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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本报记者 江雪

不做乔布斯

今天的中国企业家更懂得了用智慧与心灵、与身体深情对话，不再羞于说健康、说
心理、说疾病、说死亡。社会学家表示，企业家真心关注个体生命，承认每个个体生命都

有差异，承认健康有极限，这是最大的进步，是更高意义的对人生理解。

近年来，很多企业家开始从生命

的终极意义看待人生、看待事业、看

待荣誉和财富的关系，认同一个健康

的生命理念：人，首先要精神抖擞地

活着才可以创造更多价值，才有可能

影响别人，成为领袖。

带着生命的警示
与生命握手言和

“企业家应该比一般人有更多的

健康常识与保健意识。”这是某健康

机构做社会调查时得出的公众意见。

但是事实上恰恰相反。不然，企业家

李开复在生病之后写下的微博不会

引起那么多人的反思。

一位多年负责为企业家健康做

咨询的医生笑着对记者说：每一个来

我这咨询的企业家都先受到我的调

侃，“地球离开你转不动吗？”有的也

会调侃自己说，“转的好着呢快着

呢”。我就说，“你有救。”

日前，阿迪达斯高尔夫品牌亚洲

区总经理表示，运动与健康是一种生

活理念，是需要永远贯彻在个人生活

中的美好细节和文化传统。

虽然开始“重视健康的心灵和体

魄”的企业家很多不愿意敞开心灵说

自己的感受。但是他们用行走在大自

然怀抱中表示了觉醒和决心。如今，一

些企业家如王石、郁亮等已经成为了

世界级“登山勇士”。

一位东北企业家接受记者采访时

表示：“当企业老板 20年了，可是我
80岁的母亲还是天天担心我喝酒没
命。今年，工会组织了 3天国庆远足
游，就是学习万科老板王石、郁亮的精

神。北方的企业家以前太不重视个人

身心的健康，没有对自己生命爱护的

意识。”

10月 3日，北京香山举办的一场
“秋日登山赛”再一次把民营企业员工

的心与企业家连在一起。50分钟后，
拿到第一名的品牌商接受采访时说：

“香山海拔 500多米，我们就感到相当
艰难。看看女企业家、第一个成功从南

坡登上珠峰的内地女性王静传记中写

的登喜马拉雅山，那是多么伟大的壮

举。不得不佩服企业家的胸怀、意志

力，也理解了王静强调的执行力。”

也许加班加点成为了企业家的惯

性，但是，心灵需要呼吸。正如一位坚

持太极拳运动的企业家总结的那样：

任何一种体育锻炼都是内心的修炼。

个人遇到任何困难都需要信念、需要

耐力、需要勇气。“把运动当成吃饭睡

觉一样，才是对自己的真爱”。

王石自传《道路与梦想》中写道，

是医生在我腰椎处发现了血管瘤，并

且告诉我肿瘤压迫到了神经，由此诊

断出我可能会下肢瘫痪的消息震惊了

我，之后，为自己订了一个计划去西藏

登山。“选择并坚持高山探险，就是选

择并坚持一种人生态度”。

郁亮如今完全接受了王石“管住

嘴、迈开腿”的理念，要求员工开展“瘦

身运动”。其实是“锻炼意味着执行力”。

开着宝马去骑马
成为时尚

在马术比赛中，企业家的身影越

来越多，他们自身以及价值不菲的马

匹都成了观众关注的焦点，许多企业

家开着宝马去骑马，这不能不说是一

道美丽而特殊的风景。马鞭是办公室

里的装饰品，因为“马给我的生活带来

了太多的乐趣。我们劳动之余需要警

醒的事情太多”。

潘石屹的个人体会是：骑自行车

上班下班，既健身又环保。他坚持此项

运动时常常表示：“我听他们说英国伦

敦的市长和首相上班的时候都是骑着

自行车上下班”。他的好朋友任志强最

大的爱好就是打桥牌。因为他曾任职

的华远集团几十年都是“比赛冠军”，

所以一旦有企业家与他说起桥牌，他

就欢喜的像个孩子。

2013年夏天，企业家活动日、500
强发布等企业家聚集的活动中，“健康

论坛”登上大雅之堂。当企业家们用一

天时间分别听取同行们的管理经验、

商业智慧时，也多了一个心眼，晚上跑

去另一会场参加健康论坛。企业家们

认同了一个文化：心灵的透明与个人

爱好息息相关。

按照原计划，李开复应该出席在

大连举办的 2013夏季达沃斯论坛中
“未来的企业家”主题讨论的。当他因

为健康原因无法出席活动时，企业家

们叹息的同时却看到积极向上的李开

复给员工发出的提醒：“要加强身体锻

炼，不要以为年轻就可以透支自己的

健康。”

