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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兵
重视“紧迫感”

郭本恒
不“化妆”不“整容”

范伟
学会融入世界

价值成长必须伴随理性繁荣

用“王道”铸就伟大企业

江雪读博客

“王道精神”从西方角度而言，
就是关注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指消
费者、股东、员工、银行、经销商加上
社会的利益。企业用这样的思维经
营，就是“天下苍生”。施振荣之所以
在上世纪 90 年代被美国《商业周
刊》评为“全球 25位最杰出的企业
管理者”之一，是他向世界贡献了微
笑曲线、分布式管理等案例。如今，
他愿意带领世纪华商共同推行“王
道精神”。

打造“命运共同体”

长江商学院院长项兵认为，“敌
意”的消除必须靠我们与世界积极
融合，把自己真正当成世界企业公
民。别“做空”企业公民概念。

当奥运在中国举办的时候，“同
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几乎让中国
人相信了自己，已经魔术般使得东
方文明神话成为了世界的新宗教、
新道德。季羡林老人临终时还说“21
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那时起，很
多企业习惯用“中国崛起”、“中国雄
起”这个概念来统领意识。似乎在想
像中加上激情，这个理想很快就成
为了事实。

当时间仅仅指向了 2011 年时，
中国企业概念股丑闻占据了世界各
大媒体。无论中国的政府官员、经济
学家以及企业家多么乐观地辩解说
“中国在美国上市或者准备上市的
大部分企业还是诚信的”。然而，美
国证券交易会和上市公司会计监督
委员会在 7 月 7 日表示：“我们寻求
中方给予现场调查权，彻底查清中
国概念股丑闻。”

这是一个信号。
“罗马跳动的心不是议会的大

理石柱，而是圆形竞技场的黄沙。”
这是电影《角斗士》中的一句台词。
日前，电影导演冯小刚在《人民日
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振聋发聩：“用
户没有义务保护中国制造，没有义务
保护中国品牌。观众没有义务保护中
国电影。正确的选择权永远在用户手
中。”很多优秀企业家认为，这个观
点不仅仅适用于中国电影，更适用
于中国商业。中国企业家不要等到
黎明那一刻，才体会残酷的梦醒时
分。

项兵近日在博客中说：一年半
的时间，在全球各地参加了多个公
开和闭门的高端会议，发现西方主
流国家讨论中国问题的风向发生了
较大的转变。中国企业在全球的发
展环境趋于恶化，可以说对中国的
敌意正在升温。现在，我们必须改变
参与全球竞争的策略 , 重铸中国商
业文明，并向世界贡献具有普世价
值的“道”和“梦想”，这是扭转中国
企业在全球遭遇的敌意态势，积极
融入全球主流商业阵营以及完成中
国经济转型与升级。这是中国企业
家们急需探讨的一个重大命题。

或许，很多企业家还沉醉在世
界对中国“感到压力”的窃喜之中，
没有感到“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企
业界需要用平和、积极且理性的心
态来面对西方的转变，要拿出一些
切实的策略来改变这种态势”的紧
迫性。

财经评论家叶檀在博客中写

道：中石油事故显示出三宗罪：背后
制度环境与自然环境劣质化，对利
益永无止境的追求，没有受到公众
利益、社会利益的严厉约束。
她深情提示企业家：“当我们面

对 5倍以上的海洋养殖地扩张只能
换来 1 倍多的收益时，应该听到公
众利益的哭泣，应该感受到社会的
愤怒，应该对日后的社会运作高成
本保持警惕之心。”
品牌研究者王永在表达自己观

点时说:“道”的滑坡首先显示在企业
家特别容易原谅自己的错误。我们
也可以原谅错误，但不会原谅出现
错误还要狡辩和说谎。“垄断部门缺
乏责任和真诚”是西方人不看好中
国企业的一个最大问题。西方企业
把真诚沟通作为处理危机最重要的
基本原则。
项兵在呼吁“道思想”的建设时

建议:一定把企业走向世界的具体方
式加以改变。应对政策之一是通过
参股的方式与西方主流经济体融
合，从而建立一个跨国性的、商业发
展共进退的“命运共同体”。

这是一个鼓励中国企业通过参
股来介入全球产业链的两端，通过
参股国际主流金融机构来构建“你
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的竞争格
局。只有做真正的“世界企业公民”
才可以融入世界经济舞台，共建共
享世界商业文明之道。

做低调者，建设“王道”

