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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汪静赫

那年潮声：“创一代”青春往事

中国企业家的故事，就是一部中

国企业史。

王石、任正非、史玉柱、马云等等

这些掷地有声的企业家名字，宛如一

个个时代符号。以他们为代表的“创一

代”书写了中国企业家群体无可替代

的章节。

青春烙印一生

2013年 4月，李经纬逝世。这位
健力宝创始人带走了一个时代的叹

息。

援引李宁对他的评价，“在中国改

革开放初期，他们这一代人以他们的

智慧和勇气，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

献”。在孤儿院长大的李经纬，没进过

一天学校，很早就自谋生路。

李经纬的青春时光虽几经磨难，

但被一个个看似意外的机遇所引导。

上世纪 70年代，喜欢玩球的李经纬被
提拔到县体委当了副主任。几年后，他

被调到三水酒厂当厂长。那是 1975
年，李经纬的第三个本命年。7年后，
“健力宝”诞生。

李经纬创立健力宝饮料厂的

1984年，是中国经济岁月中特殊的一
年。这一年的中国，开始流行“下海”。

这一年被称之为“公司元年”，因为很

多后来的著名公司都在那一年创办。

这一年也是“企业家元年”，因为一批

重量级中国企业家都在这一年创

业———王石正是其中之一。

1984 年，33 岁的王石告别铁饭
碗，靠玉米生意在深圳掘得第一桶

金。这样的魄力似乎可以追溯到更

早，还在读小学时，少年王石就独自

带着弟弟和妹妹，千里迢迢从郑州到

东北去看姥姥。

1978 年，27 岁的王石第一次来
到了深圳。那时的深圳还是边防禁

区，作为广州铁路局工程五段技术

员，他的工作是“在深圳笋岗北站检

疫消毒库现场指导给排水工程施

工”。当时王石睡在建筑工地的竹棚

里，每天他习惯在晚饭后独自关在房

间里做读书笔记，每逢节假日就去上

英语课。那段青春岁月在王石后来的

自传里被这样描述：“1978 年 4 月的
深圳，怒放的木棉花已经凋谢了。”

———深圳之行最终成为王石的“怒

放”之所，6年后，他在此地创业。
王石记忆犹新的 1978年，也是

中国改革开放的启始年份。同年 3
月，邓小平主持召开“全国科学大

会”，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

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在 6000人出席的会场里，后排很
不起眼的座位上，坐着 34 岁的任正
非。作为解放军代表的任正非，因获得

