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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世界木雕大师
邀请赛 6月举行

中国（北京）首届世界木雕

大师邀请赛将于 2013年 6月 22
日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此

次国际木雕大师邀请赛由中国

木材与木制品流通协会红木流

通专业委员会与国际木文化学会

等单位联合主办。届时，将邀请来

自中国、俄罗斯、美国、加纳、喀麦

隆、意大利、菲律宾等国家和地区

的木雕大师参赛。还会邀请国家

有关政府部门和产业聚集地的

领导、红木企业领袖、行业专家学

者以及文化界、艺术界、科教界、

收藏界、商界和外交界等各界精

英中的红木及红木文化的爱好

者和收藏者共同参与。

经纪人：
艺术财富经营者

凤凰传奇组合，年获收入亿元，创造了行业的奇迹；作家

莫言摘得诺贝尔奖后变为千万富翁，创造了自己的奇迹；网络

写手签约专业文化公司，创造了职业的奇迹。

艺术世界看到了财富之光

广州一位美术馆负责人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我和

深圳一位著名画家都是上世纪 80年代成名的，但是他 20年
前就开始由老婆经纪画品，早成了千万富翁，而思想情感都排

斥被经纪的我，想给孩子结婚买房子都难以实现。所以，我特

别理解孩子从美术学院毕业后坚决选择当画廊经纪人。”

记者采访很多经纪公司后知道：艺术家们对自己的职业

定位是出优秀作品，经纪人是将所服务的艺术家的作品作为

商品完成交易，获得最大收益。所以，经纪人是负责帮助才艺

者跨越荆棘坎坷获得财富的专业人。

“中国的艺术家们与其对金融界、企业界财富者羡慕嫉妒

恨，不如及时聘请专业人士对自己经营管理。”在沈阳，从投行

业务转向文化经纪的老板赵赫告诉记者。

“就连我们这个民间交响乐团也已经找到文化公司经纪

了，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得到更大的市场空间，才可以养活

自己。”3月 10日，北京东方假日交响乐团团长宫先生对《中
国企业报》记者表示。

正在办理去美国学习艺术市场管理的天津南开学生李凌

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说：“时代变了，艺术家的个人品牌管理

也必须随之变化。”

据悉，凤凰传奇的身价已经从十年前的 2 万暴涨到 60
万，翻了 30倍之多。凤凰传奇经纪公司总经理徐明朝说：“凤
凰传奇近几年备受演出商青睐，成为和一线歌手那英、韩红、

孙楠同档价格的‘商演宠儿’。”

本质是风险投资商

2013年 3月 6日，莫言在微博上称自己事务繁忙，正式
授权女儿做自己的经纪人。此消息引来“中国作家需要经纪人

吗？”的争议。

历史上，才与不财，一直困惑着中国艺术家，尤其是作家。

熟读文学大师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和巴尔扎克《葛朗台》的

作家们集体慨叹：“谁愿意经纪我们？”

21世纪，正是有了经纪的观念，莫言在去瑞士期间“身价
大涨”，在获得 800万财富的同时，经纪公司从为他们一家三口
人设计的服装、手包、首饰等必备物品已经成就了一个品牌。

也是有了经纪的观念，2月，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才及时上
演了莫言策划的话剧《我们的荆轲》。当《中国企业报》记者在

王府井剧场看演出介绍时，购票的观众说：“还不太相信莫言

也写话剧。”

几个月前，莫言获得诺奖后，其手稿“身价”大涨，一夜之

间，多年前他写的一部 20万字的电视剧本手稿从 20万元飙
升至 120万元。
真正意义上的经纪人也不仅仅经纪当下，更经纪未来。作

家、明星与经纪人的高度专业化合作，实现了双赢。

某种意义上，经纪人的本质是风险投资商，他投入的是时

间和智慧来开发艺人的商业价值。因为经纪人的智慧，奥斯卡

最佳女主角、90后演员成为了迪奥最新代言人。雇主表示：
“她主演的《饥饿的骨头》显现出的独立精神可世代相传。”