专注中国成长动力的范伟，把
郭广昌的思想落实在了“全球寻找
资源并利用好资源”，真正实现“崛
起”。

从建设个人精神世界的高度
讲，中国一大批企业家已经体会了
超越、包容、协同带来的成就，同时
也认同必须融入“命运共同体”才可
以打造新型的企业公信力。

复星集团总经理范伟 7月 11日
在公司网站上写道：“我们企业的逻
辑是，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但是
国际上有很多更好的资源，包括自
然资源、品牌资源、技术资源、管理
资源、人力资源、资本资源等，都可
以为己所用。这需要企业家有长远
的战略和眼光。事实上是，在建立中
国巨大市场的基础上，在全球寻找
资源，利用这些资源充分提高自己
的生产效率，可以得到很好的份额。
但是我们必须学习融入的规则。

这是一种商业思想也是企业家
的勇敢实践：不怕做小股东，不怕当
低调者，融入其中去学习真正的商
业文明和诚信精神。正是本着这个
意图, 复星 2011 年完成了在巴黎酒
店行业、美国保险行业、香港医药行
业、希腊时尚业的多个项目投资。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自然的相互
敬重，相互积累，从竞争对手甚至威
胁者角色转变为“同一条战壕的战
友”，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与对方
分享发展与利益。

一名经济学家在某个论坛说：
就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案例,也符合相
当一批经济学家一直倡导的“颠覆
式的、革命式的大风流创新。”
“大风流创新”不仅能给自己带

来机会，也能给全球带来一系列共赢。
这才是中国企业家要追赶的世界潮流
和思想潮流。因为中国企业界出现一

批“大风流创新”的条件已经具备。
郭广昌认同经济学家给予的指

点，他在博客中说：中国企业通过参
股，让世界认识到中国崛起是一个
积极、稳定的“阳光”力量，中国企业
并不是充满敌意的对手，中国企业
愿意与其他人一起分享利益，一起
承担责任。
如果，中国企业和企业家本身

“道”都不过关，那么，输出的思想和
力量就减弱。“大风流创新”还包括
着一个共识：“中国的财富要与思想
结盟”。

有了海外的合资合作，企业家既
要面对它也要管理它，而非随波逐
流。企业家有责任保障利益相关者
的平衡。这也是施振荣强调的“软实
力不要昙花一现”的基础。

向世界贡献“普世价值”

郭本恒打破沉默说，很多企业
不遵守国际规则，愿意“化妆”、整
容，把行业搞得乌七八糟。最后就是
“烈士”。

宏基集团董事长施正荣所言的
“王道精神”在社会学家眼里就是
“新的商业文化”。这种精神要在共
识基础上形成像西方的系统，容易
让人了解并能很快收到效益，最后
得以大量推广来影响世界。

公众们应该喜悦的是，“王道精
神”的“教父”已经开始实施“高阶人
才培育计划”。作为“班长”，他表示：
这一计划主要针对华人企业领袖和
未来领袖。目前的授课人有企业家柳
传志；香港大学教授、文学家龙应台；
中华文化发展促进会会长许嘉路。

听到这个消息的上海光明乳业
总裁郭本恒终于打破沉默，说出对
“标准之争”的态度：在中国，创新可
能成为一个英雄，也可能徒生很多
“烈士”，因为大环境不保护和尊重
“创新”，而是“化妆”、“整容”，导致
自己的商业环境渐趋恶化，国际市
场难以打开。很多领域是在 WTO 规
则下做出的变革。中国奶业也必须
走变革之路。

中国企业应对中国威胁论的一
个核心对策就是重铸中国商业文
明，修出自己的“明道—普世之道”。
中国崛起不仅仅是经济，必须有文
化跟随其后，不然必须丧失话语权。

在 7 月 3 日上海举办的“企业
家的中国梦———从财富到丰富的人
生”论坛上，商、政、学三界精英探讨
了“财富围城”话题，共识是：中国不
能为世界输出虚假和虚伪。企业家
要努力推动社会形成公平公正的价
值体系。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毕业的
刘强东原来的梦想是从政，改变社
会。他说，当了企业家之后，才发现
中国的企业家里有些人有个非常不
好的心态，就是企业一做大，就愿意
把自己包装成很伟大，像神一样。这
个与国际级企业家相差太远。

施正荣坚定地表示:中国企业家
必须明白，自己的利益不仅仅在国
内还在国外，企业家要面对它更要
管理它，不可以随波逐流，甚至是牺
牲他人利益和权利，文化力量必须
崛起。