这个真诚的人生态度触动了所有

企业家。他们也开始大方地议论谁的

睡眠更少，柳传志、李东生哪个高尔夫

球技更高？王石、王静、张朝阳哪个人

在登山后身体心理更好？马云、郭广昌

哪个太极拳更柔和、心底更无敌？

“你迈出的全新一步，他们称之为

未来”。这是一家企业最新的产品广告

语。

“如果你是正常人但是从未有过

运动的爱好，不单单是无聊人生也是

不积极的人生。必须承认，只有健康自

信的人多了这个社会才更加健康自

信。才会有更多的人关心他人、人文精

神才会落地。”这是北京体育大学教师

的观点。

身体是我的祖国
我有爱它的责任

2012年，曾经有 5个优秀企业家

一起为某越野车做代言时强调：“是

看中了那力度、速度、精神，不锻炼

好身体不配当代言人。”

事实上，驾驭越野车与驾驭企业

需要一样的内功。超级英雄要有超级

速度、超级智慧、超级性能，必须是硬

汉。企业家们表示，希望像维珍老板

布兰森那样，既有“翱翔天空”的健康

身体，也要有当“空姐”的幽默健康心

态。

让爱运动的企业家各个有“车

上毕加索的感觉”是浙江省一群喜

欢越野山地自行车的年轻企业家们

的文化。他们的俱乐部视“新时尚文

化”为文化内涵：在运动中品尝乐

趣，同时悉心研究国际一流企业的

经典文化。

今年国庆，某城市的企业家俱乐

部成员学习了一篇《这个叫霾的春天》

的文章，其中一段———“于是，身体成

了我的祖国，我是这个国度里唯一的

公民，我负有热爱它、建设它的全部责

任。”

喜欢到深山呼吸新鲜空气、喝

茶修行的一批企业家表示，去年，大

家在一起还在议论“谁可以成为中

国乔布斯”。但是今年，每个人都表

示，活一天，要重视生命一天。

像那位作家写的那样：“身体不

应一味地为精神服务，反过来，它应

该被精神追求，被盛赞、被爱戴。”

对于承担驾驭企业远航使命的

管理者，没有任何理由不重视健康

的价值。只有健康的才是前卫的，才

是永远的。

“健康、环保”为主题的全国青年科普大赛启动

由中国科协科普部和共青团中央学校部共同主办的“2013 年全国
青年科普创新实验大赛”日前在北京正式启动。本次大赛以“节能、环

保和健康”为主题，并分设“数据传输、风能利用、安全保护”三大命题，

通过在中国数字科技馆网站设立的大赛官方网络平台，接受来自全国

各地高中和高校参赛选手的作品。活动旨在通过形式多样的科普竞赛

活动，鼓励更多的青年学生积极参与科普实践，激发青年学生对科技

创新的热情。

《2013亚太地区性行为和性满意度调研报告》出炉

作为亚太地区覆盖地域最广的一次性健康研究———《2013亚太地区性
行为和性满意度调研报告》日前在北京正式发布。会上，国际性医学会主席

麦克马洪博士和中华医学会男科学分会候任主任委员姜辉教授共同介绍并

解读了本次调研的结果。调研发现，目前在整个亚太地区性满意度状况令人

担忧，包括中国在内的 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一半的夫妻或伴侣对于性生
活感到不满意。本次调研历时半年，涉及中国、澳大利亚、韩国、马来西亚、菲

律宾、新加坡、泰国等 9个亚太国家及地区。

台湾国鼎生物科技发布可抑制 20种肿瘤新药

日前，台湾国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北京召开新品发布会，原国家质

量监督管理局副局长李保国，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医政司原副司长陈珞珈，

中国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促进会执行秘书长腾道阳，台湾国鼎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董事长刘胜勇，台湾国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裁吴丽玉出席发布

