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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2 月 14 日，浙江

泰恒光学有限公司原董事长

寿加定意外摔倒身亡，终年

61岁

2011 年 12 月 10 日，辽

宁盼盼集团原董事长韩召善

因突发心肌梗死去世，终年

60岁

2011 年 8 月 22 日，中国

铁路通信信号集团原董事长

马骋因心脏病突发去世，终

年 55岁

2011 年 7 月 6 日，华光

股份原董事总经理贺旭亮跳

楼身亡，终年 49岁

2011 年 7 月 2 日，百视

通原首席运营官吴征因心脏

病发作去世，终年 39岁

2011 年 6 月 28 日，德尔

惠原董事长丁明亮因病辞世 ,

终年 52岁

2011 年 6 月 27 日，中芯

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

原董事长江上舟因病辞世 ,终

年 64岁

2011 年 5 月 27 日，珠光

集团浙江钢结构有限公司原

董事长卢立强溺水身亡，终

年 47岁

2011 年 4 月 21 日，兴民

钢圈原董事长王嘉民因病逝

世，终年 51岁

2010 年 7 月 17 日，上海

大众总经理刘坚因车祸遇

难，终年 46岁

2007 年 12 月，百度原

CFO王湛生意外辞世，终年

40岁

2007 年 8 月 11 日，佛山

利达玩具有限公司原副董事

长张树鸿因“美泰玩具召回

事件”自缢身亡，终年 48岁

2007 年 4 月 26 日，绿野

木业公司原董事长许伟林因

心肌梗死逝世，终年 42岁

2006 年 1 月 21 日，上海

中发电气集团原董事长南民

因患急性脑血栓去世，终年

37岁

2005 年 9 月 18 日，网易

原代理首席执行官孙德棣因

病辞世，终年 38岁

2005年 1月 7日，陕西金

花集团原副总裁徐凯自缢身

亡，终年 56岁

2005 年 1 月 13 日，辰能

哈工大高科技风险投资有限

公司原总经理赵庆斌跳楼身

亡，终年 49岁

2005 年 1 月 1 日，山西

鑫龙集团原董事长赵恩龙跳

楼身亡，终年 52岁

2004 年 3 月 4 日，北京

大中电器有限公司原总经理

胡凯因心脏病突发抢救无效

逝世，终年 52岁

2003 年 9 月 7 日，黄河

实业集团原董事长乔金岭在

自家别墅中自杀身亡，终年

53岁

2003年 8月,甘肃长青置

业公司董事长刘恩谦在自己

的居所被人持枪杀害，终年

56岁

2003 年 1 月 22 日，山西

海鑫钢铁集团原董事长李海

仓被人刺杀身亡，终年 48岁

2001 年 7 月 31 日，青岛

啤酒集团原总经理彭作义因

心脏病发作去世，终年 56岁

1999 年 5 月 4 日，春都

集团原董事长高凤来因心脏

病突发辞世，终年 61岁

1997 年 7 月 25 日，贵州

习酒原老总陈星国开枪自

杀，终年 47岁

1993 年 3 月 19 日，上海

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原总经理

方宏跳楼自杀，终年 59岁

已故企业家
不完全记录

从银行家成功转换成咖啡馆连锁商人的

老麦最喜欢这句名言：我喜欢潜伏咖啡背后

某种非物质的东西。而观察家许知远则更喜

欢巴赫的话：托咖啡的福，我的作品浩如烟

海。

观察家的咖啡馆

2005 年秋天，送孩子出国留学的上海华
东师大管理学院王教授被借调到北京工作。

此后 3 年时间，他把周末时光都存留在了观
察家许知远开在圆明园后门的左右间咖啡馆

里。用他的话讲，这个咖啡馆的存在，不仅让

清华、北大师生深刻地体会了欧洲咖啡馆文

化的历史影响力，还亲身见证了许知远以文

字的形式带给中国的灵魂触及和思想安抚。

这间由“观察家”经营的咖啡馆，以独特

的人文光芒吸引了国内外的大学生、记者、作

家、专家学者前来品尝咖啡，品味人生，挥洒

激情与智慧。

许知远站在由图书组合搭建的操作台

前，为每一个前来咖啡馆思考、玩味的人制作

咖啡。他一切都显得那么淡淡的。淡淡的笑、

淡淡的迎、淡淡的送。那段时间里，许知远痴

迷于国际政治，并在“9·11”事件带来的混乱
中梳理前景，用他自己的话说“表现出进入历

史进程的强烈愿望”。也许，他在为客人端上

一杯卡布奇诺的时候，脑海里基本闪耀的是

战争、谈判、谎言等词汇。在他的心中，左右间

咖啡馆绝不是纯粹的商业场所，而是北京，乃

至中国最早出现、最为单纯的思想之地。

事实上，在那些年，没有左右间咖啡馆这

面情感旗帜，就没有单向街书店成功举办的

各类学术演讲和思想论坛，也不会有那么多

读者给许知远以激情、信念、决心，使其创作

出版《醒来》和《那些忧伤的年轻人》、《我要成

为世界的一部分》。有评论说，尽管 10年前就
有大学学者在北大旁投资了万圣书店和雨滴

咖啡，并成为中关村的文化标志和思想之地，

但在圆明园深处投资开设的左右间咖啡馆，

则更加突显了当今中国文化人所给予史诗般

历史片段的独特祭奠。

许知远被媒体经常放大的一张照片是他

低着头，散乱着长发喝咖啡。或许，他希望通

过自己经营的咖啡馆，勾勒出曾经走访世界

的历史记忆，得出属于他这代人的“读本”。正

如记者自己当年日志中记录的那样，“满院飘

荡的梧桐树叶、脑袋上晃悠的金黄色大柿子、

玻璃窗下来回跑着抢座的小花猫，都定格在

咖啡客的心中，成为永恒。”