了全军技术成果一等奖而有资格参

会。在这个被誉为“科学春天”的盛会

上默默无闻的任正非，于十年后创立

了驰名世界的华为。

在那之前，任正非有过一段激情

燃烧的军营青春。1968年，24岁的任
正非大学毕业之后应征入伍，成为基

建工程兵部队的一员。直到 1982年转
业，任正非在军队里度过了人生最好

的 14年。那段军旅岁月也深深影响了
他后来的创业之路。

业界普遍认为，任正非的性格特

征与青年时的军旅生涯密切相关。任

正非雷厉风行的风格、华为的军事作

风和唱军歌的传统，无不烙印着任正

非无法磨灭的军旅记忆。

用创业致青春

近日，电影《致青春》的上映引发

公众怀念青春的热潮，他们之中也包

括“创一代”。

史玉柱在影片上映前一日发微博

说对这部电影“期待得抓狂”，并附上

一张他青年时期的照片，以表示“致我

弄丢的青春”。

回眸史玉柱的青春往昔，被他戏

称“弄丢”的时光恰是其创业路上至关

重要的前奏。

1989年 7月，27岁的安徽青年史
玉柱来到了深圳。

陌生的大街上，没有人会注意到

这个神情疲惫的年轻人，而那个夏日

在史玉柱的记忆中永远定格，因为当

时他面对的是孤注一掷。

长着一副“南方书生”模样的史玉

柱当时来深圳时，行李里包括 4000元
和他耗费 9个月心血研制的 M-6401
桌面排版印刷系统软件———后者改变

了他的一生。

到深圳几天后，史玉柱给《计算机

世界》杂志打电话，提出要为他的产品

登一个 8400元的广告。他的要求是先
发广告后付钱。“如果广告没有效果，

我最多只付得出一半的广告费，然后

只好逃之夭夭夭。”史玉柱后来这样回

忆。

结局当然是另一种，史玉柱没有

逃之夭夭，而是从此成功创业。

3年后的 1992年，一家知名媒体
对中国十大城市万名青年进行了一次

问卷调查，其中一个问题是“你最崇拜

的青年人物”。结果第一名是比尔·盖

茨，第二名则是时年 30岁的史玉柱。
与史玉柱的一鸣惊人相比，鲁冠

球的创业往事，经历了漫长的时光。

出身贫寒的鲁冠球 15岁时就辍
学了。20岁时，鲁冠球用凑来的 3000
元，买了一台磨面机、一台碾米机办起

了一个米面加工厂，但没过多久小厂

被迫关闭，所有机器设备被强行贱卖。

第一次创业几乎使鲁冠球倾家荡产，

但并未打消他的创业梦。

1969年，24岁的鲁冠球被公社邀
请去接管破败的公社农机修配厂。鲁

冠球变卖全部家当，把所有资金投到

厂里。这是鲁冠球真正创业的开始。在

那之后的 10年间，靠着作坊式工厂生
产的五花八门的产品，鲁冠球完成了

最初的原始积累。其间，除了只要能赚

钱、做得了的营生，鲁冠球都想尝试。

1978年春，35岁的鲁冠球集中力量生
产专业化汽车万向节。

在鲁冠球的青春往昔里，创业是

唯一的事儿。其他许多“创一代”企业

家们，也都各自经历了不同的青春岁

月，并最终在创业选择前“殊途同

归”。

时过境迁，他们当中有些已经隐

退，有些已经离世……无论以何种方

式离场，无论以怎样姿态谢幕，“创一

代”们曾经走过的青春岁月，为其创业

人生成就了意味深长的缘起，也在中

国经济年轮里铭刻下一段美好的奋斗

年华。

文化

2013年清明假期，广州扉艺廊正

常开放。

老板在微博上写道：“早上 10 点

至下午 7 点，品尝着茶点，新设的雅

座令你更好地欣赏广东省美术馆副

馆长、国画家蒋悦画作《春分》。视频

区域雅座令你更加了解蒋老师及其

画作。3天时间里，艺术家在自己的微

博上时刻关切着市场反应。分分钟都

与粉丝们保持互动。”“被有钱的企业

家收藏，自是喜悦。”他在微博上回答

记者。

艺术价值成就尊严

5月 2日，蜂巢当代艺术中心负

责人夏季风告诉记者，艺术市场出现

了新的投资方向，一些年轻艺术家 10

万到 30万的作品被企业家们看好。

当中国企业家“梦之队”2012年

夏天出现在巴黎奥运会服装模特秀

场时，柳传志等人就给出公众一个信

号：中国企业家不再是傻大黑粗型的

传统观念人物，他们在走向世界经济

舞台的 30年时间里，不仅积累了宝

贵的物质财富，精神世界也得到了丰

富。很多艺术家正是通过与企业家商

议各类新闻发布会、产品发布会时与

其交上了朋友，拉他们走向更广阔的

艺术品鉴赏、收藏世界。

“中国企业家的办公场所，哪个

没有几幅价值连城的书法、美术作

品？”一位广东省每月都与企业家俱

乐部共同举办沙龙的艺术家对记者

表示，他们才是最大的投资商和鉴赏

家。

事实上，很多富豪、商人把艺术

大师的艺术品转化为有价值的商品

看成是他们的一份责任，就是希望

“促成中国艺术市场的成熟和国际化

接轨”。

我们已经看到，艺术家开始为奢

侈品牌进行跨界创作。日本艺术家草

间弥生与路易威登合作的波点系列

产品、中国当代艺术家蔡国强与日本

著名设计师三宅一生合作的“爆炸时

装”、丁乙为爱马仕设计的名为“中国

韵律”的丝巾、光影艺术家陈曼与M.

