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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险
养生

商业的外表、文艺的内心，这是
诗人企业家的特别形象。

在茫茫商海中不舍文学梦想，在
世俗商业中追寻诗歌艺术，诗人企业
家演绎了一场文艺中年的另类冒险。

追寻诗意内心
7 月的一天， 黄怒波在一个读书

活动上大声朗诵自己的诗歌。
在这首题为《穿过世界回家》的

诗里，黄怒波这样写道：“我只等一声
蝉鸣或者一缕鸽哨，那时我就展开双
臂接受任何扑进我怀抱的人或东西，
比如说， 一位仙女， 一头小鹿……”
———此刻，黄怒波已经穿越眼前的世
界回到了他真正的家。 此刻，他的名
字是骆英，一个在中国乃至世界诗歌
文学界很有存在感的名字。

在更久远的 1973 年， 那时没有
骆英，也没有黄怒波，只有 17 岁的
黄玉平。

在即将下乡插队的前几天，少
年黄玉平骑了两小时的自行车到
了黄河边。 面对怒涛汹涌，他决定
改名为黄怒波，因为他要和过去的
生活诀别。“我不是一个平静的人，
我要愤怒。 ”黄怒波后来这样说道。
年少时光的磨难和充满戏剧性的
人生经历，给予了黄怒波跌宕的思
绪和情愫———后来他把它们释放在
诗中。

作为企业家， 黄怒波已经相当
个性张扬，但他的随性与自由，最真
实自然地展现始终都是在其诗人的
身份里。“诗对我来说从来不是展露
才华，从来都是寄托。 ”黄怒波说。

和黄怒波相差 17 岁的江南春拥
有完全不一样的少年际遇，但有一点
却完全相同，那就是写诗。

1991 年，18 岁的江南春被保送
到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就读汉语言
文学专业。 这个年轻人成了学校诗社
的社长。 关于那段青春岁月，江南春
的回忆是：“每当清晨， 当我翻身下
床，看昨天一首略带缺陷的诗还站在
狂乱的句法中，我觉得那种感觉分明
就叫做幸福。 ”

这种写诗的幸福， 对于 51 岁的
于炼来说， 从青春时代一直延续至
今。 作为国企老总的于炼曾出版多部
经济著作，但显然更被他视若珍宝的
是自己出版的诗集。 于炼的诗被文学

界称为“久违了的诗”，诗歌创作也给
了于炼永不消逝的激情。“假使我活
到 70 岁还能写诗的话， 那我就不用
到医院检查心脏，因为我一定年轻。 ”
于炼说。

比于炼小 14 岁的沈浩波， 也从
青涩的诗意年代走来。 1991 年，高中
一年级的沈浩波偶然读到北岛的诗，
受其感动和启发， 写下了第一首诗。
1999 年大学毕业时，沈浩波已成为中
国诗歌界的著名先锋人物，并成为同
年诗歌大论争中“民间立场”一方的
中坚人物之一。 如今，已成为著名出
版商的沈浩波依然在写诗。
时隔多年， 对于诗歌艺术的
追寻一刻未曾减少。

“诗歌使我成
为一个独立的人，
拥有更自由不屈的
内心， 如果没有诗
歌， 我不

知道在这样的时代，我会成为一个怎
样的人……”沈浩波说。

穿行两种空间
穿梭于诗歌和商业两种空间，如

同一段神奇的旅行，也像一场另类的
冒险。

“我首先是诗人然后才是企业
家。 ”黄怒波说。

2013 年 6 月，巴黎。 随中国企业
家代表团访问法国的黄怒波在结束
一天的经济交流活动之后，开始了他
作为诗人骆英的个人活动。

黄怒波对于诗的执着和热爱远
甚于他看上去更风光的商业生意，在
最近的一次活动上， 更说出惊人之

语：“商业很脏，诗歌很干净”。
商人黄怒波的知名度虽然并没

有跨越国界， 但诗人骆英的名字已
经随同他的诗歌传到全球许多国
家。 在诗人和商人两种身份之间，黄
怒波一直都在追寻“自由”二字。“真
正意义上认识到财务自由的重要
性，就是我开始写诗的时候。 我需要
经济自由，所以选择去做企业。 ”黄
怒波说。