咖啡里的商业精神

43 个喜欢 3W、IC 等以移动互联网和集
成电路芯片技术的“折腾”青年，在短短两周

时间里凑满了 100 万人民币，开了一家“海粒
子”的咖啡馆。43 个股东之一的邵斌彬在接
受采访时表示：“为了当咖啡馆老板，我辞掉

了世界 500 强公司的高薪工作，目的真的是
希望把它做成一个折腾青年的聚集地”。因为

这些青年人深刻理解咖啡所赋予的商业精神

和别样情怀。

《小时代》剧组在老麦的咖啡馆拍摄故事

后说：每一个咖啡馆其实都是主人修养和气

质的再现。老麦认定，咖啡馆是可以烘焙出商

业奇迹的。

从英国学者马克漫的《咖啡馆的文化史》

中看到，那时的咖啡馆是由股票公司的红马

甲、期货市场的交易员、海运公司的老板、世

界各地的茶商、咖啡豆、瓷器品商、丝绸商们

垄断的，全世界的商人们正是从尖锐的香气

中，才捕捉到了属于自己的财富。

2009 年，当过数年外国银行高管的老麦
完成了意大利咖啡学院培训课程后，在上海

原来的“法租界”开张了被法国媒体评为“旧

风”的咖啡馆———老麦咖啡馆。2012 年，老麦
在其文章中讲述自己与咖啡的前生后世时说

道，“简简单单的咖啡馆，其实是对咖啡馆主

人综合素质和实力的强大考验。没有足够的

经济实力和输得起的心态不要开咖啡馆”。而

如今，老麦在微博上说，当年的确想象不到，

《我想开间小咖啡馆》、《喝咖啡无罪》和《欧洲

咖啡文化史》等书籍竟然可以和财经书籍并

列放在北京三联书店的热销书架上。

无论在哪个世纪，对文人来讲，情调咖啡

馆是他们的精神圣地，而对于商人而言，沸腾

的咖啡馆是让他们发财梦升腾的空间。无论

在北美、还是亚洲，只有咖啡这个商品被文化

和商业共同接受。老麦的人生境界无疑已经

到了“可以放逐精神和梦想”。

文化

咖啡馆人生
本报记者 江雪

（上接第十五版）

2010年 4月 4日，中国国内各大杀毒软

件商的网站主页突然变了颜色。

网页上的五颜六色消失了，取而代之的

是冰冷的灰色。

这是为了悼念一个人，这也是为了悼念一

个时代———因为他是王江民。

王江民的人生无法复制：3 岁因患小儿

麻痹后遗症造成腿部残疾；初中毕业后当学

徒工，自学成为拥有 20 多项发明的机械和

光电类专家；38岁开始学习计算机；45 岁停

薪留职、独闯中关村。

王江民是中国最早的反病毒专家，人称

“中国杀毒软件之父”。有一种说法是“王江

民出现之前，中国人绝大多数不知道杀毒软

件为何物”。作为“中国最具有传奇色彩的第

一代程序员”，王江民开发研制的江民杀毒

软件承载了很多中国人计算机岁月的早期

记忆。

业界称，“王江民之后，杀毒软件行业从

此告别英雄时代”。王江民造就的，是一个时

代的英雄神话。

神话过后，英雄不再。

然而，曾经的奋斗精神依然封存，永不

落伍。

江民（1951.10.7—2010.4.4），北

京江民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

兼总裁，2010 年 4 月 4 日因心

脏病突发去世，终年 59岁。

【王江民生前语：成败就在瞬

息之间，但无论今后怎样，毕

竟我们曾经成功过。】

王

王均瑶的离世，至今令人扼腕。

被称为“胆大包天”的王均瑶，在有生之

年创造了不少“第一”。

25岁时，王均瑶在国内第一次承包了长

沙到温州的航班，成为“中国私人包租飞机

第一人”。次年，他创办了国内首家民营包机

公司，由此改写中国民航史。

27 岁时，王均瑶受“一杯牛奶强壮一个