A.C携手推出的艺术彩妆跨界系列，

都已经成为中国服装学院学生、服装

企业老板“最有价值的课本”。

“新商业模式使得画廊、艺术机

构、作品、艺术家、策展人、批评家、爱

好者、投资收藏家、艺术品消费者被

整合在一个平台上。”一位高校法律

教授、研究生导师对《中国企业报》记

者表示：“对于艺术家来说，适当参与

一些商业性的活动和展览都是正常

的事情。当然，能否在商业浸染中保

持艺术的独立性就是艺术家个人原

则和素质的问题了。企业家与艺术家

只有在合作交流中才可以得到价值

的开发。”

艺术品让财富保值增值

首都企业家俱乐部成员、状元粥

餐饮集团董事长曾对记者表示，他最

大的心愿不是做企业家，而是瓷器品

收藏家。

必须承认，在中国，收藏艺术品

的大户是富豪、企业家。

一位喜欢书法作品的企业家告

诉记者：每天看到艺术家的题字，就

像与这位文化艺术大师做倾心交流。

当记者拍下他办公室的一幅山水画

品时，他告诉记者：这是他购买的中

国美术馆收藏的国宝级画品仿品，之

所以喜欢这幅画，就是看重它与企业

文化相同的势如破竹之气势。

不可否认，今天中国的新贵疯狂

购入艺术品，其目的很多是想让自己

更像一个贵族，这多少带有一种炫

耀。但是，更多的人士看重的是艺术

品对财富的保值和增值。

这不仅是市场新的审美需求，也

是市场发展的必然规律。

不断把自己的一些珍藏捐献给

博物馆、与很多企业家是朋友的程恩

嵘说：“人活着总要有点社会责任感，

回报社会，做点能让自己感到有意义

的事很重要。我最近几年收藏的艺术

品和资产，大多来自张大千先生的作

品，拿出一件有分量的东西捐给和张

大千有渊源的四川，也算是对张大千

先生的一种祭奠”。

武汉、厦门一些圈子企业家人表

示：收藏艺术品，让财富更加辉煌。

以往，艺术品变为商品，那一定是“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如今，每位艺

术家都希望自己的创作得到市场承认，变成金钱，成就人生财富。

艺术与财富的约会
本报记者江雪

古代风水学对于现代企业依然奏效、时尚 LOGO 设计与
讲究风水规则毫不违和———这是发生在中国企业界的真实

故事。

企业风水，既是一种信仰，也是一种文化，更是一种商

业。

岁月沉淀的信仰

古往今来，企业对风水学的讲究一向有之。绵延千年的

中国风水文化里，岁月的沉淀中，穿梭着一种叫做信仰的元

素。

香港华懋集团前主席龚如心去世后将千亿遗产留给她

的风水师；长江集团主席李嘉诚一生笃信风水，他亲自定下

长江集团中心大楼的高度，也经常就不同项目聘用不同的风

水师；恒基集团主席李兆基的风水师是中国道教协会会长，

二人之间的关系“亦师亦友”；当富士康“跳楼门”肆虐之时，

鸿海精密集团董事长郭台铭则请来五台山高僧做法事看风

水。

在香港，企业家做生意、买卖股票，乃至家宅的设计，都

很看重风水师的意见。据说，很多香港企业在招聘人才时，一

般都将职员生辰八字等资料交予风水师查阅，符合条件的才

会考虑是否聘用。

在内地，信奉风水的企业家也有很多。因为对 PM2.5的
关注，潘石屹被称为“会看风水”的企业家。援引他自己的话

说，他关注的是这个城市的风与水，而非古代风水学。但他

确实有过真实的风水故事。多年前，潘石屹在海南创业开发

房地产时曾经看过一套房子，朋友觉得那房子还不错，但潘

石屹看了之后说这房子风水不好，因为他觉得房子的卫生

间朝向有问题。这个故事成为潘石屹会看风水的“证据”。

马云对风水的注重早已声名在外。阿里巴巴设立七个分

公司就是出于风水的考虑，他相信公司不能设在位置太高的

地方，因为“这样风水就不够好”，他也相信“一个公司无论在

哪个城市建当地最高的大楼,肯定没有什么好果子吃的”。
“做生意还要讲究风水，你觉得好就是好，你觉得好就越

来越好，别人和我讲科学，我却相信风水，而且我迷信风

水。”马云曾说。

在宗庆后办公室的众多陈设中，他最钟爱的是一座风

水轮。宗庆后不仅相信风水，还相信测字。他曾公开表示“娃

哈哈”三个字暗藏玄机：“‘女’字旁说明娃哈哈公司里的女

人多，‘土’字多，表示公司的根扎得很深不会倒，娃哈哈三

个字都是 9 笔，为至尊之数，因此在中国是最大的，也是最
强的。”

