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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企业家热衷的爱好中，打
太极不是最特别，但却最实用，因为对
于企业家来说， 太极的意义不仅是一
种养生，更是一种养心。

太极的一招一式， 也昭示了企业
的一动一静。 从商之道与太极之术的
微妙交融带给企业家的收获， 不只会
荡涤内心，还能启示商道。

养生或养心
每一个成为“太极粉”的企业家，

都有一个养生或养心的理想。
2013 年 6 月 30 日，马云在香港参

加青年创业论坛时， 现场表演起了太
极拳。 像这样当众打太极在马云来说
已属相当常见。 在很多公开场合中，公
众都可以看见身着中式短衫的马云行
云流水般舞起太极， 其凝神专注犹如
置于无人之境。

“人要活得长，要少动；要活得好，
要多动。 人生和公司都一样，要想活得
又长又好，就得练太极拳，慢慢动。 ”马
云的这番话早已被坊间引用为“马氏
名言”。

据说， 马云的太极之路早在他大
学毕业时就已开始，20 多年来，他先后
师从过 9 位太极师傅。 援引阿里巴巴
员工所述， 马云平时在办公室里常常
会练几手太极， 甚至有时在和下属开
会时，大家聊着聊着，马云也会突然起
身打上一套太极拳，因为他要“理理思
路，找找灵感”。

2013 年 5 月， 马云高调宣布卸任
阿里巴巴 CEO， 同时亦宣告他创办的
太极馆正式开馆。 这一次，马云的生意
伙伴是武术高手李连杰。 早在 2012 年
4 月，马云和李连杰合办的太极禅文化
公司就已成立。 太极不再只是马云手
中的拳法，而成为他最擅长的生意。

基于马云自身的影响力和他历来
积极的传播，“太极” 已经成为马云的
另外一个符号。 这位喜欢金庸、酷爱武
侠，并称自己是“风清扬”的企业家，终
于在太极拳的一招一式中找到了看上
去最完美的契合。

在企业家“太极粉”中，马云是当
之无愧的第一人，受其影响，不少企业
家也开始练起了太极，其中最著名、最
专注的莫过于郭广昌。

援引郭广昌的话说，从商多年，一
直孜孜以求打造企业， 但却因此疏于

料理自己的身心。因此，遇到
太极后，让他有“相见恨晚
的感觉”。

“太极拳动作比较多，
不容易打， 它会很自然地
要求你注意自己动作的
阴阳变化，动作的准确
性， 注意自己身体里
面气血的运行， 这样
的话，你就把杂念忘
掉了，动中求静，强
身健体。 ” 郭广昌
说。

郭广昌后来收
购了全国首家太极
养生馆“易太极养
生馆”，“逢人就说
太极拳好”，成了易
太极的最佳代言人。
值得一提的是， 易太
极的创始人黄忠达起
初也是一名为养生而练
太极的商人。

如今， 郭广昌已经养成
了一周去两三次太极馆的习
惯。 工作间隙，他一定会去打上
一套拳，调整一下忙碌中的“紧张
心态”。

“练太极不仅仅是练身， 更重要
的是练心。 作为一个企业经营者，最累
的可能不是你的身，而是你的心。 ”郭
广昌说。

游戏或悟道

中国人对于太极的理解， 有时不
单单是一套拳法那么纯粹。 超越字面
意义的“耍太极”不仅是动作，也是形
容词。 在商人的世界里，“会一点太极”
几乎成为一种普遍的技巧。

不少外国商人在和中国企业家打
交道的过程中， 终于明白了太极的意
义。 援引一位俄罗斯商人对于中国人
生意经的感触， 他认为中国商人爱打
太极拳的原因正合乎他们的生意理
念。“因为生意有时就像太极，推来推
去。 跟中国人做生意，要跟住他们的节
奏，不急不躁，收放自如才能把生意谈
好，既然在中国做生意，就要遵守中国
人的游戏规则”。

一边是暗藏玄机的游戏规则，一
边是内涵圆润的悟道之术， 这是大多
数中国企业家与太极之间的微妙存在
感。

对于郭广昌而言， 太极的意义已
经超越了修身养性， 以至于他会用太
极的思维去思考企业的发展。 在他看
来，太极不仅是一种文化、一种哲学，
也是一种修养。

“练习太极拳的最高境界，就是要
把太极的理念融入到企业管理中，避
实就虚、通汇圆融，同时还能让生活更
加脚踏实地。 目前看来得到的效果确
实非常好。 ”郭广昌说。

马云则早已将太极功法上升到管
理哲学。 在他看来，太极的阴阳文化无
处不在， 什么时候该收， 什么时候该
放，也为其管理企业提供思路。 养心的
意义不但是对自己，也是对企业。“人
的心态影响形态，形态又影响生态，有
太极心态可令公司有良好文化管理体
系，亦会产生良好生态体系。 ”

