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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华
献出爱和温暖

肖明超
微博让人看到更

多真相

项立刚
安全第一

“公共事故”显示出人性的纠结

微博世界传递真情奉献智慧

江雪读博客

情感力：微博感天动地

香港李晓华：在追问事故真相
的同时，我要抚养小女孩成人。我要
给她爱和温暖。

在突发事故面前，百姓的弱小
是不言而喻的。

7月25日,就在徐小平、凤凰网财
经、金融家微博等转载了任志强“事
故本就在挑战政府的公信力，不要
让处理事故变成进一步破坏公信力
的推动”的时间里，炎黄网络副总经
理管鹏发布了一条微博:最后被救的
2岁的女孩项玮伊死去的父亲，就是
我们身边“站长群”里的一位站长，
他的名字叫项余岸，他的网名叫语
文轩(yuwen888.com)。

管鹏特别焦急地呼吁站长们：
让我们一起献份爱心吧，为了这个
失去了父母的孩子。

此消息迅速在微博上流传。
很快，香港华达投资集团董事

局主席李晓华在博客上写道：看到
这里我哭了，因为我也有个女儿。我
愿意收养小伊伊。如果收养不成，我
愿意提供小伊伊的抚养费直至她长
大成人，给她爱和温暖。

事实上，在这个不眠之夜，《中
国企业家》、《创业家》杂志微博管理
员一直与企业家们在一个平台上发
挥粉丝的力量，互转各种寻找亲人
的求救信息，持续更新大量乘客名
单和伤员名单。对这个阵地的坚守，
显示出了企业家们作为公民的集体
情怀。

很速，微博上出现很多企业家
简短的话语:求求医生保住孩子的腿
吧；大家想个好办法把孩子的一生
安排好；乖孩子，为了爸爸妈妈，勇
敢地活下去；宝贝，加油，这世界还
有爱；孩子，让我抱抱你亲亲你。此
时，他们都是孩子的父母，是孩子最
亲的亲人。

某官方微博发布一条消息称：
“事故发生后，现场极其混乱，很多
乘客和亲友走散，因此，我们整理出
部分寻人信息和正接受医疗救治的
部分乘客名单，请各位网民转载
吧。”

多位思想型企业家一直在观
察、思考、评论、质疑。微博，这个强
大的沟通平台，记录着历史，也点亮
了生命之光。命悬一线的生死时刻，
万人营救的午夜时分，每个紧急瞬
间，都有网友通过微博发出一幅幅
感人的图片和文字。企业家们正是
通过网民、媒体的现场及时报道，才
做到了在关键时刻，通过自己的理
性思考来参与和推动“还原事实真
相”的微博大调查。

企业家安慰网友们时说，我们
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我们正在为
追求过快的发展速度付出代价。被
时代列车抛下的人们，远远不是被
抛下那么简单，他们要承担高速发
展的列车给他们留下的一系列成
本：环境、安全以及高速发展所需的
资金等等。”

企业家王巍的微博被转载几万
次。他写道：现在是时候了: 第一 ,要

求动车全面停驶整顿；第二 ,启动法
律程序起诉铁道部查清失职渎职的
民事责任,要求国家赔偿; 第三,公开
高铁动车建设的设计施工管理检修
责任机构与直接负责人资料,面向公
众查询 ;第四 ,国家审计与社会专业
审计机构联合建立具有公信力的团
队审查财务,及时发现隐患。

备受感动的童大焕写下长篇博
客，其中结尾一段成了网民语录：中
国啊，请你慢些走，停下飞奔的脚
步，等一等你的人民，等一等你的灵
魂，等一等你的道德，等一等你的良
知！不要让列车脱轨，不要让桥梁坍
塌，不要让道路成陷阱，不要让房屋
成危楼。慢点走，让每一个生命都有
自由和尊严，每一个人都不被“时
代”抛下，每一个人都顺利平安地抵
达终点！

这段文字不但一天多时间出现
28万次转载、3万余条评论，还上了
美国24日《纽约时报》头条。正如薛
蛮子7月26日反思到：我们都不要愧
对良心，安全质量问题必须解决；良
好的愿望只有在尊重事实、尊重科
学和规律前提下，才有可能结下甜
美的果实。

企业家是人不是神。在百姓遇
到灾难的时刻，他们一样看不了“官
僚腐败”的阴影继续游荡；看不了当
权者的“不透明”而给百姓带来的精
神苦难。他们的质疑和呼吁是诚信
所为。他们愿意为粉丝转动思想。

