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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汪静赫

打工皇帝拾金记

1993年，30岁的竺稼拿到了博士
学位，走出苦读7年的美国康奈尔大
学。同年6月，29岁的唐骏入读西太平
洋大学———这一被他称作获得博士
学位的美国大学。

两个年轻人都来自中国内地，且
年纪相仿，但所读学校却是天壤之
别：竺稼就读的康奈尔大学是美国常
青藤联盟之一的著名学府，而唐骏入
读的西太平洋大学在多年后被证明
是没有办学资格的“野鸡大学”。

这样的差别，最终决定了两个同
龄青年不同的行事风格和迥异人生
路。

香港人推崇的“打工皇帝”大都具
有如下特征：出身港岛，草根阶层，奋
斗励志，专业人士。2006年的香港打工
皇帝竺稼却不完全属于此例。因为，
他并非香港人，但除此之外，其它各
项特质他都具备，尤其是那种坚毅不
拔的奋斗精神。

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在那时
高考录取率还不到2%的背景下，14岁
的竺稼考上了西安外语学院，但却因
出身问题导致政审不合格进不了大
学之门。竺稼并不气馁，他写了一封
申诉信，寄给了《人民日报》后被全文
刊登，并被接连配发一系列强调“在
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评论文章，在
全国引起巨大反响。

少年竺稼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
改变了其他人。

1978年，高考彻底取消政审门
坎。竺稼被郑州大学外语系破格录
取。

这个坚毅的青年在后来美国留
学时再次“另类”了一回。1988年，竺
稼放弃了即将到手的文学博士，以高
分考入法学院，从头开始，先读硕士，
再读博士。

这样的坚韧和执着造就了一个
优秀的法学博士，而在1995年1月，竺
稼又“意外”地向所在的著名律师事
务所递交辞呈，走进了摩根士丹利的
纽约总部。

就这样，从文学青年到美国律师
再到投资银行家，竺稼完成了“另类”
的人生转身。

1996年，竺稼被派驻香港。此后
十年间，他成功操作了中国电信、中
国联通、中国石化等企业在海外上市
的工作。2005年，在竺稼操作下，中国
建设银行在海外成功上市，这一当时
亚洲有史以来最大的 IPO给竺稼带来
了高额的分红与收入。

2006年，香港税务局公布排名第
一的“打工皇帝”所交税款达1.01亿
元，是过去5年最多，相当于前年排首
位的“打工皇帝”的5.6倍。此人正是年
收入6.3亿元的竺稼。

同年，竺稼离开摩根士丹利，成
为贝恩资本董事总经理。第二年的香
港打工皇帝，不再是他。

竺稼认为投资人需要有一点“独
特的地方”，“如果你做的事与别人都
一样的话，价值非常有限”。独特的竺
稼虽是港岛惊鸿一现的“打工皇帝”，
但其经历却是值得一再回味的励志
传奇。

中国公众知道竺稼这个名字始
于2010年9月，在国美特别股东大会
上，竺稼“帮助”陈晓在当时夺得国美
控制权。

相比较而言，唐骏的知名度远胜
于竺稼。

网络上，关于“唐骏+打工皇帝”
的相关搜索结果超过了93万条，而单
单搜索“打工皇帝”，大多数相关信息
也都是和“唐骏”联系在一起。

2008年4月，卸任盛大总裁之职加
盟新华都集团的唐骏，创造了职业经
理人薪酬的天文数字———10亿元，他
也是某“富人榜”推出几年来唯一上榜
的职业经理人。那一年，唐骏成为国内无
可争议的“打工皇帝”，他甚至还出版了
一本书，书名就叫做《打工皇帝唐骏》。

向来行事高调的唐骏从不否认自
己在打造个人品牌，自1994进入微软，
到2008年加盟新华都，唐骏的每一次职
业转换都带来身价的倍增。做人、做事
和作秀，似乎在唐骏身上“相处融洽”。