作为国企老总的于炼，则是将写
诗和经商放在两种不同的空间。“干
企业，我是把它作为一个事业来追求
的，事业必须要成功。 而写诗，那是我
骨子里的情结， 是血液里面的东西，
既然是血液里的东西，一定甚至超过
了主动，它是一种天然的属性，不存

在写好写坏的问题，是自然的流露。 ”
于炼说。

至今，有一些诗歌界人士还在叹
息江南春久不写诗这件“憾事”。 90年
代的文艺青年江南春，现在已经成为
“专职”企业家，起因是在多年前的校
园舞会上，江南春发现“诗人和文学
青年备受冷落”，于是他得出了结论：
“写诗就像发青春痘， 我决定做个体
户。 ”后来，江南春将当年的这一决定
视为“对于目标受众的研究的开端”，
而这也正是他商业事业的起点。

与江南春不同的是，从商多年的
沈浩波一直没有停止写诗。 在物质和
精神两种选择面前，沈浩波毫不掩饰
对物质的喜爱， 他不希望自己成为
“饿死的诗人”。 对于沈浩波而言，之
所以创业是为了“赚钱养活自己，然
后写诗”。

“我一直特别拧巴， 因为诗人和
商业的距离太远了。 做企业，其实是
在挑战我的本性。 我的精神世界仍然
是自由的。 ”沈浩波说。

2013 年 4 月，沈浩波获评“华语
文学传媒大奖 2012年度诗人”。 多年
之后，商人沈浩波依然还是那个独立
的诗人。

在全社会关注食品安全的情形下，保健养生已成为时
下人们最热衷的话题之一，如何更好地养生、更好地保持
身体健康，不仅是老年人关心的焦点，也成为当下二三十
岁的年轻人，在微博、微信上加以纷纷关注的焦点。 那么，
面对着令人眼花缭乱和价格昂贵的保健品市场，有没有一
个既省钱省事又有实效的大众保健品呢？ 有，这就是在我
们生活中一个平常的不能再平常的东西———盐。

说起竹盐养生，是近年来才被大家所广为认知的一个
领域。 与别的保健品及补品相比，它不仅胜在价格便宜，更
胜在生活便利， 人们不用再刻意地去寻找一些抵抗重金
属、排除毒素的保健用品，而只要在生活中选用人人不可
缺少的盐，就可以达到很好的养生保健目的。 当然，这个盐
是经过特别烧制的竹盐。

据了解，与普通盐相比，竹盐能中和和净化人体内积
累的几类毒素：一是重金属。 竹盐中含有天然硫磺和松脂
的成分，这两种成分是中和、化解重金属最有效的物质，许
多国家的科学实验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再加上竹盐能放
射大量的远红外线，远红外线对重金属的排除，也有相当
大的作用；二是细菌、病菌、病毒等。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发
现有许多慢性炎症和细菌、病菌并没有因为药物的发展而
减少或灭绝。 恰恰相反，这些毒素在大量的抗生素和药物
的作用下，反而产生了抗体，生命力越发旺盛，而竹盐起到
消炎、抗菌、中和毒素的作用，增强抵抗力；三是血脂、胆固
醇、酸毒等，竹盐能快速、彻底地净化；四是宿便，竹盐能干
净、彻底地解决便秘问题，且同时把沉积肠内多年的宿便、
固便等制造毒素的垃圾一并清出肠外。

竹盐对人体起着非常大的平衡作用，通过这种平衡机
制，来调节人体的自愈和康复功能。 这是因为，竹盐不但矿
物质含量丰富，而且微量元素全面均衡，其天然合理的分
子结构，特别有助于人体的全面吸收。 而竹盐本身是碱性
食品， 这种天然的属性对充分调节人体内的酸碱平衡，从
根本上铲除现代疾病有着巨大的优势。

据介绍， 竹盐还有强化人体的新陈代谢秩序的功能，
不仅在助消化、助排泄、助营养输入和强化了人体免疫功
能、身体血液障碍的清除、组织再生能力的加强等方面具
有很好的保健效果，还在增加抗痉挛能力、抑制知觉神经
异常兴奋、调解自律神经等方面也都有很大的助益，对许
多现代病都有明显改善。