思想力：微博加大反腐

飞象网项立刚：改革要做，高铁
还要发展，安全第一。

事实上，企业家们是认同公众
的观点的 :腐败成为恐怖主义，铁路
腐败直接威胁人民财产和人身安
全。但是，企业家更多的是把积极建
议和冷静思考奉献给公众。正如五
星控股董事长汪建国更新的微博，
“实事求是是最起码的作为。”李东
生的微博互动是：“动车事故牵动国
人关注。当局应本着实事求是的态
度，向社会尽早公布事件原委，并真
正反思以几十条鲜活生命换取到的
沉痛教训，杜绝事故隐患，能取信于
民。”

在追踪动车追尾事实真相这一
公共事件上，微博成为中国人的首
选。一、在话题数量上出现爆增。
二、在微博话题榜首位。三、即时评
论显露无遗。四、关键时刻救命寻
亲。五、重要成为媒体新闻源。六、
展示献血等救助真相。七、追踪事
故动态。

很多企业家的建议得到网民的
关注，也得到几位经济学家的喝彩。
百姓看到的结果是，7月26日上午，北
京市安监局召开紧急会议，以迅速贯
彻落实国务院安委会关于加强安全
生产工作的有关通知精神。副市长苟
仲文强调，北京地铁要严格落实地铁
车厢不超载等“四不”要求。

7月25日，工作和微博两不误的
飞象网总裁项立刚，把自己乘坐高
铁的感受发到微博：一、运力还是不
够，动车的票不好买 ;二、高铁还得
搞 ,安全问题确实要重视，车厢里不
但卖了站票，一群孩子在奔跑、打

闹，无人管；三、面对速度提升，安全
上要提升级别却是做得少，无防护，
无提醒，少管理 ;四、动车速度较快，
我认为应该用安全带；五、卖无座
票，不少人站在车厢里，难以安全。

经济学家许小年的观点更加犀
利：如果将一系列的事故归因于麻
痹思想、安全责任不落实，避重就
轻，则此类事故还将不断发生。需要
深刻检讨的是发展经济的“大跃进”
思维、政绩重于生命的价值取向、公
共工程的垄断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腐
败。

中国需要慢下来吗？
是的。更高、更快、更大，这不是

指奥运精神，而是这些年中国各地
发展的标杆，什么都追求个世界最
高、世界最快、全球最大。财大气粗，
好大喜功。硬件可以用钱砸出来，管
理能力却跟不上。

所有的企业家都要参与反思。

行动力，微博微而不弱

肖明超：今天的微博扮演了重
要角色。微博让人们看到了更多。团
结就是力量。

在微博网友及时发布信息的同
时，还形成了与线下民众行动的积
极互动，共同展开了一场多渠道的
生命救援接力赛。微博力量情感浪
潮 ,诠释爱心的强大行动，为这个时
代写下了温暖的注脚。

就在灾难带给大家很多无奈和
愤怒的关键时刻，网友们开始传递
浙江省省委组织部部长蔡奇的微
博，“生命伤不起啊：这么大的事故，
怎能归咎于天气和技术性因素？又
该谁来埋单？相关部门应痛定思痛，
从中汲取深刻教训：安全第一！生命
伤不起啊！”

作为高官，他依稀记得7月23日
国务院下发的通知，要求各地区、各
有关部门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重特
大事故发生。这一特大追尾事故的
发生，部长的心和百姓的心一样的
痛。

新生代市场监测机构副总经理
肖明超写道：今天的微博在重大事
件面前扮演了重要角色。微博已经
融入网民生活中。正如肖鹏所说：
“因为微博才让更多的人看到了这
些，才让更多的事公布于众。”

企业家们每天发贴上万条，呼
吁公布原因、启动问责，告慰死难
者，恢复民众对交通安全的信心。粉
丝们感动“他们流着道德的血”。

生命有时来得无常，但大爱相
随。即使有阴霾密布的清晨，也内心
充盈明朗。心晴天就晴，生活要继
续。我们要乐观地活下去。

记者看到，“7·23”甬温线特大
铁路交通事故中，微博扮演了众多
角色：事故最早的信息来源、寻亲信
息平台、提醒辟谣阵地、献血倡议发
出者。最为重要的是，微博改变了
“过去的传播方式”———“加工”后的
公文式告知。

