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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日

本报记者 江雪

解读

江雪

每一个艺术家都是自己的 CEO

“自己就是产品,就是创造者。”这
是很多企业家骄傲的资本、首肯的事
实。这个事实和首肯启发了当代的艺
术家们，把自己这个产品打造成品
牌，以“精神产品”服务消费者的同时
获得物质财富。“买票和卖票”之间的
行情变化，已经成了艺术家财富价值
的“晴雨表”。
“女魔头”是国际服装界对各类

时尚时装杂志总编辑的“美称”。缘由
美国《Vogue》主编 Chase38 年时间一
手带动起来的美国时尚产业。
“魔头”缔造了时尚要有品位的

理念，“魔头”设计了公司女编辑的品
牌标志“高筒黑丝袜加白色手套”。

是的，美国的“女魔头”带动的是
一个大大的时尚产业。一战后，她通
过“时装秀”商业模式，把企业家、设
计师、零售商团结在一起，德国人称
赞他们“以品位把钱挣疯了”。

21世纪以来，“女魔头”商业创新
精神以电影的形式在全世界传播开
来。

财富
来自对品牌意识的经营

进入国际化市场的今天，没有品
牌意识做旗帜，产品无法照耀世界。

艺术和体育明星得到更多的财
富是因为“卖好了自己的艺术产品”，
他们既是生产者，也是销售者。这个
意识大多来自环境的带动和与企业
家的合作。艺人们看到了，很多企业
家在销售工业、商业产品时，得到的
不仅仅是财富，还有社会价值。
成龙是艺术家中做“企业产品代

言”较早的一位。2012年 3月，因为茅
台酒集团的“高调言论”，成龙的代言
也再次成为焦点。企业自然要选择与
自己产品品质、产品价值、产品品牌
知名度相一致的艺术家合作，来推动
产品价值的最大化。但是，作为具体
的人，选择什么产品和企业以及企业
家来合作是需要更精心、更谨慎的思
考。

利益永远都是双刃剑。
事实上，在中国内地，优秀艺术

家和企业的合作早有历史。多年来，
话剧艺术表演家濮存昕不但是中国
第一个艾滋病形象大使，同时还是几
个企业产品的形象代言人。他的个人
声望、艺术品牌价值也正是通过这样
的亦商、亦文、亦公益的互动得到了

“保值与增值”。因此，品牌艺术家必
须高度重视个人品牌分数的增加与
减少的原因。
但是，比起国外的模特、演员等

艺人的市场价值开发，中国的市场还
有很多空间。2012年 2月《福布斯》封
面文章称，现年 48岁的前泳装模特
凯西-爱尔兰已不再靠性感美貌赚
钱，她把她的品位乃至于她的名字用
到了服装、家具等领域，总计超过
15000种产品上，成为身家 3.5亿美元
的富豪。
她是艺术家圈子里，财富最为卓

著的一个。
作为成功的女企业家，凯西的公

司形形色色产品在全球销售的“目标
受众”就是美国中间阶层的母亲们。
把美艳超模的名字加到那些面向日
常受众的平淡无奇的产品上，就产生
了一定程度的“魔力”。

分析此案例后的投资家认为：中
国演员简单“出售肢体语言”是取得
不了更高价值的，包括已经转型服装
行业，自称为企业家的女模特们。因
为艺术魅力不足以打动这个市场的
时候，个人品牌价值难以升值。

而凯西-爱尔兰在成为模特之前
很早就已表现出了创业精神。那么，
我们可以问问，在中国，文化产业的
创业精神是什么？
看好中国文化市场的投资家们

探索之后的回答是：品牌意识。取得
经济效益的文化公司都在打造品牌。
大地文化、山水文化、原生态文化符
号已经成为艺术家的企业符号和品
牌价值。如果，杨丽萍仅仅凭借“云南
原生态歌舞”这个品牌名字是获得不
了市场 10年认可的。
重要的是她坚持在品牌名称的基

础上，把创业精神夯实，把专一精神坚
持下来，用全部的生命激情、岁月来感
受天地自然给予自己的艺术启迪，并
转换成艺术商品。很多投资家是被她
的艺术精神感动之后才“商业的”。10
年后的今天，世界舞台上多了中国的
“原生态舞蹈”品牌———《云南印象》和
《大河之舞》一样享誉世界。

日前，当杨丽萍手挎藤条编织的
菜篮子出席世界时尚品牌举行的活
动时，时尚达人不得不羞愧地认为
“自己太土了”。很多企业家表示：“她
的举动和思想让我们受到了巨大的
震动和启发。”

