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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缺少传奇的中国企业家群

体，他们是最值得回味的传奇。

在所有百转千回的创业故事里，

他们是最励志曲折的那一章。

他们是———84 岁卖“褚橙”闻名

全国的原红塔集团董事长褚时健、72

岁进军卫浴业的苏泊尔创始人苏增

福和 70岁成功开发红豆杉项目的章

光 101集团总裁赵章光。

在企业家越来越娱乐化、明星化

的今天，在中国企业家精神正在流失

的担忧里，企业家老将用永葆青春的

奋斗精神诠释了什么叫做正能量。

创业者永远年轻

2012年，中国经济界最大的惊喜

来自于一个被公认“已经落幕”的企

业家。

在因入狱跌进人生低谷后的第

15年，84岁的褚时健创造了 2012 年

度最励志的“褚橙进京”。这个戏剧性

逆袭故事所开始的时间，其实比人们

想象的要早。

10年前的 2002年，褚时健保外

就医。当时在公众看来，这位 74岁老

人此后的命运必定是暴风骤雨后的

颐养天年。正当人们从他的人生变故

中感触世事唏嘘之时，褚时健却开始

了他的第二次创业。

在云南省新平县戛洒镇，褚时健

承包 2400亩荒山种起了橙子，他“戴

着草帽、穿着布鞋”再次走上了曾经

熟悉的创业之路。

10 年后，2400 亩荒山成了拥有

35万株冰糖橙的果园。此时的褚时健

已是 84岁高龄。

过去的 10年里，这位白发苍苍、

“眼睛看东西不是很清楚”的老人，在

寂寞的山上拥有最充实的繁华。每天

都在生长的果树，在褚时健晚年生活

里注入了最新的生命力和无穷无尽

的战斗力。

褚时健的新公司法人代表是老

伴，总经理是外孙女婿，未居一职的

褚时健则是在山上研究怎么种橙子，

“成天就是和农民、果树打交道”。这

种以他命名的“褚橙”酸甜比是 12:1，

中间误差不会超过 0.5，这正是褚时

健多年研究的结果———过往企业车

间里的严苛标准被褚时健用在了山

间果园。

2010年，第一批成熟的褚橙在云

南上市。2012年，褚橙第一次走进北

京，走向全国。

如今，褚时健的公司固定资产

8000万元，年利润 3000万元。昔日荒

山成为现代农业示范基地，84岁的褚

时健成了亿万富翁，与此同时，也带

动了周边的农民致富。

当 1997年的褚时健遭受人生变

故之时，时年 56岁的苏增福将他创

立的“苏泊尔”发展成为国内压力锅

行业第一品牌。在近 20年的时间里，

这位著名的“前农机厂供销员”缔造

了全国最大的炊具生产基地。

苏增福走过的创业路，属于中国

私营企业家的经典励志，而结局也似

曾相识———转让出售。

2006年，苏增福家族通过放弃控

股权逐渐退出炊具业，当人们认为这

是一种倦怠休憩之时，72岁的苏增福

再度出发，以新的创业者姿态出现在

公众视线中。

2009 年，苏增福成立了卫浴公

司，前后花了四年时间投资数亿元，

反复调研和试验，做出了 8 条生产

线，向不锈钢水龙头领域进军。