马云最欣赏太极文化中三个字：

“定、随、舍”。“愈学太极愈发现，其实
我做企业几乎完全是遵照太极宗旨，
无论是与员工关系等内部管理， 还是
与客户、 与竞争同行等外部关系管
理。 ”马云说。

马云认为， 把企业间的竞争理解
为你死我活“不符合太极精神”。 在他
的理解中，太极拳不主动进攻，四两拨
千斤的意境可以启示做生意的理念：
“不管别人如何，外面如何，你只需专
心把自己的事做好就行， 在整个社会
的浮躁中，我希望人能够静下来，慢下
来，在慢中体会快的道理。 ”

在市场瞬息万变的快节奏中，寻
求平衡、崇尚平和的太极功夫，在一些
企业家看来， 或许可以带给他们最期
盼的宁静。

“我静下来，公司就会静下来。 ”马
云说。

吕晓艺 本报记者 高建生

本报记者 汪静赫

“我静下来，公司就会静下来”

纪念日

1997 年 8 月 6 日， 美国苹
果电脑公司创办人史蒂夫·乔
布斯在波士顿的公司年会上与
出现在大型电脑屏幕上的微软
公司总裁比尔·盖茨一同宣布，
微软公司将投资 1.5 亿美元购
入部分苹果公司股票， 并在今
后 5 年内向苹果公司提供适用
于苹果麦金托什电脑的商用软
件， 以便与正在处于逆境中的
苹果公司携手开发适用软件。

长期以来，“微软”与“苹果”
各自开发的操作系统互不兼
容，自成一体。 苹果电脑在上世
纪 80年代末期曾被视为操作最
简便的个人电脑， 其特殊的图
形处理方式赢得了一大批用
户。但两年前，当“微软”推出“视

窗 95”之后，使用 DOS 操作系统
的用户转向灵便的新型操作平
台，使“苹果”的优势逐渐丢失。

“微软”与“苹果”联姻后，华
尔街的投资者纷纷抢购“苹果”
股票，使当天“苹果”的股票价格
上升了 30％。

尽管在过去 20 多年以来，
微软和苹果一直视对方为主要
竞争对手，但时过境迁，目前两
家公司已有了共同的对手。不可
否认，微软与苹果竞争了二十多
年时间。 但另一方面，两家公司
也有着长时间的合作记录。从这
个角度上讲，微软与苹果一直保
持着“亦敌亦友”的关系。 在这种
情况下，或许微软和苹果今后会
加强合作力度。

（8月 6日—8月 12日）
一周史记

1997 年 8 月 6 日
8月 6日：

1952年 8月 6日，新中国财政首次实现收支平衡。
1997年 8月 6日，“微软”与“苹果”宣布合作计划。

8月 7日：
1939年 8月 7日，美孚石油公司获准开采阿拉伯石油。
1960年 8月 7日，卡斯特罗将美在古巴全部财产国有化。

8月 8日：
2006年 8月 8日，世界 500强美国库柏集团落户西安。

8月 9日：
1999年 8月 9日，科技部宣布中国开始设立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8月 10日：
1918年 8月 10日，段祺瑞改革币制。
1991年 8月 10日，首次世界华商大会在新加坡举行。

8月 11日：
1902年 8月 11日，中国第一所专业艺术学校成立。
1998年 8月 11日，英国石油公司与美国阿莫科石油公司合并。

8月 12日：
1908年 8月 12日，“T型”福特牌汽车问世。
1998年 8月 12日，中国电信垄断市话的局面被打破。

微软与苹果：对手联姻

商人打 太极
近日，由中共抚宁县委、抚宁县人民政府主办，南戴

河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承办， 河北省心连心艺术团协
办的“第十届抚宁·南戴河荷花艺术节暨河北省心连心艺
术团走进南戴河”，在南戴河国际娱乐中心中华荷园盛装
开幕。

本届艺术节以“放飞梦想，情系抚宁”为主题，河北省
心连心艺术团走进南戴河。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邹德江、
刘际，国家一级演员汪娟、董雪、陈金玲，河北省著名歌手
李霓、程龙、舒晓敏，2012年星光大道年度 6强获得者“晶
英组合”等众多明星联袂奉献了一道精彩的艺术盛宴。邹
德江、刘际为现场嘉宾和游客表演了两段相声，获得了阵
阵掌声，将开幕式推向高潮。