重要的是，这样的“世界唯一”才
是明星品牌的力量，才可以得到投资
家的青睐。已经由艺术家成为“企业
家”的女导演王潮歌谈论更多的观点

是“独特性”。正是其“产品品牌和企
业家个人品牌价值的独特性”才有底
气使得作为企业家的她说出“下辈子
的钱都赚不完”的豪言壮语。

中国著名的音乐家、指挥家谭盾
在奥斯卡颁奖现场发出的一个微博
足以让几个投资专家研究几天。

或许，那天的那个信息“就预示
着一个优秀文化产品的诞生”，抢到
“艺术家专利”的企业家和投资者就
等于“抢到了财富”。事实上，当商业
旗帜鲜明地为艺术开路的时候，艺术
产品的真正归路才可以找到方向。文
化，作为行业、产业的空间才可以得
到更大的拓展。因此，专家们提示：中
国因为离世界艺术市场的距离比较
大，所以，品牌意识必须是文化产业
从事者从零开始就重视的课题。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台长周莉
在全国人大江苏代表团会议上的发
言时称：《非诚勿扰》通过互联网等渠
道已经成为海外 60 多个国家华人每
周必看的节目，特别是 2011 年以来
推出的系列海外专场，在全球华人中
引发强烈反响。BBC 、路透社、《今日
美国》等都进行过专题报道。同时他
透还露：江苏卫视《非诚勿扰》节目经
济效益已逾 24亿元。

24亿元的效益说明什么？
说明我们可以在羡慕美国电影

明星年收入 7 个亿的同时，着手扫描
中国市场并建设品牌。

先驱者
获得财富也要奉献精神

任何公司制造产品以后，都要在
获得利益时奉献经验，共荣市场获得
长远效益。

没有企业和企业家愿意说出“痒
痛”。除非是产品在市场上跌了跟头。
但是，文化公司有时候“反着来”销售
产品。常常被说成是“秀”。慈善企业
家陈光标就学着明星们“秀自己”以
奉献自己的爱心。

在中国，公司化的演员很明确自
己不是“政府的公务员”。自己必须适
应市场营销手段以及带来的定位价
值。

在英国拿到金融师资格证书的
北京滴滴文化公司老板杨紫奇对记
者说：我用一年时间把明星个人的品
牌意识建立起来。我要告诉给他们百
年企业是什么，让他们渐渐地把个人
品牌和公司品牌结合在一起。她说：
把国际市场的一些常识贯彻到实践

中是一个艰苦的过程。但是，我们的
旗帜就是打造不一样的文化公司。中
国未来的文化市场需要联想集团、需
要华为公司、需要柳传志和张瑞敏、
马云。

有着新加坡公司 3 年工作经验
和英国 MBA学历的杨紫奇本着“投
资家”的原则经营艺术家，2011年初
步的胜利给了她极大信心：“这个市
场很有吸引力。我要打造艺术家品
牌。”记得在 2007年中国企业家年会
论坛上，这个年轻的投资家就对记者
表示：在与金融家们共议品牌建设话
题时，我就一直强调文化理念。当金
融家开始接受文化理念时，公关、宣
传就会很自然地融合到艺术活动之
中，提高品牌价值不仅仅为了“知名
度”，更重要的是提升中国金融业的
核心价值观。商业道德往往都是一点
点靠文化累积成的。

2012年 2 月，中国银行“百年庆
典”活动请了濮存昕。

企业家表示：“他不仅仅是优秀
文化人的品牌，更是一个老员工的家
属。是百年企业、百年品牌的文化理
念的融合，他才有心理上的强烈归属
感。”

李宇春也是属于励志型明星。她
不仅爱舞台，更爱企业的未来发展和
共同合作的同事。“过去 6 年是团队
的合作敬业精神支撑大家。从争吵到
信任到默契不是三言两语能概括得
了的，但是所有的辛苦都变成了美好
的回忆，这是财富。当初做第一场
Why Me演唱会的时候，有没有想到
形成了现在这样的品牌，因为大家的
支持和喜爱，也把它看做了一个约定
和承诺，这样一年年坚持下来，形成
了艺术力量和市场效应，然后是补充
和延伸。”

任何一个品牌要想保持知名度、
美誉度都要面临各种挑战。

大多企业家回忆自己“梦想不曾
停止”的时刻都要想到某位旗帜型人
物对自己影响。从这点说，“粉丝”作
为商人最大的消费者，他们买的是精
神财富。

因为品牌有价值，“李宇春年会”
成为不可复制的案例。但是“明星和
老板分手”也是文化企业的命题。目
前，工作室的状态是中国艺术家对企
业一个选择，所以，明星个人品牌的
保护也是企业大问题。