民族”的感召，投身乳业经营，在全国建立乳

业生产基地，销售网络遍及全国。

36岁时，王均瑶投资 5.5 亿元建造上海

首座以民营企业命名的甲级商务楼———均

瑶国际广场。

就在世人对这位青年企业家的未来继

续充满期待时，他的生命却戛然而止。

在王均瑶的家乡温州苍南，王均瑶曾经

是这里年轻人的偶像，他的意外早逝让小城

陷入人生无常的萧瑟中———相似的痛心同

样辐射至中国企业界。

“他是一个有气魄的企业家，一个有亲

和力和魅力的人，我们怀念他。”均瑶集团的

一位员工如是说。

王均瑶…张生瑜…不该离开的年纪
均瑶(1966.9.15—2004.11.7)，均

瑶集团原董事长，2004 年 11

月 7 日因患肠癌医治无效逝

世，年仅 38岁。

【王均瑶生前语：我的梦想

是做到李嘉诚那样的事

业。】

王

2008年，古老同仁堂遭遇了异常寒冷的

一个夏天。

7月，年仅 39岁的董事长张生瑜突发心

脏病逝世，同仁堂痛失“少壮派”掌门人———

此时离张生瑜履新才不过一年多时间。

张生瑜是同仁堂股份上市 11 年来首位

年轻掌门人，他的上任被视为古老同仁堂

“知识化、年轻化”的标志。

在同仁堂元老眼中，张生瑜是“他们看

着成长起来的”。张生瑜大学毕业后就进入

同仁堂，从最基层做起，直至 2007 年 4 月就

任董事长。在那之前，同仁堂董事长一职已

10 年没有变动，54 岁的前董事长殷顺海让

位于 38岁的张生瑜，被视为“古老同仁堂迈

向年轻化时代”。

在资本市场早已名声显赫的张生瑜上

任后对公司运营、销售和营销模式等进行了

诸多建设性改革，给同仁堂这个老牌国企带

来了很多新理念。然而，革新之举刚刚开始

就猝然而终，“资本少帅”壮志未酬便已离

世。

据内部人士透露，张生瑜“身体一直不

是很好，而且平时工作劳累”。身为医药老店

掌门人竟也无力抗拒病祸，外界均感不甚唏

嘘，并由此引发了对职业经理人“过劳死”的

社会关注。

生瑜（1969—2008 年），北京同

仁堂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

2008 年 7 月 22 日因突发心脏

病去世，年仅 39岁。

【张生瑜生前语：笑笑，没有

解决不了的事。】

张

金利斌的人生终结于短暂的 10 秒，但

却将 20多亿元巨大“窟窿”的漫长修补时间

留给了银行以及 1500多名债权人。

金利斌以决绝回应了“生命不能承受之

重”，对于他来说，20 多亿的融资贷款堪称真

正的“重”。

金利斌用自焚了断生命，但没断绝身后

事。他的死不仅震惊了包头，也引发了全国

热议。2011年 4月 13日后的许多个日子里，

一种近乎神奇的传言在网络弥漫，金利斌的

生死被加注了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猜测。

这个以贩卖羊绒掘得第一桶金的企业

家，在以悲惨模式告别人世前，拥有光鲜闪

亮的生活和企业。金利斌的倒下，在民间金

融活跃的包头引发了一场强烈余震。

金利斌个人悲剧的背后，是中国民营企

业融资体制的现状。正是由于银行融资的重

重艰难，迫使一些民企铤而走险、高息举贷。

金利斌的惨烈自焚，再度警醒公众关注

民企的融资困境。

金利斌…裘祖贻…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利斌（1967.8.15—2011.4.13），原