据抚宁县委书记赵景阳介绍，第十届抚宁·南戴河荷
花艺术节等一系列大型文化活动， 为旅游文化注入新的
更加丰厚的内涵，举办这次节庆活动，必将在更广泛的领
域提升南戴河乃至抚宁县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此外，在景区中华荷园咏荷馆，还举办了“油彩与水
墨，相约南戴河———当代油画、国画邀请联展”开展仪式，
高杰、刘健、李建平、赵记同等 6位知名画家近百幅画作，
引来游客驻足观赏。据悉，第十届南戴河荷花艺术节期间
（7 月 6 日—10 月 10 日），还将举办“党的历史廉政文化
展”、“秦皇岛礼物巡展”、“魔幻童话情景剧白雪公主生日
历险记”、 “秦皇岛第四届旅游形象大使评选活动”、“南
戴河首届网络散文大赛”、“七夕中华爱情节，佳偶天成相
约南戴河”等一系列精彩纷呈的大型文化活动，让游客在
海风荷韵中领略盛世花开大美景区的同时， 进一步感受
南戴河荷花艺术节的文化品牌魅力。 （张学敏）

2013 年 7 月 14 日， 腾讯网新闻中心精品栏目《活
着》联合中国国家地理图书及中信出版社，在 UCCA 尤伦
斯当代艺术中心举办了《影像中的国》、《活着》出版论坛，
发布《活着》纸质同名图书。据悉，《活着》作为中国网络媒
体第一档图片视觉栏目，在业内享有极高美誉，现在集结
三年精粹付梓出版，获得了包括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
《人民日报》摄影部主任李舸，著名摄影理论家、评论家陈
小波，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王文澜等名家鼎力支持。

腾讯网新闻中心推出的以《活着》为代表的系列精品
栏目与传统媒体形成良好互补，同时为用户提供了精品阅
读平台，并在业内获得广泛认同。《南方人物》周刊等近百
家主流媒体对该栏目进行过关注报道，范以锦、杨锦麟、钱
钢、方迎忠、张志安等专业人士肯定过栏目品质。以《活着》
为发端的网络原创已经深深触动了传统媒体的神经。

《活着》栏目所有摄影作品都由国内优秀的独立摄影
师提供， 本次成书出版内容包括 23 个图片故事，300 余
幅新闻纪实图片。 栏目中的部分专题报道改变了当事人
的生存状况，甚至促使宏观政策改变。如《卖肾车间》被业
内认为是一场新闻地震， 媒体人宋石男评论：“如果中国
有普利策奖，我推荐《卖肾车间》”；《失独老人调查》使“失
独”成为泛中国议题，民政部开始推出一系列补助政策；
《没有身份的群落》通过报道为大凉山黑户失学儿童募捐
了一所学校；《割皮救女》主人公小迎春获得了读者 50余
万元捐款。

第十届抚宁·南戴河荷花艺术节开幕

腾讯《活着》栏目纸质同名图书正式出版

近日,以“时代梦想”为主题的中华书画协会成立 10
周年学术展在首都图书馆举办。此次学术展展出了阿老、
陈昔末、毛水仙、杜希贤等 63位书画家的作品，体现学术
性和时代性。《中华书画协会成立 10周年学术展作品集》
在开幕式上首发，并对 10年来做出突出贡献和成绩的有
关人士进行了表彰。 协会主席陈养群为中华书画协会换
届后新机构成员和各奖项获奖人员颁发了聘书及荣誉证
书。 中华书画协会已走过十年的历程，拥有数万名会员。
十年来，协会积极围绕国家各个时期发生的重要事件，策
划并主办富有成效的主题活动，受到广泛好评。

毛体书法展亮相恭王府

8月 1日，由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主办的“恭王府
艺术系列展———周鹏飞毛体书法艺术展” 在恭王府嘉乐
堂举行。同时，文化部恭王府毛泽东书法艺术研究中心正
式挂牌成立。 本次展出的作品系周鹏飞书写的 67 首《毛
泽东主席诗词》，均为中央文献研究室正式审定，其中有
毛主席自书墨迹的诗词共计 19首。周鹏飞是最先提出并
践行“毛体书法”这一文化概念的人，他提出的“温文而
霸”的艺术主张和创作思想，在其毛体书法的创作中几十
年一以贯之。 此次书法展将在恭王府展至 8月 18日。

中华书画协会举办 10周年学术展

王利博制图

资讯

由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支持，中国将军部长书画院、
中国企业报书画院、 博宝艺术网共同主办的面向全国校
园、社区捐助“绿书架”的环保公益活动行动启动在即。据
介绍，“绿书架”行动，即主办方根据不同的受助对象，精
选生态保护与环境教育题材的中外经典书籍、杂志，搭配
公众健康与自然科学领域的经典著作， 捐赠给以学校和
社区为主的阅览室或公共图书室。 校园“绿书架”重点考
虑绿色学校、生态学校和贫困偏远、生态环境脆弱的地区
中小学校。社区“绿书架”重点考虑绿色社区、生态社区和
环境优美社区。

全国“绿书架”环保公益活动将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