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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李东生再度获“CCTV 年
度经济人物”，其获奖理由是，收购法

国汤姆逊彩电业务与法国阿尔卡特

手机业务。当时李东生的获奖感言

是：“中国要成为世界强国必须要有

自己的跨国公司，我们要成为第一个

敢于吃螃蟹的人。没有敢于成为先烈

的勇气，就不可能成为先驱。”

但此后，李东生真的差点成为了

“先烈”。仅一年之后，即使李东生变

卖了旗下两家公司而收益 12 亿元，
TCL仍整体亏损 3.2亿元。

寻找“起死回生之路”

李东生领导的企业一度成为行

业佼佼者。一位韩国企业家曾说：佩

服李东生的儒雅，骨子里又韧性十

足，是一个够级别的对手。“那个时

代，深圳、广州民营企业家多有‘下

马’，而他领导的企业则蒸蒸日上。”

意想不到的是，没来得及仔细享

受“辉煌”的李东生在全球化扩张中

遭遇了危机。

对于大企业的管理者说，最可依

据的管理理论，依然是国际上通行的

商业管理科学以及企业大佬们的个

人秘籍。但是，往往当企业不可阻挡

地面临危机、且危害着企业继续向前

时，书本上经济学家们提供的案例难

以让企业找到“起死回生之路”。

实际上，品尝过“绝域孤身”的企

业家并不少见。当华屋变为荒丘，人

的心就容易划向古梦芳苑，寻求野瓦

颓恒，述说心事。企业家史玉柱说起

当年的惨败时，无数次讲道：这个时

候需要独立、理性的思考和扎实的研

究，更需要大智慧。

公众在企业出现危机时看不到

裂缝在哪里，或许只有企业家的亲人

能说清他有多少不眠之夜是在数着

裂缝，听其咔咔作响，感受“灾难”来

临前的恐惧。

“鹰的故事”
撞击灵魂

早 有 社 会 学

家、哲学家认定，某

些动物比人聪明，具灵

性。夜莺的歌喉、猫头

鹰的眼睛、萤火虫的身

体都显示出令人惊讶的

本领，人要懂得如何去

学习借鉴。

已经“知天命”的李

东生，在 2007 年面临
“是否可以重生”的处境。经历了地

狱般折磨、炼狱般煎熬的李东生甚

至萌生退意。

李东生对香港一位经历坎坷的

60余岁的企业家坦诚：“我已不是开
始的一种锐气，而是倍感一种沧桑。

吃不好睡不着，体重减了 20斤，从 35
寸裤腰变成 32寸裤腰，目光变得迷
离，呆滞，人憔悴。”那位长者只说一

句话：“你不能自己把自己打倒。”

也就在此时，李东生遇到《鹰的

故事》。

鹰，是世界上寿命最长的鸟类，

它一生的年龄可达 70 岁。要活那么
长的寿命，它在 40 岁时必须做出困

难却重要的决定。因为这时，它的

喙变得又长又弯，几乎碰到胸脯；

它的爪子开始老化，无法有效地捕

捉猎物；它的羽毛长得又浓又厚，

翅膀变得十分沉重，使得飞翔十分

吃力。

此时的鹰只有两种选择：要么等

死，要么经过一个十分痛苦的更新过

程。鹰选择了 150天漫长的蜕变：它必
须很努力地飞到山顶，在悬崖上筑

巢，并停留在那里，不得飞翔。鹰首先

用它的喙击打岩石，直到其完全脱

落，然后静静地等待新的喙长出来。

鹰会用新长出的喙把爪子上老化的

趾甲一根一根拔掉，鲜血一滴滴洒

落。当新的趾甲长出来后，鹰便用新

的趾甲把身上的羽毛一根一根拔掉。

5个月以后，新的羽毛长出来了，鹰重
新开始飞翔，重新再度过 30年的岁
月！

鹰的故事给李东生带来震撼，而

对鹰的悟性也给他带来了幸运。

后来他自己讲，带有传奇色彩、

宗教意味的“鹰的故事”，神秘地撞击

了他的灵魂。

这

个时候，鹰，像天使一样降临，使其心

智得到安慰、鼓励、温暖、力量。

“鹰的重生”

“鹰的故事”让遭遇“滑铁卢”的

李东生顿悟：TCL 文化变革创新的
必要性和紧迫性。“文化和管理观

念如何适应企业国际化的经营成为

我们最大的瓶颈。”李东生说。

于是，在公司的千人大会上，李

东生大声疾呼，推进企业文化创

新，并发表了“变革创新宣言书”。

《鹰的重生》一文发表之后，员

工反响热烈。像鹰的蜕变一样，“成

为受人尊敬和最具创新能力的全球

领先企业”的过程中，找回我们的

信心、尊严和荣誉。

事实上，鹰的故事告诉我们：在

企业的生命周期中，有时候必须做

出困难的决定，开始一个更新的过

程。必须把旧的、不良的习惯和传

统彻底抛弃。既然要飞翔，要在世

界飞翔，就要主动择医救治。

蜕变是痛苦的，但不经过这场

痛苦的蜕变，甚至面临着死亡的威

胁。但度过这场痛苦的蜕变过程，

就一定能够踏上充满希望的新历

程！

李东生开始了“刮骨疗毒”。

2007 年美国国际消费电子展，
李东生获得了美国彩电市场一

个最高荣誉的大奖。大奖让李东

生两年多来的阴郁心境有所开

朗，但并没有完全释放他积郁

已久的内心压力。当时他并不

讳言：“我目前还身处逆境之中，

TCL 距离建立国际竞争力还相
差甚远。”

