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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蒋皓

本报记者江雪

休闲时光 另一种方式的奢华

对在商业竞争场上劳苦奔波的商

人、企业家来说，休闲、锻炼、养心，可

谓奢侈。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吃苦在

前，享受在后”的文化理念早已塑造了

他们的“心灵之墙”。

依然记得香港中文大学研究员邢

舟点评《欲望号列车》电影时说过的一

句话：商品经济的出现原本是为了创

造更多的生活的可能，没想到反而倒

过来抑制了更多自由人和个体的欲

望。

他们是孤独的

大连开发区医院一位心理专家对

《中国企业报》记者说，中国企业家的

休闲意识在“悄悄改变”。经过 30多年
的修炼，“让围绕欲望的循环休止”已

成为很多企业家的共识。

2000年起，“量力而行”的创业、
守业理念和休闲意识开始传播、流行。

心理医生的意见是，“真正健康的

休闲理念是文化意识上的认同，是行

动上的决绝，是过程中的坚守。”

当记者问一位 60 年代创业者、
山东电器行业优秀民营企业家，为什

么 50岁以后又回到北京创建文化公
司，他的回答是：“看完《中国好声

音》、《达人秀》、《妈妈咪》电视节目，

感到文化产业机遇到来了。看过《中

国合伙人》电影，又决定把 15年合作
文化公司的元老们请回来，开始新长

征。这 15年干实业干得太辛苦，太累
了。文化产业是我的老本行，我必须

学会量力而行。”

在健康专家看来，企业家“量力而

行”是第一休闲理念。事实上，很多企

业家出现心理问题、身体问题的主要

原因是“不能正视自身能力，专挑重

担”。结果，上去了下不来，很纠结、很

痛苦、很抑郁，导致最后悲惨的人生结

局。

2013年 2月，亚布力中国企业家
论坛感人的一幕不是企业家“论道”，

而是企业家拄着拐杖在台上给“滑雪

获奖企业家颁奖”；是获奖企业家在领

奖台上满脸喜悦的傻笑。

任志强在微博当日写道：“银白世

界中踏雪而行是另一种方式的奢华，

让身体在蓝天雪地中尽情舒展，让激

情在冰雪世界中尽情释放。释放内心

的激情拥抱大自然，在穿越林海雪原

中体验滑雪之惑，用最热烈的方式与

冰雪交流，用最简单的行动融入冰雪，

在活力与韵律中，与大自然一同呼吸，

炫出最浪漫的身姿，展示生命的活力

与精彩。”

而对企业家汪潮涌、刘诗来、郁

亮、张跃、田源在亚布力对话时说过的

一句仍然记忆犹新：“亚布力雪中飞，

成为中国企业家的一种生活方式”。

事实上，中国商界领袖是孤独的。

在他们强悍的、貌似不可战胜的

外表之下，多是一颗敏感的、甚至是非

常脆弱的灵魂。他们需要有享受孤独

的地方，不时跳出来给自己当当“观

众”；也需要孤独者的聚会，彼此互相

照照镜子，取长补短。一位西方媒体记

者写下这样的感受。

做可做、能做、
快乐做的事情

苏州一位喜欢徒步的企业家在

2013年除夕之夜发给记者的微信是：
“时间慢慢流走，安静的时光，让人变

得缓慢起来，顷刻间远离了城市的喧

嚣和复杂，此刻剩下的只有放松。”

5月 25日，参观完马云投资建设
的新太极馆后，上海女企业家张晓莲

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说，经营日本产

品 20年，辛苦至极。女儿去美国读高
中后，情绪极度焦虑。想学习马云练习

太极拳。

“在越来越快的生活节奏里，我唯

一坚持的就是读懂午后时光是那么的

惬意。只有这样，才可以理性地、有意

放慢工作进度，放慢发展速度，用心关

爱员工，与他们一起感受幸与不幸。”

张晓莲说。

沈阳企业家 @ 花花草草用 5 个
月时间里学会了刺绣，也战胜了婚姻

失败带来的沮丧感。6月 1日，与新朋
友一起去四川灾区为孩子送礼物的她

在微信上写道：“真谛大概不在多精

致，而在于你分享了生命美好的过程。

放下原本匆忙的步调，放松了疲惫的

心情，然后品味到了生活的美好”。

5月 24日，当 62岁的英国亿万

富翁、维珍总裁布兰森“赌局输了，如

约身穿红色空姐服装登上飞机上岗”