市场的变化要求他们思辨“是自
己做自己的老板，还是资金做老板”？

中国的文化市场需要更多的人
探索。

分析家们天天在研究 :艺术市场未来的诱惑在哪里？明
星们成名之后的商业价值是什么？商人可以看到什么？企业
家可以使用什么？

很多案例给予回答。
日前，慈善机构以 42388美元高价将林书豪首发对抗湖

人队时穿的球衣拍出；eBay 上，有林书豪亲笔签名留言的中
学毕业纪念册起价就 4800 美元；他的球员交易卡最贵的炒
到 6000多美元。就连他对战新泽西网队前在队友家借睡的
沙发都有球迷愿意花 5万美元买下。

2012年 2月 15日，“林旋风”在最后 0.5 秒以 3 分绝杀
猛龙队的第二天，敏感的匹克体育用品有限公司董事长许
景南亲自带队立刻赴美国。他们一方面是庆祝“匹克全美旗
舰店在好莱坞梅尔罗斯大街隆重开业”；另一方面就是希望
一定和新崛起明星林书豪“达成某种默契”。

这是商家的嗅觉决定的。许景南坦言：“都是福建人，同
根同源的事实，让我们关注他两年时间了。认定他将是继姚
明之后最有市场号召力的球星之一，更是体育运动品牌梦
寐以求的优质资源。”

对“优质品源”四个字的细致解读，可以说概括了商业
的全部秘密。笔者细读了林书豪的经纪人蒙哥马利公开的
信件内容是“全世界的所有人都在为林书豪而兴奋，现在有
非常多的企业通过电话询问，不仅有美国的企业，也有中国
的企业”。

我们欣慰地看到，在这个商业故事演出刚刚开始的阶
段，中国企业还没有落后。趋“林”若鹜的企业还有李宁、安
踏、361毅等国内的体育用品企业。

就在匹克通过高调营销想聘林书豪代言的消息一出，
很多代理明星的公司都注意到了一个股市信息：其股票在 2
月 17 日当天就大涨 8.5%，创 3 个月新高，并带动了体育板
块集体向上。

这真的就是一个华人明星林书豪的“财富效应”吗？业
内人士互相传递的信息还包括商业秘密：“匹克现在有一个
6人小分队常年跟着球队生活，寻找新鲜面孔和具有潜力的
球员。”

这个消息给予投资者们一个信心指向“星探是必须
的”。

商业游戏里的商业文明

中国企业承认，以前中国企业也只能挑耐克、阿迪都看
不上的球员来合作，现在，中国企业已经开始与世界企业共
同竞争产品代言人了。
市场呼唤真诚持久的优秀价值品牌。
企业家呼唤真诚持久有价值的明星品牌。
这就是商业游戏里的商业文明。
我们不仅看到，一个成龙、一个姚明成就了无数企业的

营销，更看到，无数企业家在营销明星的同时，挖掘和获取
了更大的市场。
以往在国际“4”公司包围之中难以突围的中国各大广

告公司的老板们更加开心。
2012年，民营企业荣昌集团成为中国第一家在美国纳

斯达克上市的传媒公司。10年的坚持，荣昌集团获得国内市
场的无数个第一。2011年实现销售 50亿元的荣昌集团整合
资源后，坚定看好文化市场的潜力。
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中央财政加大对文化

惠民工程的支持，各地对公益性文化事业投入显著增加。扩
大公共文化设施免费开放范围，服务面逐步拓展。文化体制
改革继续推进，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很多文化产业的企业
家学习报告之后表示“积极参加各类论坛”，去学习新的营
销知识，扩大自己公司的视野。
我们期待文化市场的春天早日到来。
但是，行业人士说：“小小的成功案例并不意味着大成

功。文化市场的春天还没有真正到来。”

艺术品的品牌意识觉醒

短期效益和长远效益是考验文化创业者的大问题。改
革开放 30 年来，中国诞生很多广告公司，很多老板自己致
富了，但是曾经的公司品牌丢失了。广告专家表示：“成功的
广告传播，必须跨过自己固步自封的门槛，突破概念化时代
带来的弊病，坚持文化企业对品牌意识的看重。”
在“金融书会”活动中，地产企业家与电影公司企业家

探讨品牌积累话题时有一段对话显示了电影公司以及行业
的人才问题。制造电影产品的企业家认定一个道理：“必须
用国外人才互补”才可以出现真正的品牌。因为，文化人更
重视人文环境和生存空间的自由度，而江湖文化导致长期
不注重创意教育、中国目前是留学生不回国、创意人才缺
乏。