不虚伪，才可以不作假；不虚
伪，才可以顶天立地；不虚伪，才可
以“普世”。

本报记者 江雪/文

俞敏洪/文

一个管理专家对听众提出
一个问题：一分钟我们能做多
少事？答案自然是一分钟能做
很多事情。比如，一分钟可以阅
读一篇五六百字的文章，可以
浏览一份 40多版的报纸、看 5
到 10 个精彩的广告短片、跑
400米、做 20个仰卧起坐等等。

鼓励人们在一分钟内做
更多的事情或者节约每一分
钟，自然是件好事。但这一表面
上的积极问题和答案，实际上
掩盖了急功近利的心态，会让
大家产生一种急促感，像蚂蚁
一样匆匆忙忙地跑来跑去，一
心想着尽可能地多做些事情，却不再有从容的心态去做事情，尤
其是不再去思考什么是真正重要的事情。

一个人一辈子如何活得更有意义，并不在于争得每一分钟，
而在于生命作为一个整体内涵有多丰富。内涵的丰富来自于对
生命的完整意义的追求，而不是每一分钟能做多少事情的匆忙。
如果因为追求每一分钟的充实而迷失了一生，实在是得不偿失
的事情。

曾经有一个人，因为偶然在地上捡到了一枚金币，从此每天
都低头寻找。一辈子过去了，他捡到了几千枚纸币、几万颗钉子，
还有数不清的纽扣———这些东西加起来也不值几个钱。等他到
老去的时候，背驼了，眼花了，想直起腰看一看远方的风景都不
可能了。很多人对待时间也像这个人一样，争取了每一分钟的忙
碌，却错过了一生的风景。

如果让每一分钟凝聚成生命的重要时刻，可能需要一辈子
的修炼。金字塔塔尖那一块石头的高度，并不是因为那块石头本
身有多高，而是因为设计者心中有了金字塔的蓝图，同时成千上
万块石头排列在一起形成了塔基，最后才有了塔尖的屹立。

同样，一个人生命的高度不在于每天的忙碌，而是取决于他
的追求和梦想。没有梦想，生命原地踏步，会像驴子拉磨一样重
复着绕圈子。

有了梦想，我们才会去追求，才会有实现梦想的重要时刻；
但那时刻的来临，是以前无数个日夜不懈努力的结果。因此，对
于那些只知道忙碌却不去思考生命高度的人，每一分钟对于他
们才是有意义的。

社会上流传的很多书籍如《招数》、《教你攻克》等，不断向人
们灌输用技巧取胜的手段。还有某些管理专家，不断对人们宣讲
他们所谓的速成理论，鼓励人们去走并不存在的捷径。此外，媒
体宣传的所谓的成功者的故事，大多数是如何急速增加财富的
故事，使社会充满了急功近利的心态。

在这种环境下，大多数人变得性情浮躁。性情浮躁使我们失
去了沉静之美；急功近利使我们失去了恬淡之心。“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的那份从容离我们越来越远。

急功近利只会使我们远离生命的意义。生命的意义在于从
容，在于从容之中展望未来，在于从容之中成就人生。一个人能
够闲庭信步走完一生，云舒云卷般进退自如，才是真正值得大家
追求的境界。

就像陶行知所说的那样：“人生只为一件大事来。”一辈子能
够从容地把一件大事做好，死而无憾矣。

企业家书屋

从容一生

镜鉴

“炫耀产品”与“炫耀文化”同等重要

马克思大女儿燕妮问历史学家
维特克：“您能用最简明的语言，把
人类历史浓缩在一本小册子里
吗？”

维特克说：只要四句德国谚语
就够了：1、上帝让谁灭亡，总先让他
膨胀；2、时间是筛子，最终淘去一切
沉渣；3、蜜蜂盗花，结果却使花开茂
盛；4、暗透了，更能看得见星光。

这是笔者 7月 18日早晨在《中
国企业家》博客上读到的第一个信
息。很多有博客的企业家都在默默
转载。企业家们也认同一个经济学
家曾经的观点：在中国，很多常识不
说，不坚持说，人们的精神会往下

滑，以至于没有止境。
同时，另两个消息也一样引起

笔者关注。
一、中国企业每年因信用缺失

经济损失高达 6000亿元，其中因产
品质量低劣造成各种损失达到
2000 亿元人民币。对此事实，中国
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会长
王忠禹在日前的企业文化年会上表
达了自己的观点：“深层次看，诚信
道德缺失背后是道德文化的缺
失。”