的图片遍布世界各地时，企业家们被

他的“自嘲”逗得大笑。作为赢者，马来

西亚航空公司总裁表示，企业家自嘲

带来的正能量很大。

循心灵指引，做可做、能做、快乐

做的事情，不能还是抱着企业就是自

己的家、自己的命、自己的归宿观念不

放。王石的聪明在于，当郁亮被质疑的

时候，他不急着“回归岗位”，而是“让

他折腾”；柳传志的智慧也是“稳定了，

捋顺了，马上撤出”。

这些事实让公众认识到，眼界越

宽的企业家越是可以接受新生事物，

可以轻松快乐地传播国际新时尚、新

文化。滑雪、高尔夫、桥牌、鉴赏字画、

收藏红酒、品味雪茄、手制咖啡、闭关

修禅等等生活元素都成为他们人格成

功的绝对保证。

可否和我喝杯浪漫的
下午茶

在某城市的企业家俱乐部，一位

老领导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说，常常

有上了年纪的企业管理者要求为他们

写回忆录，但是，讲起创业故事时，动

情的细节往往都是“陪伴工人过除

夕”、“国庆打乒乓球”、“三八节劳保

品”。而如今的企业员工，顶着房子、票

子、孩子、老子的极大压力工作，心理

问题成为企业家必须重视的课题。

企业文化研究者认为，任何企业

的文化不仅仅要经受实践和时间的检

验，更会在员工的心灵世界形成动力，

与全社会文化风尚、世界文化潮流合

拍并互动。也就是企业家常给员工讲

述的道理：你们都是企业形象、产品形

象、品牌文化的传播者。你们是否健

康、阳光、宽厚、真诚，都将直接影响我

们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正是如此，当

时光转向 2013年初夏季节，一本好
书、一杯研磨咖啡、一盘国际象棋、一

顿温馨午餐、一份英国下午茶、十分钟

办公室高尔夫、半小时瑜伽操等休闲

文化活动，已经渐渐取代了 20年前办
公室打纸牌、嗑瓜子、捧着搪瓷缸子看

报、间歇做做保健操。

5 月 30 日，看过“企业家与明星
高尔夫赛”消息后，丹东企业家李顺安

在微博上调侃自己说：“我下辈子只做

一件事：休闲。”员工接话说：老板，这

辈子先让我们尝尝休闲的味道好吗？

想不到，他立即答应“周末不加班，我

跟大家一起去徒步原始森林，呼吸新

鲜空气”。

一位喜欢在自己的微博发表点建

议的咖啡馆老板写道：不少人上班第

一件事儿便是先冲调一杯香浓咖啡，

爱它香气四溢又提神。但凡体面些的

办公室，总会有那么两只闪亮的咖啡

壶。咖啡师会全天候免费服务的。但是

要扛住“体面”二字，当然要付出一定

的代价。

“英式下午茶”迷的某公司范秘书

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说：负责公司的

下午茶服务，源自与老板个人的休闲

文化一致，特喜欢在黑板报上留下自

己的感受：“这个世界原本就不是一座

美好的玫瑰园，也不可能提供永恒与

不变并存不悖的承诺，唯一的真理就

是向这个神话挑战。优雅的先生、女

士，我可以慎重的邀请你们一起和我

喝杯浪漫的下午茶吗？”