2010年7月，唐骏遭遇学历造假门
事件，他与方舟子就此展开口水大
战。

与此同时，关于他的10亿价年薪，
亦有人披露其“纯属炒作”，打工皇帝
“名不副实”。

孰是孰非至今并无定论，但可以
肯定的是，是唐骏让“打工皇帝”这个
名词开始为广大中国公众所熟知。

当 4 月上市公司年报密集发布期
来临，中国公众一如既往期待着上市
公司高管薪酬大揭底时，苹果 CEO 蒂
姆·库克 (Tim D. Cook)以 3.78 亿美元
年薪引来中国网友惊呼“这才是真正
的高帅富”，也让新晋“打工皇帝”陆
兆禧的 4757.4万元年薪顿成浮云。

四月清明小长假过后的微博上，
流行着一个让普通上班族“羡慕嫉妒
恨”的话题：蒂姆·库克和他的 3.78 亿
美元年薪。

据《纽约时报》报道，蒂姆·库克
是 2011 年全美薪酬最高的 CEO，包
括工资、额外收入、奖金和一次性股
票奖励在内，蒂姆·库克 2011年全年
薪资达到 3.78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
24亿元。

有网友粗略估算，蒂姆·库克每
秒赚 70 元，一天 667 万，一个月 2 亿
元。

因此，有一种说法称：蒂姆·库克
的高薪已非天价，而是“宇宙价”。

于是，中国网民惊呼之余，也为
最近正火的流行语“高帅富”找到了
真正的归属者———其中很重要的一
点是，生于 1960年的蒂姆·库克至今
仍是单身。

此前的 3 月末，蒂姆·库克曾来过
中国。那时的他，依然是背负已逝乔
布斯盛名的继任者，来去匆匆，并未
引起“围观”。相隔数日，一张“宇宙
价”的薪酬榜使一直被乔布斯光彩掩
盖的蒂姆·库克，首次正式以“男主
角”的姿态出现在中国公众面前，也
让不少网民惊呼：原来是他。

被称为“工作狂人”的蒂姆·库
克，曾在 IBM 供职 12 年。1998 年年
初，蒂姆·库克进入苹果，担任副总
裁，主管苹果的电脑制造业务。13 年
后的 2011年，接替乔布斯担任苹果公
司 CEO，此后，他带领苹果进行了一
系列创新，如派发股息和更加重视中
国市场。

乔布斯曾说蒂姆·库克是他“最
好的员工”。蒂姆·库克正在告诉苹
果，他会成为最好的 CEO。

蒂姆·库克的“宇宙价”年薪，让
相继浮出水面的中国国内各大上市
公司高管薪酬，多少显得有些“捉襟
见肘”，但新出炉的打工皇帝却仍然
有意外惊喜。因为这一次，榜首之位
意外地属于科技类公司，而非惯常的
高薪主力：金融、地产类公司。

阿里巴巴执行董事、CEO 陆兆禧
以 4757.4 万合计收入居上市公司高
管年薪之最。

昔日酒店服务生一跃成为新晋内
地打工皇帝。

生于 1969 年的广州人陆兆禧，少
时梦想是当建筑师。 1988 年 7 月 7
日，坐在高考考场里的陆兆禧，竟然
“遗漏”了整整一页化学试题，就此远
离“建筑工程专业”的第一志愿。尔
后，他拿到的“安慰奖”是广州大学酒
店管理专业。

毕业后，陆兆禧被分配到广州一
家四星级酒店，开始了他的第一份工
作：酒店服务生。

1999年，30 岁的陆兆禧与马云第
一次见面。那时，陆兆禧已离开酒店，
开了家网络通讯公司，但刚刚退出。
“当时连阿里巴巴是做什么都不

知道”的陆兆禧对马云的印象是“这
个人不简单”。陆兆禧随后加入了阿
里巴巴。

2000 年 10 月，陆兆禧被马云派
到深圳组建华南大区。接连遇上了
“互联网寒冬”的 2001 年和非典肆虐
的 2003年。总部给陆兆禧下达的指令
是：“跪着也要活下去”。陆兆禧带领
团队果然“活了下来”，阿里巴巴华南
大区迅速壮大。

此时，陆兆禧接到了马云的一纸
调令：回杭州任支付宝总裁。

2004 年 12 月，陆兆禧带着第三
方支付一窍不通的 7 人团队开始了
支付宝的初期创业。3 年后，支付宝成
为行业领袖。2011 年 2 月，陆兆禧出
任阿里巴巴公司 CEO。