在苏增福的眼前，目前由国际品

牌占据的卫浴市场，激发了他挑战的

勇气。“中国产品在品质上还有多大

差距？我就是要缩短这个差距。”苏增

福说。

当 2009年的苏增福踏出再创业

第一步之时，同年，赵章光的红豆杉

健康闻疗中心开业了。在那之前的 9

年时间里，赵章光成为中国私营企业

家开发红豆杉第一人。

2000年，一则关于珍稀古老植物

红豆杉资源日趋枯竭的消息吸引了

赵章光的注意。在十多次赴美国、加

拿大考察红豆杉之后，赵章光决定以

开发红豆杉作为自己的再创业。在江

西庐山，赵章光投入两亿打造理想中

的红豆杉开发蓝图。

从乡村赤脚医生到企业总裁，今

年 70 岁的赵章光早已功成名就，但

他的眼前，还有另一片更美的风景等

着他去追寻。

褚时健、苏增福、赵章光，这是中

国企业家群体中三个大写的名字。他

们或曾遭遇人生变故，或是已经隐退

商界，又或者早已功成名就，但在颐

养天年的高龄，他们又再次走到创业

的起点，继续为了新的梦想而奋斗，

向世人证明：创业者永远年轻。

为企业家精神注入正能量

“人没事，找点事来做。如果我什

么都不干，不老得更快了吗?”苏增福

说。

再创业的苏增福让公众瞩目的

不仅是他的再次出发，而是在此过程

中迸发的奋斗精神。

苏增福再创业之初，旧部的跟随

却并非一如往昔，原因再简单不过：

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从头开始。然而

面对这样的挑战，古稀之年的苏增福

充满斗志，而赵章光开发珍稀物种的

“绿色突围”同样也是一种精神的坚

守。

相比苏增福、赵章光的不服老、

不放弃，比他们年长十多岁的褚时健

则更带有一种深沉的宿命感，这种从

低谷奋起的坚忍不拔、再次创业的勇

气与力量，正是中国企业家精神中最

珍贵的正能量。

这种正能量首先来自于看得见

的经济数字。

2012年 11月，褚橙正式在北京

通过垂直电商平台销售。数据显示，

第一天开卖前 5 分钟就卖出了 800

箱，一个月内约卖出 120 吨、24000

箱。援引业内人士的说法，这是“北京

生鲜行业从未遇到过的火爆销售”。

“北京一些做水果生意的老行尊

看到这种情况都觉得不可思议。事实

上，我们自己没有做任何推广，完全

是褚老的奋斗故事感染了大家。”负

责销售褚橙的电商说。

褚橙在北京销售期间，有很多外

地民营企业来电订购。江苏一家民营

企业订购了 200箱给员工做福利，目

的是想在“经济环境不好，公司效益

也不怎样”的情况下，鼓励员工一起

努力度过这个“寒冬”。

在褚橙销售热中，很多褚时健的

同行———企业家们都品尝到褚橙的

甘甜，而更让他们深深回味的是褚时

健的再创业精神。

“褚时健花十年工夫踏踏实实做

产品，不是急功近利，也不是只想着

自己的利益，这对现在的企业家而

言，不论是在未来经济转型中，还是

技术创新中，都是必须学习的。尤其

是逆境，更要有企业家精神。”一位江

苏企业家如是说。

柳传志向媒体坦言，如果换成是

他遭遇褚时健之前的变故，“我肯定

会心灰意冷，随便做点什么了。”

