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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企业家需要什么样的健康管理

前不久，李开复被查出患淋巴癌

后，企业家的健康问题再度引起社会关

注。近日，又有两名身价过亿的企业家

被先后查出患有癌症。

人们发现，最近几年，企业家和企

业高管像是被施了魔咒，不断传出“噩

耗”。在商界叱咤风云的他们最后被自

己的身体疾病击倒，让人无比痛心、惋

惜。

如何应对日益严峻的企业主、企业

高管、企业员工健康状况，已经成为现

代企业管理者不可忽视的新课题。

在日益激烈的商业竞争中，企业家

与企业管理人员的能力是决定企业成

败的关键因素之一，而管理者的“幸福、

健康、高效”是让他们能最大限度地发

挥才干的最基本保障。

猝死均在 40岁左右

据慈铭体检集团管理集团总裁韩

小红透露，这两个企业家不愿意向外

界公布他们罹患癌症的消息。他们都

处在癌症二期，处于中早期阶段，年龄

不过 40岁左右。
事实上，类似案例频频发生，调查

的数据显示，2008年至 2012年的四年
间，中国有超过 20位知名企业家因心
脑血管疾病和癌症先后去世。死于心

脑血管疾病的平均年龄为 48岁，死于
癌症的平均年龄为 46岁。企业家的癌
症发病率呈现年轻化趋势。

2011年 6月，中芯国际董事长江
上舟因患癌症去世；2012年 12月，中
石油副总裁孙波因脑溢血去世；同年，

中航工业沈阳飞机工业公司董事长罗

阳、中材集团董事长谭仲明、国信证券

投资银行事业部业务部执行总经理郭

熙敏先后因心脏病去世，其中郭熙敏

年仅 33岁；中信证券法律部王姓高级
副总裁因脑溢血猝死，年仅 34岁；5月
份湘财证券投行业务副总裁章彪因心

脏病去世，44岁；东海证券资产管理部
原总经理龚小祥因病去世，只有 39
岁。由于对健康的忽视，他们过早地透

支了身体乃至生命，最终是“钱还在，

人却没了”。

中国企业家与企业高管人员的健

康状况不容乐观。职业压力与不健康

的生活方式给他们增加了更多的疾病

甚至安全隐患。

根据慈铭体检的调查结果，过度

劳累、剧烈运动；情绪异常如忧郁、恐

惧、愤怒、狂喜；酗酒、过度吸烟等生活

方式，诱发了这些企业家的癌症和心

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并夺去了他们的

生命。

慈铭体检的调查还发现：企业高

管级别越高，健康状况越差。从企业高

管体检结果看，异常率高达 98.5%；其
中血脂异常最多，企业高管的血压、血

糖指标比普通员工高出 5%—10%；企
业高管中，男性高管的体检异常比例

更高。

在颈椎异常、血脂异常、脂肪肝、

血糖增高等方面，企业家发病率均高

于全国人口平均发病率。其中企业家

在脂肪肝、血脂异常和肥胖三个指标

高出全国平均发病率 20%以上；颈椎
异常的发病率则高出全国平均 40%
以上。其中，肥胖和颈腰椎病是目前

最困扰企业家的健康疾病；其次是贫

血、脂肪肝、泌尿系生殖疾病。精英人

群和企业高管人群的健康透支现象

最为严重，亚健康比例分别为91%和
86%。

唤醒健康意识

“世事无常，生命有限。原来，在癌

症面前，人人平等。”

李开复在查出癌症后，开始冷静

反思，他在微博中说：在以往的职业生

涯里，我一直笃信“付出总有回报”的

信念，所以给自己的负荷一直比较重，

甚至坚持每天努力挤出三小时时间工

作，还曾天真的和人比赛“谁的睡眠更

少”、“谁能在凌晨里及时回复邮件”

……努力把“拼命”作为自己的一个标

签。现在，冷静下来反思，这种以健康

为代价的坚持，不一定是对的。

“中国企业家是在挥霍自己的身

体。他们是社会的精英，但却只知道挣

钱。拼命工作，加上压力，其实会给身

体健康带来很大问题。这些企业家表

面很光鲜，但在健康问题上，他们确实

是不折不扣的弱势群体。”韩小红说。

韩小红独特的身份和经历让她对

中国企业家群体有更深的感受。2005
年，在成功创办中国第一家民营体检

连锁机构后，韩小红准备进一步开拓

慈铭体检集团的商业版图。这一年，她

去了趟韩国，赴三星集团考察医疗设

备。考察中，她被邀请体验一下三星医

疗设备的先进性，检查结果显示，她得

了胃癌，属于早期。

这些被称为社会精英的企业家和

企业高管们，他们在创造着更多的财

富同时本应该更有条件享受优越的医

疗条件，但是由于他们缺对管理自身

健康的意识，当疾病找上门来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了。

中华预防医学会健康风险评估与

控制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周平说，

企业家并不缺钱，缺的是时间和对管

理自身健康的意识。

韩小红也认为，“很多中国企业家

可以拿出很多钱去投资房地产，却鲜

有人愿意去投资健康。”

如何管理企业家自身健康，成为

时下流行的一个议题。

北京安贞医院副院长、中国医院

协会疾病与健康管理专业委员会主任

委员周生来表示，“中国由于缺乏健全

的商业保险体系，也缺乏相应完善的

社会医疗保障系统。因此，企业家尤其

是一些民营企业家的健康状况，一直

没有得到很好照顾。”