不过，鹰的故事至今仍是李东

生与人沟通的重要话题。在相当

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不仅与中方

管理者，而且与外方管理者，几乎

是逢人必讲。李东生认为“这是建

立一个共同的文化价值观”。

这位 20年前就被视为“敢于趟
地雷阵的神人”，作为中国第一批“走

出去”的

企

业家，

在给中国企

业树立了信心的

同时，也给中国后来者

上了生动的一课。“满身伤

痕”的李东生告诉大家：世

界不是中国；外国人思维

与中国人截然不同；

商 业 就 是 商

业，利益就

是利益，感

情替代不了

理性。

【企业家讲故事 2】

江雪

商业可以没有文化，但经营商业企业的企业家要有文化。

这是新一代企业家构建新商业文明的共识。

商业生活是一种文化
更是一种态度

2012年开始，华谊兄弟开始与服装企业七匹狼实现强强
合作，目的是“为各自的品牌营销探索出了一条新文化之路”。

今年 3 月，由签约明星主演的《品格·印象》专场在北京
798举办，媒体、消费者、专家们的一致评价是：“中国品牌走
向世界，需要文化上的强强联合。”

显然，两家企业的文化诉求和人文情怀有一致性，他们也

希望通过服装与电影的跨界结合，展示时光与文化，展示高端

定制的华美，引导消费者的审美趋势。

这正是一场商业营销的新革命。

企业家比拼不再是广告费多少，也不是聘请多少明星演

绎，而是企业家与员工自身是否真正实现灵魂的“靠拢”。正如

北大艺术学院博士生导师俞红所言，“在变革中前行，以魅力

和魄力震撼消费者。”

一位接受采访的营销专家告诉记者：企业家要清楚，当今

的商业时尚生活已经是一种文化，一种生存状态，更是一种态

度。在引导消费者购买一种产品的同时，也是在引导一种生活

理念，树立一种人生态度，建设一种文化情怀。

聪明的企业家明白，任何一个品牌旗舰店展示的绝不仅

仅是环境的艺术设计、场面的艺术烘托、商品的艺术诱惑，更

重要的是，品牌传播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里，要体现出独特而

厚重的企业文化，其中有企业家思想，品牌内涵，员工情怀，使

得品牌与消费者之间实现精神互动，达到“灵魂靠拢”。

8月 30日，在上海举行的“美业高峰论坛”，企业家们高谈
阔论后统一了观点：企业品牌、产品品牌、企业家品牌的建设、

传播期待灵魂靠拢。实现这种靠拢的主线必须是文化相同性。

因为,中国的商业市场，每天都在上演着精彩的品牌故事，或温
馨、或浪漫、或残酷、或悲伤，而时代永远需要积极向上，昂扬

挺进的主题。

文化一体的力量
是企业家新的商业思考

8月 28日，华为秉承一贯风格———起步就必须是高潮，在

上千年历史沉淀的布拉格皇宫向来自捷克和斯洛伐克的 100
余家媒体和 80余名客户发布“P6”。

企业国际化，产品营销文化有深度，有品位，有内涵。微博

上，不少华裔代表对华为员工说：“华为的企业文化不冰冷、不

做作、不矫情，带来的营销有温暖、高贵、大气。”

而 360公司用彩色魔方折射出的彩色、立体企业文化和
企业家独一无二的人文情怀，正如员工们公开诠释的那样：

“我们内心认同狼性文化，现实流行拥抱文化，理想上坚守主

人文化。”这样的情怀与环境、与理念、与产品、与服务和谐统

一地形成了 360文化品牌网，势不可挡。
当华为华丽转身成为世界华为的同时，主题“来吧，朝着

梦想出发”形象广告也获得更多消费者的文化认可。他们读出

了朴素文字下的心声：“华为不仅仅是世界 500强，华为人更
加热爱拼搏和挑战。”

任何产品都是有商业属性和文化立场的。所以，产品企业

的大佬们在为自己产品做营销的时候，一定要想尽办法把企

业的责任文化、发展理念传播出去，获得更多消费者在文化上

的认可。

好品牌应该卖什么？如何卖？世界各大品牌旗舰店的“梦

想铺张”给中国企业家的启示是：深挖文化积淀。

北京燕莎商业集团推出首部微电影《燕莎的每一天》，其

文化主题是“坚持中的互相鼓励，坚守中的相互支撑”。

企业家马化腾写给创业者的一封信中说：“创新，才是我

们永葆青春的方式。未来，我们进一步开放思维去营销品牌。”