风水学的企业家信众中还包括经历过命运大起大落的

史玉柱。对于他来说，风水如同命运。“信风水和不信风水是

不一样的，过去一直很顺的人，他一般是不信的，遭遇过波

折，感觉无法把握自己命运的他就相信。我现在肯定属于很

信风水的人。”史玉柱如是说。

业界人士普遍认为，这些重量级企业家领悟的是风水之

“道”，而不是片面低俗的风水之“术”。

风生水起的商业文化

2013 年 4 月 7日，博鳌亚洲论坛 2013 年年会开幕。这
个被称为风水宝地的海边小城自 2002年亚洲论坛定址于此
地后，声名鹊起、百业兴旺。援引风水专家的说法，这里和谐

统一的天然景致和祥瑞寓意的地名、建筑设计共同形成了

“兴旺的风水机理”。

2013年 3月 20日，这一天是春分，在这个“阴阳昼夜平
分之日”，南京市某品牌举办了一次请易学大师讲风水的沙

龙会，吸引了许多企业家前来。在许多商业投资洽谈会上，听

大师讲“一命二运三风水”的《周易智慧》常常是固定节目，而

在金融投资和房地产等行业，“高人”和“大师”成了座上宾。

从厂房选址到 LOGO 标识，企业家对风水的讲究历来盛
行。在一些企业的内部管理中，风水师充当了辅助的作用，许

多企业家在处事和管理方面，常会听从风水师的指点和提

醒。

一位“风水大师”在微博上透露，和其常年签约风水服务

顾问的许多企业都欣欣向荣、稳健经营，“不到三年，很多都

从百万升级千万，千万升级上亿规模”。虽然脱不开广告嫌

疑，但该行业不愁生意是不争事实。

源于中国的风水学，早已蔓延全球。网上流传的一则故

事是：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比尔·盖茨选择住房都要请风水

师看过才敢住。

2008 年，一部有关商业风水常识的小说———《华尔街风
水师》出版，作者是一位现居纽约的中国顶级风水师，曾任摩

根银行、花旗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全球战略布局风水顾问。这

本书的畅销正是全球风水热的体现。

在很多企业家看来，商战中的兵来将挡和风水学的趋吉

避凶异曲同工，信奉风水非但不过时而且大势所趋，风水学

的商业文化土壤不仅深厚，而且潜力十足。

蔡伯励是李嘉诚御用风水师，这位闻名海内外的堪舆大

师认为“风水简单地说就是环境与人的关系”。北京周易研究

会秘书长徐坤表示，风水学有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人的

心里“环境舒适区”。他认为，中国企业家渐渐注重企业的环

境心理因素，正是信奉风水的表现。

徐坤感觉到，不但是中国企业，一些外国企业近年来也

已经很会利用中国的风水文化。 而作为一种呼应，中国的

企业家对于风水的注重，也反映出他们试图用传统风水文化

来弥补西式管理的不足。

在一些企业，风水学体现更多的是一种文化。

张瑞敏善于“从《易经》中探求企业发展的灵动力”。在海

尔工业园，有一个泉水景观便是按照张瑞敏的构思修建，张

瑞敏为其命名为“乾泉”，取《易经》中“君子终日乾乾”之意，

反映的正是“海尔人自强不息，追求奋斗卓越的精神”。

本报记者汪静赫

风水学的企业信徒

王利博制图

青春不可重来，但往昔依旧清晰。梳理“创一代”的青春过往，是中国企业家力量演进

的一种呈现。回眸他们的青春故事，亦是回首一个时代的潮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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