在马云的带领下，阿里巴巴集团
高层素有武侠小说人物充当网名的
惯例，陆兆禧的网名则是《射雕英雄
传》中的“铁木真”。

对铁木真“打心底里佩服”的陆
兆禧，也如同这个武侠人物一样“深
沉而大略”。

2012 年 4 月，陆兆禧刷新了国
内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一贯的主力构
成，成为首位来自科技公司的最贵
CEO。

1988年，香港。34岁的梁振
英当选为香港十大杰出青年，同
年，他就任“基本法咨询委员会”
秘书长。4月 28日，基本法第一稿
在北京获通过，那天，梁振英一直
工作到深夜。

1988年，深圳蛇口。33岁的
马明哲参与筹建中国平安保险公
司，同年成为该公司的董事总经
理。

同一年，梁振英和马明哲都
走到了他们人生的重要节点。

蛇口到香港的距离只有数公
里，两个从未见过面的年轻人在
此后的 20 多年里，走过了一条
“异曲同工”的奋斗之路，因为他
们都出身草根，且都与“打工皇
帝”这个头衔有过渊源。不同之处
在于：梁振英是从打工皇帝到新
任特首，马明哲则由普通司机到
打工皇帝。

出身贫寒的梁振英，从小帮
助父母贴补生计，后来在英国留

学时，他自力更生，靠半工半读维
持学习生活费用；为照顾年老的
父母，他放弃一份英国高薪工作，
毅然返港。

在一家著名国际公司工作 5
年之后，梁振英升任该公司第一位
华人董事，此后升至亚太区行政委
员会委员。不到 30岁的梁振英，年
薪已高达上千万港元，成为港岛著
名的“打工皇帝”，直至 1988 年当
选为“香港十大杰出青年”，属于香
港草根精英的代表人物。

1997年，43 岁的梁振英成为
特区行政会议成员。2007年 7月
起，担任特区政府行政会议非官
守成员，并任行政会议召集人。
2011年 10月，梁振英辞去行政会
议职务，正式参选特首。

从底层起步打拼，最终获得
成功，梁振英的成长之路符合香
港人最推崇的“狮子山精神”。

2012年 3月 25日，梁振英以
689票当选新一任香港特首，这位

昔日的打工皇帝将开启“专业人
士治港”的新篇章。

与备受瞩目的梁振英相比，
2012年的马明哲则隐身于媒体视
线之外。

但在 4年之前，马明哲曾是
最红的中国名人之一。那一年，马
明哲以 6600 万元的“天价年薪”
创造了国内上市高管薪酬的新纪
录，他成为几乎街知巷闻的“打工
皇帝”。

一年之后，马明哲又创造了
一个新纪录———“零年薪”，因为
马明哲自愿放弃领取 2008 年的
所有薪酬，原因是“与公司上下及
全社会一起共渡金融危机难关”。

同上一年因天价薪酬饱受争
议相比，从“高薪门”迈进“零薪
门”的马明哲，再次陷入叫好和质
疑皆有的舆论漩涡。

29年前的 1983年，马明哲还
是一个只有初中学历的司机。人
生的转折在于，他为谁开车。答案

是：时任蛇口工业区总经理袁庚。
忍耐和少言寡语的性格，为

马明哲赢得先机：作为一个领导
的司机，这样的性格恰恰是最合
适的。不久，马明哲就赢得了袁庚
的赏识和信任。在袁庚身边工作
了两年之后，他被安排到蛇口工
业区社会保险公司工作。

1988年，袁庚委派马明哲参
与平安保险公司的筹建工作，马
明哲的“平安”人生由此开始。

看似外行的马明哲，用其后
20多年的实绩赢得了业界“马明
哲是神”的评价，而他自己则一直
自称是“平安的一名推销员”。

2012年 4月，中国平安年报
信息显示，在公司业绩保持双位
数增长的情况下，董事长兼首席
执行官马明哲的薪酬依旧原地踏
步 ，维 持 在 税 前 988 万 元 左
右———这种情况已持续两年。

在马明哲看来，打工皇帝的
光芒已成过去，且不再重要。

“打工皇帝”这个词，起源于
香港。在香港，没有什么比“打工
皇帝”更具有励志与八卦兼备的
特质。
“打工仔”的成功上位之路，

如同一曲《狮子山下》（香港名曲）
充满励志情怀，但也在曲调的起
承转合之间折射命运浮沉。这一
浮一沉之间，是际遇的千差万别。
前者如数载坚挺港市打工皇帝之
首的霍建宁，后者如卷入郭氏家
族豪门争产戏的陈巨源。