被称为“中国最敢玩的富豪、喜欢

站着挣钱的企业家”汪潮涌说：慢生

活，提醒企业家光阴似箭。

2013 年的夏天，因为“史上最难
就业年”的袭来，而变得异常焦躁。

699万毕业生的严峻就业压力，像一
座无形的大山一样，压在这些毕业生

的肩膀之上，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

选择自主创业。

然而，创业，说起来容易，做起来

难。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满怀一腔热

诚，却在创业路上频频折翼。谁能够

给青年创业者保驾护航，插上飞翔的

翅膀？

敢于失败

有人说，创业很难，于是望而却

步，也有人说，创业其实并不难，但却

有太多的失败案例摆在眼前。

其实，“创业并不像想象那么

难”。一个创意，一点坚持，就可以走

上创业的道路。但最重要的是要有不

怕失败的勇气和信心。

明思力中国主席大龙来到中国

创业，他的父亲告诫他，“大部分成

功的企业家都是先破产了两次到三

次，到第四次才成功。所以你先去

破产吧！”似乎是调侃的玩笑，但是

却深谙创业者的精神。事实如此，

大龙先后创办了多家企业，果然破

产了几次。他笑着说：“这看上去是

浪费了很多时间，但是摔倒了一次

再爬起来，就可以把这个看做一个

非常丰富的经验，对我后来的企业

就很有帮助。所以我的忠告就是这

样，敢于失败，敢于再爬起来，不要

放弃。”

KAB创业教育 (中国) 研究所所
长、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院长李家华

举了这样一个真实的案例：一个中国

学生，发现了很多年轻人想创业但是

找不到合适的地方，繁华的地方价格

太高，偏僻的地方没人去，于是用 30
万块钱租了一块地，免费提供给青年

创业人去那里交流，并在交流过程

中，提供电脑与办公桌。由此他们开

始创业，最后他起了一个名称叫“新

单位”，现在已经获得成功。

需要创新和教育

创业不难，创新才是最难的。目

前，中国创业活动大都以机会型创业

为主，但是总体质量并不高，并且较

多集中于低技术行业。重复性创业、

无新意的创业为创业失败埋下“隐

患”。

在 2013年大学生就业促进高峰
论坛上，IBM中华区软件集团云计算
总经理朱绍康提到，技术创新能够创

造新的就业机会，技术创新的速度在

不断加速，网络技术的应用在不断发

展，网络技术创业已经成为创业带动

就业新的发动机。

创新可以激发创业的灵感与火

花，创业教育为创业奠定理论基础与

种下成功的希望。

“创新人才不足，源于创新教育

不足。中国学生最缺乏的素质是创新

素质。”李家华认为，创业教育就是解

决这个问题的一个途径。李家华介

绍，创业教育包括三个层面的教育，

第一层面是普及商业知识、规律，提

高学生商业意识、适应商业环境和从

事经济活动的基本能力；第二层面是

培育企业家精神，成功的企业家需要

具备创新精神、冒险精神、团队精神

和敬业精神等；第三层面是创业职业

教育，把创业真正作为自己的一份职

业，这是比就业要求更高的职业形

态。

创业教育给青年创业学生注入

“企业家的基因”，为青年创业学生

“创业梦”、“成才梦”的实现加入了

“助燃剂”。在青年学生心中种下了创

业梦想的种子，让他们拥有了创新创

业的能力，他们将会怀揣梦想，去开

拓创新，创造新的事业。

创业并不像想象那么难
本报记者 范思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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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的焦虑

在最近的一期《杨澜访谈录》节目中，搜狐董事局主席

张朝阳勇敢地剖析了内心的焦虑。张朝阳是中国第一代互

联网公司中“活”得最久的一个创始人，他表示，“中国现在

的精神危机、抑郁群体非常多。尤其在企业家里面。”