本报记者江雪

本报记者 汪静赫

从商界门生到政坛弟子的师徒之谊，搭建了学术领域的普道之途，
也铺就了经济学人的庙堂之路。

经济学家的发声，不仅凝结智

慧、影响时局，亦可引领时代、直达庙

堂。

学者们的实力较量从不止步于

学术发表的舞台，他们的“智慧能量”

拥有更广阔的空间———其中最具传

承意义的不外乎“收受弟子”这一常

规途径。除却一些官员商人“贴金拿

文凭”的虚名之外，经济学者的门生

们纵横商界、驰骋政坛，发挥着独特

而持久的现实影响力。

从商界门生到政坛弟子的师徒

之谊，搭建了学术领域的普道之途，

也铺就了经济学人的庙堂之路。

历氏门生：
政商弟子传承独特能量

经济学者如何影响中国？厉以宁

正在给出他的答案。

人称“厉股份”的厉以宁，以一系

列行之有效的经济理论，对中国经济

改革与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现

在，“厉股份”的影响力已经不再需要

他个人的身体力行，因为他活跃在政

商学三届的门生正将他的思想传承、

发展。

李克强、李源潮、陆昊、孟晓苏、

龚方雄……这些“重量级”名字都与

厉以宁联系起来，因为他们都是厉氏

门生。

1991年 8月，一本装帧简单、页

数单薄的书出版了，书名是：《走向繁

荣的战略选择》，封面列出四位作者

依次是：厉以宁、孟晓苏、李源潮、李

克强。

22年后，这本薄薄 212 页、定价

只有 4元的文集突然爆红，成为一书

难求的绝版“牛书”。

在这本书里，“所有论点后来完

全被认同，渐渐变为正在实行的政

策”。2013年，集官员、企业家、学者于

一身的孟晓苏感叹：“如今 22 年过

去，我们当年的这些思想与理念全都

变成了政策，这些正确政策推动着中

国走向繁荣。”

1991年，厉以宁为书写下结语：

“改革是不可阻挡的趋势。”2013年 4

月，《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一书出

版，该书源于 2012年 11月李克强首

度提出的“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

论断。不同时代里，师徒二人对于改

革的不同定义，既与时俱进，又首尾

呼应。

李克强在《师风散记》一文中回

忆，当年厉以宁为他的博士论文答辩

开出的评审人员名单都是国内经济

学界权威性人物。厉以宁对李克强

说：“这样对你有益，可使你的论文得

到真实的评价，经得起各种检验。”李

克强因此再次修改论文，并将答辩日

期推迟了半年之久。这篇延迟答辩的

论文正是为李克强画出“城镇化”蓝

图的《论我国经济的三元结构》，后来

这篇论文荣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1989年初，生于 1967年的陆昊

被保送攻读厉以宁的研究生。与生于

50年代的师兄们相比，陆昊显得十分

年轻，而他的“年轻”也贯穿了从政的

每个时期，屡屡刷新“最年轻官员”的

纪录。2002年，35岁的陆昊出任北京

市副市长，其“理论水平和专业化背

景和学者型创新性思维”被认为是重

要原因。2013年 3月 20日，陆昊任黑

龙江省委副书记。媒体很快发现这位

“政治新星”与新任领导人之间的“共

同点”———均系厉氏弟子。外界由此

对这位“60后”官员产生更多的期待，

并豁然知晓这位年轻官员一直以来

为何如此“懂经济”。

厉以宁弟子中还包括著名经济

学家、摩根大通中国区董事总经理龚

方雄，这位具有“全球视角”的中国

人，在连续 3 年获得金融界的“奥斯

卡奖”后，以其对中国经济及 A 股市

场的大胆预测，被冠以“最牛预言家”