7月28日，温总理说：我们不要
忘记这起事故，它让我们更警醒地
认识到，发展和建设都是为了人民，
而最重要的是人的生命安全。

我们不必绝望。

本报记者 江雪/文

黄铁鹰/文
2009年 4月，海底捞案例在《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发表之后，

几个出版社相继约我写一本海底捞的书。可是我对写海底捞的书实
在没把握，加之又忙，就一一回绝了。

2010年初，我的老朋友边杰带着某杂志的编辑到北大找我。
我动心了，给张勇打电话说要写这本书。
张勇很犹豫。他说：海底捞现在名声在外，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再出一本书，怕吹过了。
我说：你再想想。我过些天给你电话。
第二次电话，张勇同意了。但他提出 3个条件。他说：“黄老师，第

一，要写就写个真的海底捞。要把海底捞好的一面与不好的一面、问
题与困惑展现出来。只要是真实的我不介意。第二，写海底捞的书我
不给你钱。第三，你写完了我不审稿。”

我说：好。
于是，8个月后我把书稿交给了中信出版社。
张勇不仅把海底捞向我全面敞开，让我采访所有高管，还让我

进入他的家庭和他的过去。加上他那一句“我不审稿”就更让我的笔
格外纠结。写这本书，我领教了被别人充分信任并不是一件好事。因
为太沉重。其实，这是张勇管理人的方法，我着实是被他管了一次。

这本书完稿之后，我开始嘀咕：是不是让张勇看看？万一我有什
么地方写的失实或者不对，给张勇和海底捞造成不好的影响怎么办？
后来，我忍住了。原因是：这是我的书，是我看海底捞的视角。世界是
个万花筒，海底捞也是个万花筒。每个人看的角度不同，图案就不应
该相同。

写这本书的形式我也做了突破：62篇故事组成的“四不像”。海
底捞已经活了 16年，我只想把他鹤立鸡群的原因挖一下。很多人问
到“海底捞的做法我们能学吗？”我的回答是“不能。你学不会”。因为
企业管理不是科学，是艺术。就像弹钢琴的不可能成为钢琴大师的道
理一样。写完书后我更加坚信管理不是科学的观点。

管理是科学还是艺术？这本来是学术界的争论，但现在引起越
来越多企业界人士的关注。

做企业的人关注这个争论不是没有理由。如果管理是科学的
话，企业就应该多招MBA并让他们担任重任，因为他们是专门学习
管理的；当企业面临重大决策和难题时，也应该听取咨询公司的意
见，因为咨询公司的雇员大都是专业学习管理的。

相反，如果管理是艺术，企业就应该遵循“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
鼠就是好猫”的原则；当企业有病了，也别相信所谓的外脑能够治疗
你的病。因为任何艺术家的成功，主要是靠其本人的天分和努力，同
别人的关系不大。

管理不仅仅属于自然科学，就是会计和律师这样的社会科学专
业也有着本质的不同。管理是一个条条大路通罗马的专业，从农民到
科学家都可能成为管理者。相反，管理专业的毕业生却未必能够成为
管理者。

一句话，自己企业的病只能自己治。

序与跋

我写海底捞

镜鉴

企业家“生命存折”里要存储“危机意识”

生命是意识的永恒舞蹈。那么，
在企业家的生命中，什么意识应该
是永远坚固而不可以忘却的？危机
意识！

美国作家迪帕克在《生命的七
大精神法则》中写到：生命的成功可
以定义为幸福的可持续发展和财富
目标的渐次实现。一个可持续和一
个渐次，决定了人生的境界和高度。
当然，他强调的是人生的成功而不
是简单的成功。因为商人们常常把
成功和人生分开来。

上周，几则消息震惊社会：浙江
省两名前副市长在同一时间判处死
刑；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原党组书
记、副总经理张春江受贿案作出一
审判决，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2010 年在中国创下 40 多亿元销售
额的达芬奇大胆造假，仅 2010年就
赚取了 1.8亿元的退税所得；世界传
媒大亨默多克家族因“窃听丑闻”全
球名誉扫地。

这是一个最好时代，这也是一
个最坏的时代。
“这个时代，是需要更加偏重精

神层面来谈及成功和富裕的途径
了。没有这个层面做基础，梦想成真
之后也会粉身碎骨。”这是一个企业
家在 7月 22日博客中表达的观点。

这些“犯罪者”都曾经是期待
“中国经济崛起”的人。但是，在奋斗

的过程中，艰苦朴素的作风渐渐改
变为好大喜功、贪图享乐，用“许三
多”自己的话讲“忘记了危机，忘记
了当初对党的誓言”。此种人多了，
使得经济学家很焦急。日前，张维迎
大胆地讲到：“现在有些人过分强调
中国价值的独特性，可能是因为无
知，也可能是因为无耻。如果不承认
普世价值，等于中国文化永远不能
走向世界，中国永远不能崛起！”

