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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读书，他一定兴奋”

4月 18日，在北京乐岛图书馆举
办的“真人图书活动”中，记者见到了

从香港商务谈判后马上赶来的文老

板。他对记者说：这个图书馆老板“让

书的价值长久流动”理念深深地触动

了我快要麻木的心灵。我因为懂钱，才

选择了投行业务，45岁了，绝对不想像
搜狐老板张朝阳所说的那样，“灵魂陷

入，钱越多越痛苦。”

给图书馆捐了两本从香港带来的

书后，文老板表示要去飞机场，开始他

的下一场商务活动。但是他没有忘记

给记者一个杭州企业家的私人电话，

“你说请他谈读书，他一定兴奋”。

4月 20日早晨，记者赶到杭州。正
在收看四川地震新闻的李总说：“我们

集团马上开会研究救灾之事，我给你

一个电话，今天是周末，他们在万科良

渚文化村举办读书会活动。”

上午 11点，记者来到良渚博物
馆，不远处的良渚文化村会所，“圈子

企业家国学沙龙”已经进入尾声。

一位不愿意说姓名的民营企业家

给记者看了他的笔记本：“重新拿起书

本，这份激动让我想起了 30年前第一
次坐火车，第一次到杭州，第一次听到

工厂广播里播出的评书。没有秋天的

凋零，就没有春天的枝繁繁茂。不是遇

到金融风暴，以为自己的知识、本领足

够应付现实世界了。”

自称“孤儿老板”的他告诉记者，4
月 23日，他要开始动笔书写个人自
传。他悄悄告诉记者，给他们讲授国学

课的一位国有企业全国优秀企业家帮

助他起好了书名。

读书，已经成为呼吸

北京小米沙龙的投资人说到这个

读书会的目的时表示：有钱的企业家、

商人要学会美化大脑内外。

已经完成了 22期“读书体会演
讲”的中国金融博物馆书院读书会，由

读书会嘉宾推荐的书单达上百部，读

书会会员们表示，“只要听听这些书的

名字，就让人心潮澎湃。”

4月 20日，黑龙江大学艺术学院
一位教授在电话里对《中国企业报》记

者表示，“有这么多领袖级的企业家真

心读书，热爱文化、珍惜文化、传播文

化，是中国的幸事。”

《周末画报》出版人邵忠多年坚持

开设专栏介绍热门书籍。说到读书的

作用，敬仰乔布斯的邵忠表示，把握碎

片的时间去学习、思考以及工作。这是

现代人最需要明白和掌握的成功习

惯。

事实上，每天不间断读书并推荐

企业家读书的企业家，可以称得上是

中国创业者的榜样。正如柳传志、汪潮

涌他们所说，读书绝对不是任务，不是

风雅，不是累或者痛苦，甚至也不是喜

悦。读书，已经成为呼吸，是对这个世

界以及个体生命尊严的信仰。

酷爱读书、藏书的武汉“后书殿”

创始人博智曾说：“我拿出有品相的

书，等待成熟的读者。”

对于企业家来说，喜悦，不仅仅来

自物质富足。

在余秋雨赞誉的北京诚品小区咖

啡馆书屋，记者与一位私营企业老板

聊到读书心得：“我的阅读信仰来自于

75岁的母亲的培养，她一辈子都喜欢
读世界名人传记。我不认为中国企业

家的阅读量少，他们目前更加重视心

理建设。”

旅居欧洲 10年之后回到武汉创
办文泽尔书友会私人图书馆的文泽尔

对企业家、商人的文化进修信心十足。

已经成为会员的武汉民营企业家

吴志民坦言：大武汉经济建设离不开

有文化感的企业家们集体营造。他对

记者说，肩负着实现“中国梦”的企业

家，商业智慧需要进化。他推荐给记者

的书是《哈佛课堂笔记》。

吴志民的助理、立志十年之后成

为企业家的小郑对记者说，“我喜欢金

融书院读书会上女企业家王淑芬、李

亦非的读书演讲，受益颇深。她们谈

到，女企业家想成功，一定要重视与女

人的合作与竞争，而不是男人。她们参

加女子读书会、俱乐部的意义在于实

现女人之间情感的智慧沟通。”

小郑打开当日金融书院微博圈

子，@历史尘封档案载录的是《林语堂
论阅读》：“没有阅读习惯的人，就时

间、空间而言简直就被监禁于周遭的

环境中。他的生活完全公式化，他只限

于和几个朋友接触，只看到他生活环

境中发生的事情，他无法逃脱这个监

狱。但当他拿起一本书，他立刻就进入

了另一个世界，到另一个国家，或另一

个时代，讨论一个从未想过的问题。”