的头衔。

厉以宁被称为“李克强从政路上

的引路人”，李源潮曾说：“在厉老师

面前，我永远是学生”。厉以宁的思想

正在通过他的学生影响中国的现在

和未来———这是一位经济学人的独

特能量，也是时代给予中国经济学家

的机遇。

董氏弟子：
改革精英引领时代浪潮

已故经济学家董辅礽起初是一

位锋芒的偶像。

1979年，董辅礽第一个提出所有

制改革问题，他以“离经叛道”的改革

论断成为那个年代的另类学者，由此

吸引了众多弟子跟随。

1979年的一天，当时就职于中国

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董辅礽回

到母校———武汉大学举行演讲。演讲

时间只有 4小时，余音却延续多年。

许多当天听过演讲的学子由此

“奠定了自己的中国经济改革观”，并

点燃了“对新思想及学术研究的热

情”，其中包括被称为“中国期货第一

人”的田源。“董老的演讲对我产生了

如磁石般的吸引力，一次校准了我终

生分析经济体制问题的坐标。”田源

后来回忆道。

年仅 15岁的毛振华也在听众之

中，这位当时武汉大学经济系年龄最

小的学生，从那天开始，成为董辅礽

的“忠粉”。“我感到新奇和震撼，董老

的思想和他对国家经济改革的热情，

感染了所有的人。”毛振华说。

毛振华在听完演讲后写出了自

己的第一篇经济学论文，在写作过程

中，他得到了董辅礽的学术指点。和

他有同样经历的还包括杨云龙、陈东

升等人，而在最初，他们和董辅礽之

间的师生之谊没有“名分”，完全是出

于“一种思想的感召和精神的指引”。

自 1988年起，董辅礽开始在北

大、武大开设博士点，从此，他的大批

弟子如陈东升等才有了“名分”。董辅

礽的第一个博士生是华生，这位“中

国最有钱的经济学者”也是首批“国

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他是价格

双轨制、国资体制、股权分置改革的

主要提出和推动者———以上学术成

就均深深影响了中国经济改革进程。

董氏弟子们不仅改变着自己的

人生，也改变着所处行业的发展以及

国家经济变革的轨迹。 援引媒体报

道，80年代中期，聚集在董辅礽周围

的年轻人大多就职于半学半官的政

府研究部门，很多人当时已是经济学

界新星，他们敢于接受全新的改革理

念，敢于打破行业的空白。1992年前

后，这批年轻经济学者成为了实践

者，毅然下海创业，直接导致了“92

派”的诞生。援引陈东升的话说，他们

是“利用计划经济的余威，抢占市场

经济的滩头”。事实证明，他们的创业

是真正的“创”举。陈东升、陆昂创办

了中国第一家股份制拍卖行，之后陈

东升又创建了中国第一个股份制专

业寿险公司，田源创立了中国国际期

货有限公司，成为“中国期货第一

人”，而毛振华则一手创办了中国第

一个全国性股份制信用评级公司。

据有关人士统计，董辅礽带出的

70多位博士生，大都是活跃在中国经

济改革浪头的中坚力量，除了企业

家，还有很多是知名经济学者和各级

政府官员。

始于 2008年的中国经济学理论

创新奖，发源于董辅礽经济科学发展

基金会。从全程赞助到奖金提供，均

为“董氏弟子”一手操办。如此鲜明的

董氏色彩，为何却没有以“董辅礽”冠

名？身为董辅礽经济科学发展基金会

理事长的毛振华这样回答：因为基金

会“不是弘扬董辅礽个人学术思想，而

是要推动整个中国经济学的繁荣”。

曾有记者问及毛振华最大的愿

望是什么，他的答案是：“做一个好老

师，培养出对国家和社会有影响、有

抱负的综合型人才。”———这一刻，时

光仿佛回到多年前的武大教室，15岁

的毛振华正在聆听 52岁董辅礽的演

讲。从那一天起，师生结谊、人生既

定。

经济学家的庙堂之路

资讯

今年以来，冀中能源邯矿

集团陶二矿“党员奉献工程”突

出“双增双降、修旧利废”，并作

为党员干部先进性教育的重要

内容，采取加强管理、严细工

序；建立台账、明确责任；定工

取料、废料回收；比例提成、定

期奖励；鼓励修复、惩戒浪费

五项措施，增收节支 120 万
元。该矿政工部牵头，组织党

员和入党积极分子参加井上

井下义务劳动、各支部奉献工

程等活动。目前，该矿党员奉

献工程和修旧利废增收节双

超 100万元。
（柴顺利 侯希庆）

为准确掌握基层团员信息，

邯矿集团云驾岭矿团委实现团

员管理“户籍化”。该矿团委把团

员登记、团费收缴工作作为各项

工作的重点基础来抓，统一设计

了团员登记表、团员登记汇总

表、团费收缴登记表等基础表

格，并把团员的个人基本信息、

爱好特长、网络通讯方式等进行

详细登记，建立了团员“户籍”。

在此基础上，各基层团支部因地

制宜、因时制宜地开展各项活

动，用实际行动叫响“团员”光荣

称号。同时，把政治性强、表现突

出、工作优异的团员培养吸收到

党组织的队伍中。 （程占国）

云驾岭矿团员
组织管理“户籍化”