会，现场揭幕国鼎生物科技创新产品———安卓奎诺尔（Antroquinonol）。
在发布会上，吴丽玉表示，国鼎生物科技致力于通过研究植物和中草药，

开发抗癌新药，减轻患者痛苦。

GE全方位关爱患者推出重症监护解决方案

日前，GE 医疗在上海隆重推出基于“患者关爱”理念、行业领先的重症监护
（ICU）和心脏重症监护（CCU）解决方案，并展示源于国际平台研发的
CARESCAPETM B650智能患者监护仪等创新科技，在实现患者安全、精准诊疗
的同时，提高重症临床监护和诊疗水平，助力我国重症医学的快速发展，以进一

步落实其“关爱先行”战略。重症医学的专业化发展将更注重监测数据的准确和

全面性、医疗信息网络化的建设。

9月 25日，“2013年北京市商业服务业服务技能大赛”系列活动之“首届足
浴服务技能大赛闭幕式暨表彰大会”成功举行。北京市五指生足部反射区保健

中心有限公司 8名员工进入决赛，其中华小翠摘得“桂冠”，李露、关秀红获金
奖，李奋勤、王安立获“标兵”称号。同时五指生公司还获得大赛“优秀组织奖”。

该公司从 2000年创立至今，已发展成为高方位、高质量、高标准的专业健康调
理机构。 （弓宇杰）

五指生斩获北京服务业技能大赛桂冠

2013 年以来，北京市工商局海淀分局进一步净化辖区医疗广告发布
环境，推出“五个重点”建立医疗广告长效监管机制，取得一定成效。一是

重点监控医疗机构自设网站。组织辖区内医疗机构对自设网站进行全面

自查自纠。二是重点检查平面媒体发布广告。对辖区内平面媒体、大众报

纸和专业性刊物进行全面排查，杜绝违法医疗广告的新增。三是重点把

关网络广告信息。严格审查辖区内网络搜索网站。通过即时监测、群众举

报等多种渠道加强对医疗广告网络入口的把关。四是重点规范户外广告

经营行为。约谈户外广告经营者，开展行政指导。五是重点建设社会化监

管机制。通过舆论引导、公益广告、社区工作站等多种形式加强医疗广告

普法宣传，教授市民如何甄别违法医疗广告。同时开设违法医疗广告投

诉专线，联合药监、卫生等部门形成执法合力，构建违法医疗广告社会化

监管机制。

北京工商海淀分局“五个重点”建医疗广告长效监管机制

北京海淀工商专栏

作为普罗大众的一分子，在生老病死的平等世界里，商

人并无例外，而一些知名企业家的患病和离世，却总是会引

起“过激”反应———其中包括公众的关注、社会的叹息以及

对人生的思考。

“财富不等于健康”早已不是心灵鸡汤式的人生哲理，

而是实时上演的真人戏剧。

知名企业家仿佛成了“致命”企业家

2013年 9 月 11 日，中午 12 时，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
“未来的企业家”主题讨论会场，人们在等待着李开复的出

