。他的澳大利亚
口音很重，有时候还警惕地陷入深思，既像是在斟酌用词，又像
是在打盹。

默多克并不善于圆场，如果别人要求他这样做的话，他会
恼羞成怒。此外，他对谈论过去没有什么兴趣，不过他记忆力惊
人，连几十年前的日子都能记得一清二楚。当谈起自己的愿望
和性格时，他就显得不善言辞了。不过，如果正聊到兴头上时，
他倒是愿意长聊一番。他的想法从来都像一湾湖水那样清澈、
不加任何掩饰。他在和我描述起当天是怎样过的时候，总是说
得详细而具体、趣味盎然。所以我希望他也能享受采访的过程。

采访时遇到默多克家的每个人，我都要问他们“你觉得默
多克为什么会像现在这样”？

但是没人给出一个答案。

变革先锋

管理链条一体化

公司主营业务为设计并提供一
体化供应链管理解决方案，由综合
物流服务和基础物流服务构成。综
合物流服务主要包括 VMI、DC、备品
备件管理、重工、贴标以及 EDI 信息
交换等业务，VMI 与 DC 业务作为
现代物流服务的核心环节和高端领
域，是公司目前重点拓展的业务；基
础物流服务作为综合物流服务必要
的支持和保障，主要包括货运代理、
国内运输以及相关延伸增值服务，
其中，打造国际货运代理业务中的
精品航线有利于保持和提升基础物
流服务整体竞争力，是基础物流服
务重点拓展的业务。

公司自设立以来一直致力于对
进出口通关、运输、仓储管理、流通
加工、配送等各个物流环节的有机
整合，为 IT 制造业提供专业化、系
统化、一体化的供应链管理解决方
案，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作
为专注于 IT 制造业一体化供应链
管理的现代物流服务商，公司以综
合物流服务为核心，以物流资讯技
术为支撑，以高端客户体系为依
托，整合各种物流资源，倾力打造

专业化的现代物流服务体系，立志
成为国内 IT 制造业最专业的现代
物流服务商，并通过为国内 IT 制
造业提供更加优良的物流环境，提
升中国在全球 IT 制造业领域的综
合竞争力。

强大的市场需求

现代物流业作为全球高速发展
朝阳产业，是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
化和制造业进入精益化、流通业进
入连锁化以及居民消费进入个性化
时代必然产物。现代物流业发展主
导着新的社会大分工，成为国际经
济发展与社会进步新的推动力。全
球经济发展成果绝大部分是由通信
和运输成本降低带来的，经济自由
化以及运输和通信成本的日益下降
将继续推动经济一体化。现代物流
产业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越来越
大。

中国不仅是全球最重要的采购
中心和制造中心，也是全球最大的
消费市场之一。随着全球制造业继
续向中国大陆转移、国内消费水平
不断提升以及产业政策对现代物流
业扶持力度不断增强，物流业已成
为国内发展最快的领域之一，整体
规模不断扩大。随着经济全球化日
益加快和现代物流产业社会化程度

的进一步提高，现代物流已被普遍
认为是企业的“第三利润源”、“经济
领域的黑大陆”和提高企业核心竞
争力的最重要因素之一。现代物流
作为国民经济体系高效运行的重要
支撑系统，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
现代化进程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
之一。

集优势于一身

公司管理层一直致力于现代物
流行业的经营管理工作，具有丰富
的实践经验，总裁和主要核心管理
人员均从事物流经营 10年以上，能
够准确把握物流业发展趋势，及时
调整公司物流发展战略，使各项业
务不断发展壮大，公司凭借先进、科
学的管理理念，规范严谨的业务流
程，富有特色的企业文化，引进和培
养了实践经验丰富、业务技能过硬
和凝聚力较强的业务技术团队，为
客户提供优质、高效服务奠定了坚
实基础。

公司依托行业领先的现代物流
资讯体系和高技术含量的物流产品
研发体系，成功实现从被动满足客
户要求向主动设计并提供符合客户
差异性需求的一体化供应链管理解
决方案的转变，形成核心物流体系
和协作物流体系两大运营平台，公

司已具备真正意义上的一体化供应
链管理能力。

公司致力于 IT 制造业一体化
供应链管理解决方案的研发与推
广，不断将物流资讯领域最新的技
术成果和先进的物流服务模式引入
IT 制造业服务领域，在物流资讯系
统建设和 IT 制造业高端物流服务
方面具备高技术服务优势，多年基
础物流服务的积累为综合物流服务
提供了大量优质客户资源；国际货
运代理的精品航线能够保证综合物
流服务客户货物运输的时效性和成
本优势；从而有力保证公司为 IT 制
造业高端客户提供高品质的综合物
流服务，公司互相促进、融合发展的
创新性业务发展模式充分体现了基
础物流和综合物流两大服务体系协
同效应，是公司提供 IT 制造业一体
化供应链管理解决方案的坚实基
础。

飞跃明天
为中国物流做贡献

公司本次发行所募集的资金将
用于昆山综合保税区物流园项目、
昆山现代物流中心项目、现代物流
运营网点拓展项目、物流智能化资
讯项目。公司凭借多年来积累的现
代物流管理经验，准确定位物流服

务的目标市场，并结合自身独特的
竞争优势，确定本次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其中昆山综合保税区物流园
项目旨在巩固公司在重点领域的竞
争优势，弥补公司目前在昆山综合
保税物流园区仓储资源难以满足日
益增长客户需求的不足；昆山现代
物流中心项目是充分利用现有客户
资源向非保税区域拓展的发展契机
扩展公司服务领域和服务品种，满
足保税物流园区外以 IT 电子产品
内销为核心的物流市场需求；现代
物流运营网点拓展项目旨在夯实公
司在长三角地区的物流服务网络体
系，完善公司在全国 IT 制造业物流
服务的区域布局；物流智能化资讯
项目是对公司现有资讯系统的完善
与补充，为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提
供有力的物流资讯后台支持。

秉承“飞越无限，力求完美”的
企业精神，“想得更多，做得更好”的
服务理念，“每天进一步”的员工精
神，飞力达立足华东，发展全国，拓
展海外，以客户为中心，以三方物流
为主导，以信息技术为支撑，以全球
网络为依托，整合各种物流资源，与
物流业者结盟，倾力打造飞力达国
际化的物流服务体系，致力于成为
最优秀、最专业的现代物流管理公
司，为提升中国物流竞争力做贡
献。

飞力达：飞跃无限 力求完美

江苏飞力达国际物
流股份有限公司拥有
原外经贸部的国际货
运代理牌照、国家民航
总局的航空货运代理
资格，是交通部认可的
集装箱运输专业企业。
经过 10多年超常规的
发展，公司在区域化、
集团化、综合化、科技
化发展方面都取得了
长足的进展，已成为多
元化、现代化、区域化
的综合性物流企业。本
次发行 2700 万股，发
行股数占发行后总股
本的 25.23%，发行后
总股本为 10700万股。
股票简称：飞力达；股
票代码：300240。

序与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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