11场公益读书会场面火爆

“非常痛苦，知道财富与幸福没有

关系”的张朝阳很少提及“读书”。实际

上，他领导的网站每天都给企业家、网

民提供各类信息、思想，包括图书榜单

以及企业家的读书博客、微博。“他读

书的经历、创业的勇气都感动和鼓舞

过我们。”清华总裁班同学表示。

一叶知春秋，一书知性情。

“让企业家成为读书信徒”是很多

像“荒岛书屋”一样的书商的理想。企

业家不仅仅心灵、精神需要安慰，知识

更需要及时更新。

读书榜样的任志强，日前在北京

电视台读书节目中表示，“读书，是切实

的财富，并浸入骨髓。从一个人的阅读

观上，不难读出这个人的人生境界。”

请了一大批知名金融家、企业家、

学者担任阅读导师，为书院推荐优秀

读物，定期举办公益读书会等现场交

流活动，开创性地打造了一个金融人、

经济学家和社会精英人群的读书夜

场———中国金融博物馆书院在邀请政

商学界大佬做讲演交流之后，企业家

王巍在 3月 21日的微博写道：“中国
金融博物馆书院半年内在北京、苏州

和温州成功举办 11场公益读书会，场
面火爆，也引发了竞相仿效，真是令人

欣慰。”

证大集团董事长戴志康的读书心

得是：我看书往往不求甚解，就像摄

像机，扫一圈留下个印象就行；有近

万本书的戴尔大中华区总裁闵毅达

说：我最愿意读的书应该是这样的，

能够从每天的事务性工作中暂时跳

出来，可以让我从更高的角度考虑全

人类、全世界的命运。这些书可以是

传说、自传、实事，但一般不会是小

说，一定要带给我思考读书为什么？

为什么读书？

阅读:让企业家成为读书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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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传志曾经逢人推荐两本书，它

们分别是《侯卫东官场笔记》和《国运

1909：清帝国的改革突围》。前者讲如何

跟地方政府打交道，后者关乎国家命

运和改革。柳传志认为，读透这两本书

对于中国企业家会很有启发和帮助。

在宁高宁看来，读书可以找到解

决问题的方法。《基业长青》是宁高宁曾

经给员工推荐的一本书。书中所述理

念曾帮助他带领企业转型成功。

“读书不仅是学习，而是一种态度，

是实事求是，研究思考问题的态度。只

有自己的团队这样做，公司才有好的

发展。”宁高宁说。

企业家推荐的书单，虽不见得都

“色香味十足”，但无一不“营养丰富”。

企业家似乎也摇身成了思想“营养师”。

企业家推荐这件事儿，也经常成

为书商的广告策略。在许多书的腰封

上，都可以看见著名企业家的名字。请

名人写推荐语一般都是书页装帧的必

定内容———他们当中有许多正是知名

企业家。王石曾在许多场合向朋友推

荐一本叫《大狗》的书。一段时间之后，

他在书摊上看到了一本新出版的《大

狗》腰封上赫然印着“王石推荐”。

抛却跟风之名或作秀之嫌，企业

家推荐图书，不仅仅是一种阅读，因为

自书本而来的不仅有文字，还有思想

和文化。

如果为一位企业家推荐的书单开

出一张书页，背面印着的则是他的个

性、思想、感悟以及期许，由此辐射的能

量必然会深深影响他的企业，从而打

造出有其个人特色的企业文化氛围。

笔尖上的舞者

企业家与书的关系，不只是读者

和“被读”，因为他们还写书。

网络书店的畅销榜上，企业家写

的书总是排在很前面。

无论是出于何种原因，哪怕仅仅

是好奇，各种态度都将指引读者在企

业家的文字里各有斩获———因为当我

们翻开书页，正看见企业家的思想在

笔尖舞蹈。

至今已出版过五本书的李开复几

乎本本畅销。此前，李开复在《微博：改

变一切》首发时就坦言：“我除了是微博

控，还是写书控。”