2012年 3月 5 日，北京青联组织了《暗算》的主演、《悬
崖》的编剧、投资商等数人举办了题为“时代·青年·信仰”的
讨论：“你对事业额投入、对情感偏执感叹过吗？你为文艺作
品中主人公的坚定感动过吗？当代的青年人缺少信仰、缺少
理想吗？”结果是：“青年心，国之志。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
信仰。”
北京青联的创意来自于美国盖洛普民间测验对世界 18

个国家近 27万人做的“你是否快乐”的抽样调查。
与伦敦、米兰和巴黎相比，纽约有着最商业化的 T 台和

最完整的时装产业，所以美国举办一年两季“纽约时装周”，
为纽约每年带来的是 8.65亿美元的收入。

是的，行业需要这样的思想震荡。有很多商人如此评价
北京青联的经常性活动是“秀明星品牌”，是“明星集体展销
会”，更是一门生意。
创意的大门已经开启。哪些因素可以成为商家和明星

赚钱的途径，或许不仅仅是商业人士的思考，需要全社会的
共同智慧。

3月 24日，北京 798 艺术区香港当代美术馆展出的“赵
红尘多元艺术展”透露出“艺术新绿”：从 2010年的《九五至
尊》到 2012 年的《万寿无疆》，品牌意识增强的诗人艺术家
赵红尘用两年多的时间来演绎多元艺术《主》。赵红尘说：
“这是我创作难度最大的一组作品。倒不是技术上的问题，
如果技术可以解决的问题我认为都不是问题，就像金钱可
以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一样。真正的问题是隐蔽的。《主》
在这里既是精神的上帝又是物质的上帝；既是信仰的上帝
又是权力的上帝，东西两种不同价值观在这里开始激烈碰
撞。美术家们看到了《主》系列艺术作品是通过油彩、综合媒
材和雕塑等新手法的复合创新表现出来的。
中国的创新之路需要更多的开拓者。

华裔巨星+
中国品牌的启示

王利博制图

这不仅是一家公司的沉浮，更是
一种理念的回归：从计划经济走向市
场经济。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于 1949 年
10月 20日正式成立。这是新中国成
立后第一家国有保险公司。

1953年 3月，中国人民保险公
司第三次全国保险工作会议对失误
和偏差进行了纠正，确定了“整理城
市业务，停办农村业务，整顿机构，在
巩固的基础上稳步前进”的方针。

1958年 10月，西安全国财贸工
作会议提出：人民公社化后，保险工
作的作用已经消失，除国外保险业务
必须继续办理外，国内保险业务应立

即停办。从 1959年起，全国的国内保
险业务除上海、哈尔滨等地继续维持
了一段时间外，其他地方全部停办。

1959 年后，部分城市国内保险
业务并没有完全停办，其中有上海、
哈尔滨、广州、天津等地。1964年，随
着国民经济的全面好转，中国人民银
行国外业务局保险处升为局一级单
位，对外仍用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名
义，并由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兼任总
经理。

从 1966年到 1976年的 10年动
乱期间，中国国内保险业务彻底停
办。

1978 年 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
全会确立改革开放政策，决定把工
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中国人
民银行在 1979 年 2 月召开的全国
分行行长会议上提出恢复国内保险
业务。

1979年 4月，国务院批准《中国
人民银行分行行长会议纪要》，作出
“逐步恢复国内保险业务”的重大决
策。

1979年 11月，全国保险工作会
议对 1980年恢复国内保险业务的工
作进行了具体部署。会后国内保险业
务的恢复工作迅速在全国铺开。

到 1980年底，除西藏外，中国人
民保险公司在全国各地都已恢复了
分支机构，各级机构总数达 810个，
专职保险干部 3423人，全年共收保
费 4.6亿元。

3月 28日
1979年，美国三里岛核电站

发生泄漏事故。

3月 29日
1919年，美科学家预言火箭

登月旅行将成为可能。

3月 30日
1995年，中国向世界知识产

权组织递交加入《布达佩斯条约》
的加入书。

3月 31日
1942年，中美两国政府代表

在华盛顿签订《五亿美元借款协
定》。

4月 1日
1997 年，《个人存款账户实

名制规定》实施。

4月 2日
1962 年 周恩来提出国民经

济要调整。

（3月 27日—4月 2日）

保险在新中国的几度沉浮
本报记者 张艳蕊

一周史记

1980年 3月 27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复出，全面恢复国内业务

成龙最近一次

名声大噪是因为茅

台酒；

江苏卫视《非诚

勿扰》的收入已超过

24亿元；
濮存晰亮相“中

行百年”，仅仅是因

为他是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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