在王石看来，褚时健是个最值得

他佩服的人。“衡量一个人的成功

标志，不是看他登到顶峰的高度，

而是看他跌到低谷的反弹力。”王

石说。

直言“中国企业家精神正在流

失”的王健林也吃过褚橙，他觉得褚

时健“这么大年龄才开始创业又做得

这么好，确实给我们这些人非常大的

激励”。

随着一箱箱橙子卖出的不只是

口感，而是一种心灵回味。人们从褚

橙中咀嚼到的是褚时健逆境中再创

业的励志精神。褚时健和其他企业家

老将以永葆青春的勇气和毅力，树立

并提升着中国企业家群体不可或缺

的正能量。

“遇到挫折的时候，不要消极对

待，要积极对待，一定要心宽，做到心

宽不容易的。越消沉越就站不起身

来。人生不要有太多计较，要向前走，

要相信一年比一年好。”褚时健如是

说。

纪念日

1934年 1 月 31 日，罗斯福总

统发表公告，美元的价值已降到

59.6 美分，政府收购黄金的价格

定为每盎司 35美元。1934年，美

国通过黄金储蓄法进一步规定私

人拥有黄金货币非法，并把美元

贬值 40%，

根据国会授权，罗斯福总统

说，采取一系列步骤保护国家外

贸免受其它国家货币贬值的影

响。政府公告称，美国政府将对联

邦储备银行的一切现存黄金拥有

所有权。政府从新旧金券兑换中

为国库创利润约 28亿美元。如果

必要的话，其中 20 亿美元将用来

稳定美元的国际兑换和支持政府

的债券市场。

美元的贬值，使美国经济重

新获得了活力，当年价格回升

10%，物价上涨后利息支出负担及

资金实际成本下降，企业愿意借

贷并投资，消费者愿意消费。而美

元则在经济恢复后自然反转，使

罗斯福执政的第一任期 GDP 扩

张 40%。可见，在上世纪 30年代的

经济危机中谁先脱离金本位、谁

的货币先贬值、谁的货币贬值大，

谁就先得益，经济就先走出通缩、

率先复苏。

罗斯福执政期间，贬值美元

40%的汇率政策被视为是“应对通

货紧缩的有效武器”。

（1月 29日—2月 4日）

南林

一周史记

1934年 1月 31日

本报记者 汪静赫

【《电影与经济》之变革篇】

1月 29日：

1886年 1月 29日，德国人卡尔·本茨和戈特利布·戴姆勒，获得世

界上第一辆汽车的专利权，标志着世界上第一辆汽车诞生。

1月 30日：

2005年 1月 30日，中央发表关于“三农”的一号文件。

2007年 1月 30日，Windows Vista正式对普通用户出售。

1月 31日：

1934年 1月 31日，罗斯福使美元贬值 40%。

2004年 1月 31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

定发展的若干意见》。

2月 1日：

1987年 2月 1日，中国银行人民币“长城信用卡”在北京首次发行。

2008年 2月 1日，微软出价 446亿美元收购雅虎。

2月 2日：

1997 年 2 月 2 日，中美就纺织品出口问题达成协议，中国撤销原

报复措施。

1999年 2月 2日，国家经贸委发布首批淘汰落后产业目录。

2月 3日：

1994年 2 月 3日，国务院规定，从 3 月 1日起实行每周 44 小时工

作制。

2月 4日：

1995年 2月 4日，中美贸易知识产权战一触即发。

罗斯福使美元贬值 40%

在企业家越来越娱乐化、明星化的今天，在中国企业家精神正在流失的担忧里，企业

家老将用永葆青春的奋斗精神诠释了正能量。

再走创业路：企业家老将的正能量

名人时间拍卖的“混搭秀”
本报记者 汪静赫

近日，以 45万元拍下任志强 3小时的山东商人陈雷、以

213万元购得史玉柱 3小时的某网站 CEO唐军，终于如愿和他

们的偶像见面。

名人的平凡 3小时，因其名气和经历而被赋予了不菲价

码，但在这场拍得走时间、买不断距离的商业秀里，著名被拍卖

者和非著名拍卖者各取所需、各有角色，真正透露给公众的永

远只是“秀”的那部分。

“3小时”买到了什么？

2013年 1月 16日中午，陈雷见到了他一个月前在“名人时

间拍卖”中拍得的“胜利品”———任志强。

“中午十二点开始吃饭，历时一个半小时，没收饭钱，也没

有时间钱，我们边吃边谈，我觉得自己赚了 22.5万元。”陈雷说。

在陈雷花了 45万元的 3小时里，他和任志强从政治、社

会、公益、信仰到企业管理等方面谈了很多，但没有谈及任志强

的专长———房地产。这两个都属兔但相差一轮的企业家，交谈

气氛“痛快而自然”。

在陈雷与任志强告别的那一刻，他花费 45万元竞拍的 3

小时永远成为过去，但也从这一刻开始，陈雷的 3小时似乎才

真正“起效”。

陈雷第一次发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许多媒体的醒目位置，

而在资讯发达的网络上，搜索“德州商人陈雷”关键词，也迅速增