2012年 4月 12日，据媒体报
道，和记黄埔董事总经理霍建宁
去年薪酬高达 1.7亿港元，同比增
加了 10.9%，比自己的老板、和记
黄埔副主席李泽钜还高出 1.58
倍。凭着如此高收入，现年 60 岁
的霍建宁有望登上香港打工皇帝
的宝座。

这不是霍建宁第一次获此殊
荣。

多年来，李嘉诚的得力干将

霍建宁屡次成为香港上市公司薪
酬最高、缴税最高的行政人员，他
早成为港岛市民心中“打工皇帝”
的代名词。

1.57亿港元亦非霍建宁拿到
手的最高年薪，因为早在 1999
年，由于为长江实业集团成功转
售 Orange电讯，赚取超过 1600亿
港元的盈利神话，霍建宁当年年
薪高达 2亿港元。

生于 1952年的霍建宁，是土
生土长的香港人。1979年，他自美
国留学归来后，被李嘉诚招纳入
长江实业集团，出任会计主任。凭
着金融财务方面的才干和踏实的
作风，霍建宁一路晋升，直至 1993
年，登上和黄董事总经理之位。

在香港，像霍建宁这样的“超
级打工仔”并非屈指可数。虽不在
香港税务局的名单榜首，但享受
“打工皇帝”美誉的商界人物仍有
不少———比如陈巨源。

2012年 3月 19日，身为香港

新鸿基地产执行董事的陈巨源遭
遇了港剧里常常出现的戏剧场
景：被廉政公署请喝咖啡。

新鸿基地产随后发表声明
称：公司执行董事陈巨源因怀疑
涉及触犯防止贿赂条例，而被廉
政公署拘留。

港媒爆出，陈巨源此番被拘
实为豪门争斗的“牺牲品”，坊间
普遍认为，这是新鸿基地产郭氏
三兄弟内讧导致内部举报，陈巨
源由此“中枪”。

现年 65岁的陈巨源，其外表
要比实际年龄至少年轻十来岁，
是香港市民熟知的著名“打工皇
帝”。这位保养得当的“打工仔”
在新鸿基地产“打工”已经 39
年。据新鸿基地产 2011年年报，
陈巨源作为公司董事及其他酬
金收入比现任联席主席郭炳江
还要多出近五倍，是名副其实的
“打工皇帝”。

早年担任新地创办人郭得胜

秘书的陈巨源，深获郭之信任，其
后一直被重用。39年里，陈巨源从
职员做到高层，经历郭得胜、郭炳
湘两任掌门，以至现在的郭炳江
和郭炳联时代，堪称“三朝元老”。

在“不知不觉之间”，陈巨源
已然成为超越打工界限的“家
臣”，进而成为眼下这场豪门内斗
的关键人物。

2008年郭氏家族发生“逼宫”
事件，郭炳湘被两个弟弟郭炳江、
郭炳联“夺权”。此后内讧争斗不
断。

2012年 3月 29日，陈巨源被
廉署拘捕 10天之后，新地联席主
席郭炳江、郭炳联兄弟及前政务
司长许仕仁亦遭拘捕。陈巨源及
由他一手安排的某桩土地交易，
成了前政务司长许仕仁贪污案的
关键。

所有这些都表明，“老臣子”
陈巨源已深陷于这场本来和他并
无关连的家族内讧。

有人实至名归，有人名不副实；
有人坚挺数载，有人惊鸿一现；
有人曾经草根，有人今日风光；
有人恪守底线，有人随波逐流。
……
打工皇帝的故事，是沧海一声笑的创富史，也是滔滔两岸潮的

“拾金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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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姆·库克获“宇宙价”年薪
陆兆禧上位内地最贵 CEO

新晋“皇帝”

坚毅竺稼“惊鸿一现”
高调唐骏“名不副实”

天壤之别

霍建宁坚挺港市数载
陈巨源深陷豪门内斗

命运浮沉

梁振英打拼终成新任特首
马明哲实力造就天价高薪

草根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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