包头市惠龙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2011年 4月 13日自焚

身亡，终年 44岁。

【金利斌生前语：左右为难

之时，只要舍得放弃一头，

就不难选择。】

金

裘祖贻的结局似乎本不该如此。

虽然裘祖贻是安徽华源前身国企阜阳

制药厂元老级人物，但在 1996 年，作为上海

知青的他就已因病回沪休养。那时的裘祖贻

未曾想到，这一生注定还要与这个企业纠缠

不休，并在最后为之付出生命。

2002 年的安徽华源濒临破产。同年 3

月，上海华源总部请裘祖贻回阜阳出任安徽

华源总经理。临危受命的裘祖贻于当年底带

领企业扭亏。裘祖贻到阜阳后一直租房居

住，其朴实的行事作风颇受员工爱戴。

4年后，安徽华源生产“欣弗”注射液突发

质量事故，将裘祖贻的命运极速拐弯。企业停

产整顿，裘祖贻被撤职。

“欣弗”事件导致的财务危机和善后工

作，形成了难以想象的重压。最终，裘祖贻选

择了最决绝的了结方式。

裘祖贻留下三封遗书，分别写给企业员

工、妻子、儿子和刚满一周岁的孙女。

在给企业员工的遗书中，裘祖贻写下了

对死的决绝：“我的身体实在坚持不住了，只

有对不住大家，同‘欣弗’一起去了。”而在他

和小孙女的合影照背面，裘祖贻写下了对生

的留恋：“爷爷想你，别忘了爷爷”。

祖贻（1950—2006 年），安徽华

源生物药业有限公司原总经

理，2006 年 11 月 1 日自缢身

亡，终年 56岁。

【裘祖贻生前语：找市长不

如找市场，把珍惜质量当做

珍惜自己的生命一样。】

裘

魏东的猝然离世，犹如 2008 年 4 月最

突如其来的一场春寒。

作家余华在为魏东撰写的悼文里说：“4

月 29日，这是平常的一天，因为你的突然离

去，我必将终生铭记这一天。”———和余华有

同样感受的还有许多人。

中国企业界永远铭记的魏东始于 1994

年，时年 27岁的魏东开始运作涌金的系列公

司，由此展开了这位年轻企业家“让人瞠目结

舌”的成长速度。至 2008年，涌金系已经发展

为集风险投资、参股证券、银行、信托公司于

一体的庞大金融集团，在海内外拥有十多家

子公司，资产高达数百亿元。

业界如此评价魏东：“每次都能踩准政

策与市场节奏，果断出击”。魏东的商界传奇

使其拥有与其年龄很不相衬的称谓：“魏老

爷子”。在本该继续大展宏图的年纪，魏东的

生命戛然而止。

2008年 4月那一天，魏东纵身一跃前究

竟发生了什么，公众已不得而知。关于魏东

为何在鼎盛时期突然自杀，外界一直盛传多

种说法。来自遗书和亲人声明的唯一信息

是：魏东身患严重抑郁症。

所有的纷扰猜测都已淹没在生命匆忙

收尾的仓皇和孤清中。

余华眼中的魏东是，“如果这世上真的

有人可以万寿无疆，你必然是其中的一个。”

———可惜永不成真。

魏东…高庆昌…戛然止步的谜团
东（1967—2008年），九芝堂集

团原董事、涌金系原掌门人，

2008 年 4 月 29 日跳楼身亡，

终年 41岁。

【魏东生前语：做股权私募

很好，但做上市公司太累。】

魏

上市仅三天，董事长就死亡———这是发

生在 2011年春天真实的悲剧。

2011年 5月 23日凌晨，万昌科技董事

长高庆昌从 23层高楼跳下，坠楼而亡。就在

数小时前，他还出现在企业上市的庆功宴

上。

短短几小时内，人生顿变，生命即止。

警方认定高庆昌系自杀，当地政府表示

“高庆昌患有抑郁症”。上述结论并未平息外

界的议论。

高庆昌这一跳，留下太多谜团，甚至被

认为“世界商业史上绝无仅有的旷世奇案”。

熟知高庆昌的人认为他“性格坚忍、手

段高明”，也有人说高庆昌“喜争好斗”。此种

强势形象和生无可恋、决绝自尽的高庆昌有

着天壤之别。

看得见的信息是：万昌科技已经是高庆

昌第三次运作一家公司上市，前两次是在他

担任万昌股份董事长、总经理期间，万昌股

份被山东华冠捆绑上市。但因涉嫌财务造

假，上市并未成功，此后不断有举报称“高庆

昌转移了万昌股份的资产，重新创办万昌科

技后上市”。高庆昌离世后，有一种说法是

“上市路上，致命的举报等着他”。

高庆昌离世两天后，骨灰被送往淄博郊

区的一座公墓。半山坡上立着一块无字的黑

色墓碑———似乎在无言中道尽了这位企业

家猝然离去的真相。 （本报记者 汪静赫）

庆昌（1943—2011 年），淄博万

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

长兼总经理，2011 年 5 月 24

日跳楼坠亡，终年 68岁。

【高庆昌生前语：无福跑断

腿，人有时是瞎忙活。】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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