二、7 月，郭美美微博“火”过公
益领军人物徐永光的事实告诉我
们：民间正义者的力量撬动了社会
学家们的“心灵秘密暗道”，形成社
会主流，使得“无道德机构以及个别

企业编织的美丽谎言被无情揭穿”。
这样的事实背后都是滚烫的火

焰山。
人性最纠结的是什么？恐惧感

和危机感。但是，一样面对危机感，
企业家群体里总是有建设者和破坏
者。一个优秀的企业家和企业都要
经过持续不断充满危机的岁月，才
能够走向真正意义的成熟的。这个
过程包括用常识指导自己，也包括
不断地去普及常识。

正如企业家张醒生和李开复提
问到：“真相和丑闻揭穿之后，企业
家们需要做哪些调整和努力？”

出版了第 4部书籍《从容一生》
的俞敏洪给出了一个朴素的建议：
“新东方犯过错误，但是我力争在错

误中找到教训、找到智慧并且立刻
改正。企业家需要不断地增加正直
的力量、坚忍不拔。任何相关的企
业和企业家都要问责自己，每一天
做的事情、出的产品是否维护人类
公共道德？是否建设人类文明？是否
对诚信继续加满信心？”

此间，经济学家许小年严肃地
对企业家们说：民众的失落是一种
无舍可守、魂不守舍的失落。人们
需要商业领袖和精英做支柱，是需
要牢固信念。没有牢固，自然失落、
冷漠、愤世嫉俗。当企业家一个一
个道德丧失事件出现时，“神马都是
浮云”就成为了流行语。

社会学家焦虑“公益机构”的虚
伪会带来“中国大地最大情绪的爆

发”；企业家们焦虑的是这个群体再
一次卷入“丑闻”而使公众更加仇
富。

所以，马云近日接受美国电视
台采访的视频在网上“流传”有着不
同的意义。公众愿意看到中国公司
固守“道德”的勇敢行为被国际接受：
淘宝网是一个可以在全世界炫耀的
产品；阿里巴巴也要做一个在全世
界可以炫耀的公司；马云作为企业
领袖也要把文化和文明炫耀成功。

这应该是中国企业家群体的祈
祷。

北京岳成律师事务所主任岳成
的观点是：公共慈善机构的善款去
向必须按“国际惯例”公开审计。企
业家如果参与其中，仅“炫耀产品”

不炫耀诚信和文化，公众只能理解
为“同流合污”。

法国思想家狄德罗曾有言曰：
质疑是迈向哲理的第一步。我们看
到，中国目前“微博”所推动的，其实
正是整个社会的生态平衡。互联网
企业家在推出“微博”产品的时候，
也希望中国企业生产出让自己心服
口服的产品以及文化，那样才有资
格到世界舞台上炫耀。卖产品的企
业家都喜欢做乔布斯。他们真的明
白苹果公司之所以成为苹果，是美
国客观的市场环境、文化环境、人才
环境的机制共同作用而生的吗？思
考过“中国如果有一家企业能够做
出跟苹果相同的产品，全世界是否
跟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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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项举措：一是开展座谈、宣讲，制播“红盾时空”专题
节目，提高企业年检、年报意识。二是在服务大厅循环播放
年检中各类问题，便于企业核对数据并及时改正，提高通过
率。三是针对部分大型企业在海淀区内网点或分支机构众
多且分布分散的特点，为减少企业往返奔忙，开通“大型企
业分支机构集中年检专场”，为海淀区物资回收公司、北京
首邮报刊亭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工商银行等企业的 1030余
户分支机构办理年检。四是定期查询年检系统中已申报未
年检企业，电话催完成申报工作。五是延长办公时间，方便
企业。六是开辟周末、夜间年检专场，方便企业合理安排时
间，利用公休日和业余
时间办理，并在有条件
的地方上门年检，降低
企业年检成本。

服务企业做好年检年报

王利博制图

西方人终于相信了

哲学家的一个观点：“别

看他说什么，看他在做什

么。”无论是中海油漏油

事故，还是中国概念股丑

闻，都让世界的眼睛在看

中国时角度和心态发生

了变化。这个事实不仅给

政府和经济学家带来了

紧迫感，企业家群体也开

始谋“道”。日前，台湾企

业“教父”施振荣的“王道

精神”再次引起国际商业

精英的关注，被称为“新

时代国际企业领袖需要

的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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