不只是李开复，王石、冯仑、黄鸣

等都用出书的方式来向公众展示另一

个自己。企业家出书热，也屡屡作为一

种社会话题被剖析或调侃。

市场与公众早就发现，企业家写

的书———无论是真正由他们本人撰写

或者背后另有枪手，只要署名为其本

人———这就抵得过书商其它精妙的促

销手段。因为，这些知名企业家的名号，

对于读者而言，便是最直接和最有效

的吸引力。

已经出过好几本书的任志强目前

正在写他的自传，而且为这本书“打广

告”很早就开始了，因为他时常在微博

里提及，比如说上一句“好戏在书里”来

制造悬念以勾起粉丝的好奇和等待，

而任志强的好友———通常都是知名人

士，也常常就那本未来出版的书与他

展开互动。

凡此种种都表明，在这本自传出

版上市之前，任志强和他的好友们一

道演绎了这场事先张扬的营销秀。

企业家出书脱不开商道，因为本

身就饱含卖点。在很多书店，李开复自

传被列为励志丛书。作为一位取得商

业成功的企业家，李开复在书中回望

的往昔岁月就是卖点。从成功者的人

生经历和职场经验去汲取力量和领

悟，这是很多读者的购买初衷。

李开复在自传中娓娓道来，而被

誉为“中国证券教父”的阚治东的写作

笔法则是大起大落。作为新中国第一

代证券人的阚治东，他的人生是中国

股市 20年沉浮的一个缩影。他历时 7

年亲笔写就的《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

人生》不仅仅是一部个人自传，更记载

了中国证券业的一段真实历程。

“有了《赢》，人们再也不需要阅读

其他的商业管理著作了。”这是股神沃

伦·巴菲特对于 GE前掌门人杰克·韦

尔奇所著《赢》一书的评语。

这本书几乎成了管理界的“圣

经”，至今行销世界。仅中国市场就已是

超过 10次印刷。

2008年，青岛啤酒原董事长金志

国耗时两年完成了新书《一杯沧海》。

金志国坦承，这本书是基于“赢”来写

的，他将这个书名进一步生发为中国

的“赢”、青啤的“赢”。在书中，金志国

追溯了自己在青岛啤酒几十年的职

业生涯，也记录了青岛啤酒的发展之

路。

出版过《野蛮生长》、《风马牛》等

书的冯仑因此获赞“地产界的思想

家”。他将出书比作“从子宫里看生孩

子”：“看清整个改革体制变迁的过程，

看到市场经济的每次重大改革，但是

这个过程会发生阵痛、新生或胎死腹

中，我们属于阵痛中新生的这部分人，

同时也目睹胎死腹中的那部分人的命

运。”

与专家学者相比，企业家写的书

蕴含着实践经验和经营智慧，内容直

观，而且显得更加实用———因为，创业

的痛苦和喜悦是企业家们所亲身经历

的。

不论是写自传，或者探究经营理

念，企业家出书都是一种梳理和自省

共存的表达方式，他们在字里行间所

呈现的人生故事，与他的企业和这个

时代融为一体，读者关注他们的文

字，亦是对这个时代的探求和知晓。

企业家和书：与时代的心灵对话

近日，在刚落幕的“中国葡萄酒市场白皮书发布会”行业

评选中，借以有机新品类战略的卓越表现，中国有机葡萄酒

第一品牌威龙收获了年度品牌大奖，公司总经理孙砚田则

获评为年度人物。这一评选极具权威性和广泛性，是由中国

葡果酒专家委员会、葡萄酒学院等组成的评委会和网络投

票综合评审的方式得出。威龙坚持有机事业，获得了行业和

大众两大层面的普遍认可，被视为中国葡萄酒行业发展探索

出的一条新路。 （张竹婷）

“文化产业资本运营财税与法律高峰论坛”召开

近日，由《中国文化报·文化财富周刊》主办、北京市华

税律师事务所承办的“首届文化产业资本运营财税与法律

高峰论坛”在京召开。来自相关部门的领导、专家学者以及

企业家代表等 120 余人出席了本次论坛。与会嘉宾共同探
讨了财税政策扶持促进文化产业发展、文化企业在改制及

融资过程中如何规划税务等议题。据悉，本论坛为文化经济

界首个财税与法律类专业论坛。本次论坛第一阶段为宏观

税收、法律政策解读；第二阶段为文化产业资本运营财税与

法律实务解读。

王老吉向贵州灾区人民献爱心

贵州地区长时间的旱情引起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

近日，前往六盘水捐赠饮料的王老吉公司代表介绍说，得知六

盘水的旱情越发严重，公司紧急部署，率先做出反应，连日赶

往灾区现场为受灾同胞送上盒装王老吉，让他们能及时喝上

健康的“甘霖”。在此，王老吉公司代表也呼吁更多的爱心企业

及个人加入此次爱心行动，通过社会大家庭的力量，给受灾的

同胞们送去关怀与支持。

“马海方古都风情人物画展”五一举行

由荣宝斋主办的“春润京华·马海方古都风情人物画展”