陶二矿“双增双降”
注重发挥党员作用

将于 4月下旬举行的上海国
际汽车展上，德国 KSPG集团将
携子公司皮尔博格（中国）有限公

司、梅施汽车零部件（上海）有限

公司、皮尔博格泵技术公司和 KS
Gleitlager公司，围绕“精简洁净”
主题，将推出最新汽车发动机节

能减排产品。这些技术将严格实

施尾气排放“京五”标准。该标准

还将于 2016年被更高的“国六”
排放标准（相当于“欧六”标准）所

取代。通过此次参展，KSPG集团
表现出对中国市场的更加重视，

重点体现在减少燃油消耗和废气

排放领域，从而为实现节能减排

新目标作出巨大贡献。（嘉登）

德KSPG集团
推节能减排新品

由中华健康快车基金会举

办的市民参观火车医院活动将

于 4 月 12 日—13 日在北京市
丰台区太平桥街道岳家楼 1号
北京动车客车段对外开放，人们

可以进到火车车厢里，与常年工

作在火车医院的车长和医护人

员见面，听他们介绍健康快车在

各地扶贫治盲的感人故事，也可

以由现场眼科医生和护士讲解

关于保护眼睛的医学知识，进行

白内障眼病的检查和咨询，还可

以亲自参观医院的病房和手术

室，观摩手术录像，了解 15年来
健康快车为社会扶贫解困做出

的巨大贡献。

健康快车热情欢迎
北京市民参观火车医院

文化

1979年，董辅礽第一个提出所有制改革问

题，吸引了众多弟子跟随。

1992年前后，这批年轻经济学者成为了实

践者，毅然下海创业，直接导致了“92派”的诞

生。

董辅礽带出的 70多位博士生，大都是活跃

在中国经济改革浪头的中坚力量。

1991年出版《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四位作

者依次是：厉以宁、孟晓苏、李源潮、李克强。

1991年，厉以宁写下：“改革是不可阻挡的

趋势。”

2012年 11月李克强首度提出“改革是中国

最大的红利”。

1989年，陆昊被保送攻读厉以宁的研究生。

在中国，很多成功的文化公

司是靠着经纪明星、画家、作家成

为行业财富者的。要想拥有市场、
拥有品牌、获取效益，都离不开专

业的经纪公司和专业的经纪人。

2013“珠江·恺撒堡”
钢琴大赛启动

由珠江钢琴集团和中国艺

术教育促进会共同主办的国内

规格最高、规模最大、最具权威

的钢琴赛事之一“2013 年珠
江·恺撒堡全国青少年钢琴大

赛”4月全面启动，在全国各地
开始报名工作。据介绍，本届

“珠江·恺撒堡”全国青少年钢琴

大赛沿袭往届的高标准、高规

格办赛原则，邀请了我国著名

钢琴演奏家、作曲家、音乐教育

家刘诗昆大师领衔，汇聚中外

钢琴界泰斗人物与九大音乐学

院钢琴系主任、中国最年轻实

力派青年钢琴家组成专家评委

会。 （吴芳燕）

江苏东台依托资源
优势发展特色产业

“十二五”期间，江苏东台

将大力发展特色产业，依托资

源优势和产业基础，新材料产

业向特种金属、特种纤维、特种

玻璃、电子信息材料高端化发

展，“十二五”末销售目标将突

破 500亿元。新能源产业向风
电、光伏装备制造产业链项目

突破，“十二五”末新能源装机

容量将达 2500兆瓦，建成国家
级新能源产业基地。绿色食品

产业以沿海资源、农产品资源

为基础，向健康肉制品、生物保

健品、特色海产品深加工项目

延伸，“十二五”末产业规模将

达 300亿元。 （张红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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