同意他观点的企业家很多已经运用起了微电影、歌剧、画

展等营销手段。因为，营销专家表示：新商业文明需要文化旗

帜。

品牌营销创新已经从表面到本质，发展老品牌，带动新品

牌成为文化一体的力量是企业家新的商业思考。

文化

新营销
需要新文化

本报记者 江雪

陈宏志：为了诠释生与死的价值

对于陈宏志而言，忠诚的重

量，就是生命的重量。

参加工作 20 多年来，陈宏志先
后转战大港、新疆、土库曼斯坦、吉

尔吉斯斯坦、埃及等国内外市场。

期间，他先后三次与死神擦肩而

过。

1997 年 5 月，胜利油田井下作
业公司土库曼斯坦修井项目正式

启动，这是胜利油田第一次走向国

际市场。陈宏志任该项目部副总经

理、总工程师。抵达土库曼不久，在

奔赴井场途中，陈宏志遭遇车祸，

随车人员遇难，他被重重甩出车

外，当场昏迷，经抢救侥幸脱险。在

国内做完手术，公司领导前去探

望。看到躺在床上的陈宏志，领导

很是心疼，问：“宏志，你有啥要求，

尽管提。”陈宏志听完两眼一睁：

“让我回去！”一个月后，看着陈宏

志一瘸一拐地重返项目部，土库曼

石油康采恩总裁说：“这个家伙，不

怕死，又回来了。”

陈宏志说，死，并不可怕。可怕

的是死的没价值。

1998 年 5 月，66 井施工，陈宏志
驱车赶往井场途中，车辆陷进泥沙

不能动弹。身处沙漠腹地，过往没有

车辆，高达 50 多度的地表温度，把
车内蒸得火热。司机师傅知道陈宏

志身体虚弱，便让他在车里等候，自

己赶往附近求援。两个小时后，当救

援人员赶到，陈宏志因严重缺水已

在车内休克，再晚一刻，便有生命危

险。 得知陈宏志住院，干部职工十

分担心，甚至有人放出话说，这次陈

总一定会调走。但谁也想不到，这个

从死亡边上爬了两圈的人，只在医

院住了一晚便拖着吊瓶返回营地。

一位哲人曾说，只有经历死

亡，才能更加清醒的活着。

生与死的考量，造就了陈宏志

淡泊名利、执著奉献的境界。近年

来，他先后三次谢绝上级单位高薪

聘请，依旧扎根在艰苦的市场一

线。

2010 年，公司市场开发总监陈
宏志兼任西部工程管理中心党总

支书记，负责新疆市场整体运行。

上任第一年，他有 323 天坚守在施
工井场。公司领导知道他身体不

好，连给他打了三个电话，催他回

家休息，他却迟迟不肯动身。没办

法，公司只好让换班的职工捎去药

品，帮助其治疗。

死亡第三次敲响了陈宏志坚

守的大门。

在 601-P83 井，陈宏志在施工
现场紧盯到凌晨三点。第二天起

床，他头昏脑晕，身体竟然不能

动弹。汇报工作的干部敲门无应，

当即破门而入。陈宏志躺在床上

面色苍白，已然昏迷不醒。送当

地 医 院 诊 断 后 ，其 血 压 高 压 达

180。“死神是我的老朋友。大难
不死，我们的项目必有后福。”出

院后陈宏志与同事谈笑风生。

2013 年 1 月 11 日，陈宏志荣
获胜利油田第四届“感动胜利”人

物。陈宏志还先后荣获胜利油田十

大外创市场先锋、优秀青年知识分

子、中石化青年岗位能手、胜利油

田劳动模范、山东省劳动模范等称

号。

经理人

马宝忠丁剑北

当今的商业时尚生活已经是一种文

化，一种生存状态，更是一种态度。在引

导消费者购买一种产品的同时，也是在

引导一种生活理念，树立一种人生态度，

建设一种文化情怀。

“

蜕变是痛

苦的，但不经

过这场痛苦的

蜕变，甚至面

临着死亡的威

胁。但度过这

场痛苦的蜕变

过程，就一定

能够踏上充满

希 望 的 新 历

程！

“

鹰，唤醒李东生重生

“全国第八届中西医结合治疗肝病高级专修班暨全国第

二届李东垣学术思想研讨会”于 9月 14日在国家重点肝病专
科———河北中医肝病医院开幕。本届中西医结合治疗肝病高

级专修班暨全国第二届李东垣学术思想研讨会，由中华中医

药学会、中医杂志社、中国当代医药杂志社主办，河北中医肝

病医院承办。旨在浓缩中西医结合治疗肝病理论与实践精华,
突出临床实践经验 ,弘扬李东垣学术思想。 (刘敏)

全国第二届李东垣学术思想研讨会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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