将于 2013年 5月 1日至 5月 7日再度于北京荣宝斋举行。马
海方为我国著名人物画家，几十年来一直致力于京味艺术的

收集、整理、发掘。他以没骨入画，适度勾线，在强调造型准确

的基础上对人物作适度夸张，且设色巧拙明亮，别具一格，在

继承传统水墨的同时巧妙融入西画的一些方法、民俗的诸多

成就，使之极具观赏性与时代审美，形成了独树一帜的绘画风

格。其作品曾荣获诸多国内外大奖，并得到了收藏家以及人民

群众的青睐与好评。

雅马哈少年原创作品中国地区音乐会举行

日前，雅马哈音乐中心少年原创作品音乐会·中国地区

音乐会在北京中央民族音乐厅举办。本届中国地区音乐会

收到了来自全国不同地区的雅马哈音乐中心学员、共计 150
首的原创曲目，有 22 首作品、26 位小朋友有幸入围在当天
的音乐会上一展风采，其中年龄最小的参演者今年才 7岁。
少年原创作品音乐会是世界各国 15 岁以下在雅马哈音乐
中心学习的孩子们通过音乐的学习，把内心的感受化为乐

曲并自己演奏发表的音乐会，这是一个只属于孩子们的舞

台。 （李玲）

呱呱发布新战略打造第一演艺社区

4月 17 日，国内第一视频演艺网站呱呱宣布推出新域
名并公布新的发展战略，至此，以视频演艺为独特定位和核

心优势的呱呱正式向网络视频传统势力发起挑战，2013 年
将呈现出“全民秀、星梦路”双轨道并行，双通道互补，多资

源配合的局面，全力打造第一演艺社区。据悉，从 2006年开
始，呱呱涉足音视频互动领域，目前拥有的注册用户超过

7000 万，同时在线用户数超过 100 万，年营收已经达到 5.8
亿，已有逾千万人次用户通过呱呱的音视频互动功能，进行

自我才艺展现。

易生旅游黄山卡在京首发

4月 18日，易生旅游黄山卡在京首发。借助黄山的旅游资
源和品位以及海航集团由人民银行认可的电子支付结算平台

和特许经营许可证，扩大黄山旅游卡的推广和黄山品牌的进一

步提升。该卡集成了门票、住宿、餐饮、交通、娱乐、购物等多种

服务，为串联旅游产业上下游商户、促进广大用户休闲深度游

提供了丰富的产品选择。易生旅游黄山卡倡导绿色支付，免除

游客携带大量现金的烦恼，并与商户建立诚信联盟，通过金融

支付工具的介入，使旅游消费透明化、规范化、诚信化。

ChatON携手成龙基金会举办公益活动

近日，在网上引起热议的“爱心传递温暖”慈善公益活动

圆满结束。活动由 ChatON、北京成龙慈善基金会和乐视网联合
举办，受到了成龙、黄义达、刘芸、王韵壹等众多明星和网友的

关注，纷纷积极响应。据统计，本次活动共为贫困地区的弱势

群体募集到了百万元的善款，购置的物资分两批次进行了发

放，其中第一批价值 300万元的爱心物资由成龙和众多艺人，
在 2013年 1月 3日亲自驾车送抵河北省宣化县王家湾乡。
威龙喜揽“双奖”引领有机风尚

国际宝石博览会 5月昌乐开幕

2013中国（昌乐）国际宝石博览会将于 5月 18日—21日
在昌乐中国宝石城举行，中国蓝宝石博物馆将同日开馆。举办

了十一届的昌乐宝石节今年将升格为国家级宝石博览会，填

补了我国珠宝交易博览会领域空白。据介绍，首届宝石博览会

由商务部流通产业促进中心、中国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山

东省商务厅、潍坊市人民政府主办，山东省珠宝玉石首饰行业

协会、昌乐县人民政府承办，国际彩色宝石协会、世界华商珠

宝企业家协会以及山东梦金园珠宝首饰有限公司等品牌珠宝

企业协办，举办的规格层次高，融入了国际化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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