焦虑的根源

近年来，中国企业家频频沦陷焦虑症“重灾区”。

据调查，经济转型期的企业家们普遍焦虑。这是一个

数量庞大的群体，内心潜藏的焦虑正一点点毁掉他们的健

康乃至生命。某种意义上，强势外表下的企业家们是一个

弱势群体，激烈的竞争导致压力倍增，而心灵关怀却极度

缺乏。

据观察，中国企业家有两种极端的类型，一类是不会

玩，整日吭哧吭哧埋头苦干的老黄牛，例如诸多国企老总，

扛着沉甸甸的使命和责任，无暇享乐；另一类玩得很疯，如

海归派的新锐们，滑板、登山、航海……玩得不亦乐乎，但

殊途同归，他们都活的心累。

央视的“你幸福吗”调查一时让民众的幸福观空前高

涨，但如果话筒对准企业家，恐怕十有八九不幸福。普通老

百姓的幸福要的很简单，可能是一顿饱腹的红烧肉，但企

业家们的幸福则复杂得多，当巨额财富带来的生存不安全

感消除后，他们开始追逐虚名浮利，人性的贪欲又导致了

无节制的挥霍，纯真的天性泯灭了，快乐何存?
“钱多不是幸福的保证，钱多少跟幸福没关系”，张朝

阳坦承，“我有钱，却很痛苦。”他认识到了金钱不能跟幸福

画等号，也不能跟快乐画等号。用金钱购买的快乐，是假快

乐，而拥有真正的快乐，则需要“觉悟”的能力。

焦虑症的根源在哪里？据分析，一是企业家内心滋生

的魔障；二是整个社会毫无理智的宠溺。在一个动辄“狼性

当道”的竞争环境中，除了强食弱肉的丛林法则，没有信

仰、没有原则，爪牙锋利的企业斗士们在金钱魔力指挥棒

下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玩命儿赚钱，玩命儿享乐，从一个极

端蹦到另一个极端，没有中间状态。信仰缺失导致精神上

的极度空虚和心理上的巨大黑洞，久而久之，焦虑如邪魅

入侵。仿佛稻草人，真实生命中的丰盈和饱满流失了，只剩

一个干瘪的口袋被膨胀的虚荣心撑满，针一扎就破。

张朝阳分析环境，“我们这代人尤其是成功的人，出现

精神危机的很多。而美国就不是。像盖茨、巴菲特，基督教

文化以及整个国家的价值观很牢固。所以美国成功的人没

有发展成精神问题。因为他认为自己在上帝面前是谦卑

的，他有规则。”

张朝阳还谈到了佛家的“戒定”,无戒不生定，企业家要
想在浮躁的环境中更“定的住”，首先要降服自己的心魔，

心正是佛，心邪是魔。

“越有钱、越成功如果没有管理好自己，往往更容易让

你陷入精神的痛苦。”张朝阳如是说。商场上对外征战的脚

步是毫无止境的，企业家们需要戒骄戒躁，深刻领悟自己

的内心，“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只要肯静下心来，定下神

来，倾听自己的心，懂得因缘际会的妙用，一切就会变得美

好起来。

把心治好

早年在中美两国生活过、对东西方文明都有深入思考

的张朝阳开始认识到了“传统的智慧所在”。他强调企业家

们要“接地气”。

如何接地气？个体生命在浩瀚的宇宙中总是渺小的，

企业家们首先要找到自己生命和文化的“根”，要把个体生

命的根植入传统文明的土壤中汲取营养。华夏五千年历

史，老祖宗留下的精神遗产，入世有儒，出世有道，当代企

业家参禅悟道的不在少数，无论信佛还是崇道，只要能在

传统文化中自得其乐，达到心性的圆融，就足够克服焦虑

症。

归根结底，快乐是一种觉悟的能力。西方有一个寓言，

一个富可敌国的国王放弃权位后，他如愿以偿地快乐了。

企业家们想要快乐，也不妨学学国王的“放弃”，不要眷恋

权、钱、位。只有放弃了毫无节制的欲望，放弃五毒炽热的

“贪嗔痴疑慢”，才能降伏烦恼入清凉地。

在与凤凰卫视总裁刘长乐的对话中，星云大师提到了

“包容的智慧”。在管理中，有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包

容”；而在佛教里，有一个字可以来形容这个包容，那就是

“空”。空是因缘，是正见，是般若，是不二法门。虚空才能容

万物，真正的管理，要包容。包容才能和谐，企业家们肚量

有多大，事业就有多大；要空出所有，才能建设一切。试想，

一个虚怀若谷的企业家会焦虑吗？

中国的企业家们工作起来都有“忘我”的美德，努力工

作就类似于修行。释迦牟尼提倡的进入悟境的六波罗蜜之

一的“精进”就是拼命工作。工作的最大价值，不仅是为了

生存，更重要的是让人的状态更纯粹，精神更忘我，灵魂更

精进，生命的能量迅速攀升。长此以往，人就能很自然抑制

自身的欲望。

“游山玩水带来的衰老也不见得比工作更少，相反，高

速前进的车不容易熄火……这么多年了，我现在终于达到

了这么一个状态———我要效率，但是我并不焦虑。”张朝阳

想通了。

“烦恼即是菩提”———越大的企业意味着越大的烦恼，

越大的烦恼意味着越大的菩提，“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越是深入苦海，越知苦海无边，越知真正的幸福彼岸，

只是在自己无欲无求的心头。

王利博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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