加了从未有过的信息量，陈雷和任志强的合影则举目可见。在

陈雷的家乡，媒体对他投来前所未有的热情。更多人因此知道

了陈雷的教育咨询公司，而他建立的某英语读书网点击率也有

所增加。

花出去的 45万元和收获的 3小时两者间的聚变，使之前

“想过提高知名度”的陈雷觉得“相当值”。

相比较首次参与竞拍的任志强，史玉柱已经历了三次拍

卖，而且拍卖款金额一次比一次多。三次竞拍者无一例外都是

他的超级粉丝。生于 1987年的某网站 CEO唐军，最佩服的人

是史玉柱。2012年 12月 8日，这位忠诚的粉丝以出资 213万元

成为历届竞拍成功者中最年轻的一位。

尽管 213万元占唐军个人资产的两成左右，但在竞拍成功

后的第二天，唐军就已经“迫不及待”地如数付款。后来发生的事

实证明，唐军的付出是值的。

1月 19日，唐军在上海和史玉柱见面。在 200多万买来的

3小时中，除了事先期待的和偶像对话，唐军还有一个意外收

获。就在将要结束会谈之时，民生银行董事长董文标造访史玉

柱。在史玉柱的引见下，唐军又“赚到了”一次和董文标对话的

机会。董文标不但“指导了小微企业融资方法与策略”，还和他

相谈“关于民生银行电子商务和产品推销方面的合作意向”。

200万换来的 3小时虽然早已超越了期望值，但唐军此行

的收获还不算完。第二天，他见到了上一年的成功竞拍者袁地

保，同为史玉柱超级粉丝的两人相见恨晚。仅仅 4天后，唐军在

微博上高兴地公开宣布他所在的网站“A轮喜获‘千万级’天使

投资”，而这位天使投资人正是身为上海一家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董事长的袁地保。

陈雷和唐军都在这次用金钱换来的 3小时中，取得了自己

希望或意外的收获———在这之中，有些可以透露给外界，与公

众分享，而有些———可能将会永远只属于他们自己。

气质混搭的商业营销

“今年我又被‘卖’了。”2012年度“名人时间拍卖”结束后，

史玉柱曾在微博上这样说道。

已经举行三届的“名人时间拍卖”由国内某创业网站主办，

创意来自于闻名世界的“巴菲特午餐拍卖”。援引主办方的说法，

“意在打造与知名企业家零距离沟通的平台，满足网友更加个性

化的经验需求，让名人的时间和价值更加有效地为社会服务”。

由模仿而来的名人时间拍卖，忠实无误地延续了巴菲特午

餐的“餐桌规则”，是一场异曲同工的事件营销秀。

3小时本不稀奇，但是“谁的 3小时”就显得不简单，营销第

一法则是：品牌至上才会吸引买家。在连续三次的时间拍卖中，

“被拍卖”的名人全是业界大佬、知名企业家。2012年的名单是：

“最著名的失败者”史玉柱、“地产大炮”任志强、“中国投行第一

人”刘二飞。

3小时、1个知名企业家、1次面对面的会谈———但只有一

个人有此机会，在随时变化的竞拍金额下，不断渲染悬念、制造

话题，导致关注度持续飙升，直到最后一刻竞拍者揭晓。当所有

的关注度都叠加在最后胜出者身上，本来默默无闻的竞拍者自

然会引来公众和媒体的注意，其个人品牌以及所在的企业形象

必定会得到提升，除此之外，还有那些难以预料的意外收获。

主办方所取得的收益显然不只是竞拍者的满意。作为一种

与公益杂糅的商业模式，“名人时间拍卖”需要主办方来撑起整

个“秀”场，而公益就是这场秀的美丽裙衫。

史玉柱在 2012年竞拍款项到账后表示：“我被卖了，卖得

很贵，我还帮助数钱，爽歪歪！”让他心情大好的原因是这笔款项

的分配：拍卖所得中的 100万元汇到中国少年发展基金会，专

项用于在河南建立艾滋病患者学校，解决少儿患者求学问题；81

万元汇到爱佑慈善基金会，为 20名先天性心脏病贫困儿童做

手术；此外，31万多元作为主办方某网站平台运营费用。

另外两位名人的拍卖所得如出一辙。刘二飞的拍卖所得 45

万元分成 2份，38万多元捐赠给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用于

支持资助百年职校项目；6万多元作为网站平台运营费用。任志

强的拍卖所得 45万元则全部捐赠给中国金融博物馆书院的读

书会。

据主办方网站 CEO王利芬表示，他们所收取的平台费主

要是信息服务和市场推广费用。与名人时间拍卖所赚回的超高

关注度相比，运营费的收入显得十分渺小。在一次比一次火爆

的名人时间拍卖中，这场夹杂商业和公益两种气质的“混搭秀”，

远不只是一次粉丝的圆梦，它更是一场成功的商业营销。

84岁的褚时健

创造了 2012年度最

励志的“褚橙进京”

故事。很多褚时健的

同行———企业家们

都品尝到褚橙的甘

甜，而更让他们深深

回味的是褚时健的

再创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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