竹盐是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的宝库，是目前世界上矿物
质最为丰富的食品之一。 竹盐囊括了大海、陆地、森林等地
球上几十种矿物质及多种微量元素，而且运用了中国古老
神秘的加热方式， 秉承道家的炼丹术及其他一些方法，经
1000 多度的高温烧烤，使得竹盐中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仍
然保持着原始、天然的状态，完好无损地保持着大自然给
予的、生态系中矿物质原本最初的平衡结构。 而这一点恰
恰是所有的加工食品都不能够做到的，也是竹盐的品质与
众不同、天下一绝的根据所在。 也就是说，有了竹盐，我们
就不愁身体会生锈；即使已经生锈的细胞和机体，也会因
为食用竹盐而还原到最初的最佳状态。

竹盐还含有丰富的微量元素———硒，这是竹盐具有卓
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还原力强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我
们知道，硒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成年人每天约需 0.4 毫
克。硒具有抗氧化、抗衰老的作用。硒是谷胱甘肽过氧化物
酶的成分，该酶使有毒的过氧化物还原为无害的羟基化合
物，从而保护细胞组织不受过氧化物的危害。 不饱和脂肪
酸尤其是高级不饱和脂肪酸在体内可被氧化成脂质过氧
化物，过多的过氧化物可损害机体组织，谷胱甘肽过氧化
物酶可防止对机体组织的损害，从而达到抗氧化、抗衰老
的目的。

竹盐的保健功效正在被大家所逐渐认知，而在竹盐市
场中，颂康竹盐又别具一家，备受市场关注。 他们秉承传统
的竹盐制备工艺，以创新生活、奉献人民为己任，肩负“颂
扬传统，康乐万家”的社会责任感，凭借先进设备和严格的
质量管理体系，为消费者制备出最古老、最神奇、最纯正、
最健康的养生盐，成为国内集保健、调味及食疗尚品于一
体的“盐中黄金”的生产者和积极推广者。

竹盐养生：
颠覆保健理念的实惠养生

本报记者 董秋彤

诗人企业家：
文艺中年的另类

本报记者 汪静赫

穿梭于诗歌和商业两种空间，如同一段神奇的旅行，也像一场另类的冒险

本报记者 江雪

因为卓越所以升华

“超越自己” 也许并不是每个人
都能超越的高度，但每个人都希望能
在有限的生命长度中活出宽度，分享
更卓越的人生。

全球首富比尔·盖茨创造的财富
神话以及他给社会带来的改变都让
人望其项背。

不过， 更让人敬佩的是比尔·盖
茨对自己的态度，他告诫自己：“我做
得远远不够，我要把我自己上升到一
个新的高度。 ”

“远远不够”是比尔·盖茨自己对
自己的解释。 这个理念提示企业家、
创造者们要“站得高，看得远”。 站得
高，需要保持创新激情，保持最初纯
洁的情怀， 保持提升生命意义的境
界。

这， 就是对企业家的严格要求：
保持意志力。

比尔·盖茨用这样简朴的观念视
为座右铭，时刻告诫自己。 朴素的话
语里蕴涵的是大智慧、大情怀。 让我
们看到一个“顶级”企业家还在如何
“超越自我”。

其实，他创业之初就立下一个原
则：“我们将要做出重要的事业。 ”显
然，他的理想绝不仅仅为了个人财富
的无限积累。

很多经济学家、 企业管理人、政
府官员之所以特别喜欢听比尔·盖茨
的演讲，也是因为“他时刻用行动鼓
舞这个世界的信心。 他一演讲，股票
市场就做出令人信服的反应，牛气十
足”。

企业家要想成为“顶级”，那是一

定要表现出大智慧、大情
怀，他的财富与思想都应
该是“钻石”级的。

美国名嘴协会会长
理查德·富恩提斯早就说
过：首席执行官的智慧是
推动商业往前奋进的最
重要的源泉之一。 他们
的智慧还表现在绝不独
享那一切。 所以，如何跟
上全球商业步伐是企业管理者
必须思考的问题。

中国一位实现“美国上市梦”的
新型连锁酒店创业家对中小企业经
营者说：我们不是比尔·盖茨，但是我
们的思想要与他共舞。

雀巢公司首席执行官部雷别就
曾告诉全世界的经营者：要敢于在行

业内领先，那样才喜悦。 我们才可以
像比尔·盖茨说的那样成为“赢家”。

中国企业家都喜欢读《追求卓
越》。 因为卓越，才是对财富的重新定
义。 它包括了个人的想象力和意愿的
美丽。

“我做得远远不够，我要把我自己上升到
一个新的高度。 ” ———比尔·盖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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