那么，我们的高管以及企业管
理者、商人的思想离普世价值相差
多大？几个大案的犯罪者都强调几
个理由：不得不打“亲情牌”———为
残疾的父亲、兄弟脱贫或者是为孩
子就业；二是不得不打“心理牌———
当高管有着一般人感受不到的心理

压力，为了发泄，要利用权利；三是
不得不打“制度漏洞牌”。制度的不
完善给了他们太大的机会，时间长
了，连怕的感觉都没有了。
《中国企业家》杂志总结了大贪

官胡长清的“心态语录”：一、总有一
天中国会不行的；二、有两个国籍，将
来就有余地了；三、现在我花你的钱，
今后等我当了大官，只要写个字条，
打个电话，你们就会几千万地赚；四、
假如江西的新闻媒体能像美国记者
曝光克林顿那样，敢于报道我的坏
事，我不至于今天落到这个地步。

这些既有“危机意识”又无“危
机意识”的语录得到网民们愤怒的
评论：“见过无耻的，但没见过这样
无耻的”。除了愤怒，我们每个人是

否都要问问自己：我们的危机意识
是什么？我们前进的动力在哪里？我
们的榜样是谁？

企业家任志强每天都要在博客
上与 300 多万名粉丝交流对社会问
题的见解以及个人的读书思想体会。
他心甘情愿地把自己交给粉丝们监
督，粉丝们也珍惜这个监督的权利。
因为这样的生命意识让大家在一种
对幸福的追求中，实现了渐次的成
长。在这样的坚持和建设中，大家都
觉得“生命存折”中多了价值。

事实上，“生命存折”的概念台
湾企业家吴清友 20年前就提倡了。
他说，商人和企业家除了储存钱以
外，还要存钱以外的正面力量：爱
心、温暖、智慧、热情、善意、关怀、友

善、危机意识。存得越丰厚，你才越
懂得什么是价值。

理论上讲，任何人的心理、人
格、社会性成熟都是与工作业绩的
获得、个人情感的饱满成正比的，幸
福感也是渐次增长。企业家要高于
普通人。

然而，有些人走的恰恰是一条
反路：工作成绩越大，地位职位越
高，心理与人格的扭曲越猛烈。因
此，法律工作者提示企业家们：没有
一个财富创造者是没有心理压力
的，包括默多克。所以，企业家必须
保持自己的生命意识里有“因果关
系”，多储存“危机意识”，营养身心。
因为，当企业管理者的权利大到不
受约束时,离衰败也就不远了。

北北/文

7月23日晚9点,
记者在博客上浏览
企业家信息时，突
然看到“羊圈圈羊”
发出的一条求救微
博，时间是7月23日20时47分。此后，微
博世界被“事故”带
来的各种追问占据
着首位。很快，美国
的潘石屹和北京的
任志强等“微博控”
参与了积极的“思
想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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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面建设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工作的逐
步开展，海淀区经济稳步增长，企业登记存量已逾 14万户。
2010年度企业设立、变更登记量达 6万余户，受企业经营
范围调整、专项登记等因素影响，2011年企业登记量预计
将进一步增加。分局立足服务核心区建设、营造良好投资环
境，积极转变工作思路，以内部监督管理制度保障为前提，
率先试点运行“部分登记事项直接核准工作机制”，对内、外
资企业变更名称、住所（部分）、内资企业变更实收资本等 9
项登记事项，取消以往两名登记人员“一审一核”工作模式，
改为由一名登记人员直接核准。该工作机制运行以来，取得
了较好的效果：一是工商大厅业务窗口日接待量显著提高。
日均预约量提升至 450户，较实行“一审一核制”提升了
15%，确保登记高峰期间电话预约等候时间也能控制在 5
个工作日内。二是办事人员在前台办理手续时间大大缩短。
通过优化窗口、简化手续，从递交材料到窗口正式受理到出
审查结果的办理时间减半，为企业节约了时间成本。三是办
事人员满意度进一步提升。全部审查由一名登记人员负责，
深化了“一窗式服务”和“首问负责制”理念，下一步，分局考
虑适时扩大直接核准工作机制的规模，使方便快捷的服务
惠及更多办事人员，营造良好的市场准入环境。

部分登记事项直接核准效果显著

王利博制图

mailto:jiangxue@sin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