现。

然而时间已到人未至。

按原定日程，李开复将在当日中午作为嘉宾参加“未来

的企业家”主题讨论，但就在 9 月 5 日，李开复在微博上公
布了自己罹患淋巴癌，他不得不缺席几天后的达沃斯论

坛。

据相关信息，李开复全身有 20 多处肿瘤，得病原因是
作息不规律长期熬夜以及压力过大所致。

李开复意外罹患癌症引发的企业家健康问题，不仅媒

体关注，亦成为公众热点。

在此之前，中国最知名的企业家之一———马云曾大声疾

呼：“10年以内，肺癌、肝癌、胃癌将光临每一个中国家庭，我
担心我们这么努力，最后整的钱都是医药费。”这位大众视线

中向来特立独行的“商界大侠”看上去已经将视线从公司事

业中移开，健康风险正成为他下一个面对的重要命题。

早在 2011 年，一则关于“中国 19 个月 19 位知名企业
高管离世”的新闻曾经震惊商界，其中超六成死于疾病的惊

人数字促发了企业家健康风险的大讨论。

此前，受多位企业家离世影响，史玉柱曾在微博上表示

他将和马云、冯仑、茅永红等企业家集体举办一个追悼会，每

个人给自己致悼词，以“结束过去、开始未来”。“从此每活一

天就净赚 24小时，为此将珍惜每一天，充实每一天，快乐每
一天。”史玉柱说。

一直以来，企业家都被称为“高危人群”，除了工作的外

在压力，还包括不可抗拒的身心重担，由此导致很多企业家

都身患疾病。以极限运动出名的企业家王石，曾在 1995 年
被医生告知可能会下肢瘫痪，因为他的腰椎处出现了血管

瘤,并且肿瘤压迫到了神经。柳传志因早年奔波影响导致其
饱受美尼尔综合征折磨，张朝阳则患有让其焦虑、抑郁的心

理疾病。

更有甚者，有些企业家突然遭遇急病，生命瞬间被死亡

带走。知名企业家仿佛成了“致命”企业家，其中最典型的

例子莫过于英年早逝的企业家王均瑶。

伴随着那些患疾或病逝企业家的消息，是媒体津津乐

道的财富身家，然而此时再多的财富也不会换回等值的健

康和逝去的生命。

健康比生意更值得投资

国庆假期的前几天，深圳某地产顾问公司董事长陈劲

松在微博上说：“自从三个月前开始向郁亮学习‘管住嘴、

迈开腿’，现已恢复至 10 年前的 68 公斤。戒烟、减肥，是中
国中年男人找回自信，送给自己五十岁生日的最佳礼物！”

陈劲松所提到的“郁亮”正是以推崇运动健康知名的万

科地产总经理郁亮。几十分钟后，郁亮的上司———万科董事

局主席王石评论了陈劲松的微博：“能把握自己、戒除曾经

的嗜好，对于一个已经功成名就的男人来说，辉煌才刚刚开

始。”

近年来王石对于健康的重视似乎早已超越他的企业。

1995 年的那次突如其来的病痛打击，促发他重新审视人
生。援引相关报道，当时王石为排解心中痛苦去了西藏，谁

知这次旅行使他神奇般地康复。王石由此看到了企业之外

的那个“更为广阔的世界”，发现了另一种全新的生活方

式。从那以后，王石把一年中近 1/3 的时间花在了登山、跳
伞、航海等极限运动上。

运动将险些失去的健康还给了王石，而王石也由此成

为中国企业家中最卖力的健康宣传者之一。

王石的健康生活理念不止改变自己，也影响他人、造福

于企业。在万科公司，长跑是员工中主力推广的户外运动。他

不止一次公开倡导“保持身体健康秘诀”：“管住嘴，迈开腿”。

“选择你喜爱的运动，为健康少吃少喝，简单来说：节

制。”王石如是说。

在王石的直接影响下，现任万科掌门人郁亮也从排斥

运动变成了“运动达人”。2010 年，原先已发福的郁亮减回
到了 20 多年前他刚加入万科时的体重。瘦身成功的郁亮用
亲身经历验证了他的健康理念。有媒体因此这样评价：“郁

亮正在身体力行地为万科打造一种积极向上、健康活力的

公司文化”。

在企业家圈子里，吸引他们注意力的不再是那一桩桩

漂亮的生意，而是越来越痴迷的健康爱好，比如打太极。众

所周知，郭广昌和马云都是太极的忠实粉丝。

伴随着马云退休模式的开启，他正远离制造财富的生

意，而专注于他曾经、或者许多人曾经忽视的健康。

美国时间 2013 年 9 月 25 日，美国生命科学突破奖基
金会宣布，阿里巴巴集团创始人马云夫妇作为捐助人正式

加入该基金会。马云将出任基金会理事。此前，该基金捐助

人包括多位顶级企业家，如俄罗斯的尤里·米尔纳（DST
Global 创始人）、美国的谢尔盖·布林（Google 联合创始人）
夫妇和马克·扎克伯格（Facebook联合创始人）夫妇。

在这些已远离创业时代的成功企业家们看来，健康比

生意更值得投资，生命比财富更重要。

企业家：
财富与生命的挣扎

本报记者 汪静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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