据悉，健康管理成为近年来在国

内兴起的一项医疗保健服务，主要是

为少数精英阶层提供包括个性化的健

康服务。令人遗憾的是，由于精英人士

们对存在的疾病危害性和严重性认识

不足，健康管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

何唤醒企业家的健康意识仍然是健康

管理的最大瓶颈。

1997年，我第一次休长假。去西藏

旅行的想法是 1995年产生的。那年 5

月，我的左腿突然剧烈疼痛，经核磁共

振扫描，诊断为：腰椎骨 4至 5节间长

了个血管瘤，因其压迫神经引起左腿疼

痛。“还能打网球吗？”我问神经科专家。

“什么运动都不能进行，从现在起就要

卧床，准备动手术；一旦血管瘤破裂，会

引起下肢瘫痪。”专家严肃地回答。

听到病变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

恐惧感充满周身每一个细胞，脑海闪

现的第一个念头却是：手术之前要去

趟西藏，一旦坐上轮椅就很难成行了。

在医院组织的专家会诊中，骨科医生

提出了不同意见，只要血管瘤不再增

大，不一定非得动手术；适当的运动也

可以进行。我理解骨科专家的意思是：

现代医疗设备太先进了，本不应该显

示出来的东西也显示出来了。我没有

接受动手术的方案，而去雪域西藏的

念头却没有改变。

2003年 5月 22日，我成功登顶珠

穆朗玛峰。从海拔 8844.43米的高度俯

瞰能看到什么？其实，登顶那天云雾弥

漫，能见度很低，还下着雪，什么都看

不到。曾有朋友问：“你到山顶的一瞬

间是什么感觉？”当时几乎没有任何感

觉。

这次登山过程中，我体会到，52岁

的年龄不仅不是问题，而恰好是因为

生活阅历，我才达到这种状态。事后，

我也感到很奇怪。下山之后，再回头远

眺珠峰，她太高了！连我都不相信自己

曾上去过。后来才慢慢体会到，面对这

个巨大挑战的过程中，我人生积累的

经验都在无形中发挥了出来。

登山过程中，遇到这些情况是免

不了的，但恰恰就是在这种特殊情况

之下，人们才能真正面对死亡。死亡恰

恰是在登山运动中无法回避的事实。

如何面对死亡？面对大自然时，人是非

常渺小的。

人们往往认为登山是征服了高

山。其实人不可能征服高山，只是登山

会使人们获得良多，会引发你从哲学

角度去面对生死。毫无疑问，人要追求

比生命更久远的东西。

选择登山就像选择一种生活方

式，欲罢不能。在登山过程中最大的体

会就是直面死亡，更是对自我的一种

挑战。现实生活中，我们处在一个物质

过剩的时代，现代文明带给我们很多

方便、舒适的条件，但只要进山一星

期，身处物质供应短缺、自然环境恶劣

的高山之上，你会想什么呢？我第一次

在雪山上待了一星期后，只想两件事：

一是洗个热水澡，二是坐在马桶上。

登山既是人生的浓缩，也是人生

的延长。登山是艰难的，登山者可能随

时都有放弃的念头，我并不是很勇敢，

意志也不很坚强，也曾想到放弃，但终

究坚持到最后登顶成功，有时，自己也

奇怪：“我竟然能上来了？”然而，正是因

为一步步的攀登，人们才能顺利登顶。

我们的生活何尝不是如此？很多事情

就是因为放弃才没有成功。

在生活中总结出一些道理往往需

要 10年、20年，等你懂得之时，很多东

西可能已来不及改正。但在登山过程

中，一个星期就可以让人们懂得很多，

这是人生的浓缩。所谓人生的延长，是

因为人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总结经

验，很多你想做的事就可以去体验实

施。回到现实生活中，遇到坚持不下想

放弃的事情，我就会想到登山的体会：

世界上没有什么诀窍，只不过是坚持、

再坚持一下。

登山之前，我认为一生能做成一

件事已很不容易，人生简短几十年，能

把万科做好已很不简单。但在登山之

后，我感觉到人无限的潜力，仅把万科

做好是不够的。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我

们不能让自己在将要离开世界时，才

遗憾本来还可以做更多的事情，可以

体验人生更多的乐趣。

登山，特别是攀登雪山，面对紫外

线的直射、恶劣多变的天气……需要

的是以耐心、毅力对抗单调和枯燥，坚

韧地一步一步向上攀爬。对于有的人

而言，或许，登山这一行为确有作秀的

嫌疑，但是，当巍巍的珠穆朗玛要求人

们用整个生命面对她的时候，登山就

变得纯净无比。这复杂而简单的攀登

开始关乎人性、自我、勇气和尊严，并

直指生命的源头和内涵。

在群雄逐鹿的国内车市，“自主中高端 SUV”宝利格持续
热销。无论是性价比极高的入门车型宝利格智汇版，还是尽显

旗舰品质的宝利格智尊版，每款车型的问世都会掀起汽车界

的波澜，成为自主 SUV的杰出代表。作为国内唯一拥有十年以
上专业 SUV制造经验的厂商，华泰汽车在宝利格的打造上可
谓不遗余力，动力、空间、安全等均按同级车型最强标准打造。

凭借宝利格车型在“动力、空间和安全”方面的三大杀手锏，加

上实惠价格及“5年或 15万公里超长保修期”的售后服务，宝
利格一举击溃竞争对手，毫无悬念地赢得自主 SUV领域的领
跑位置。

生命在高处

在日益激烈的商业竞争中，企业家与企业管理人员的能力是决定企业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而

管理者的“幸福、健康、高效”是让他们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才干的最基本保障。

（摘自王石的《道路与梦想》）

王利博制图

近日，由中国城市科学发展研究会、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

绿色建筑专业委员会联合主办的“绿色建材与绿色建筑产业

化高峰论坛”在山东威海南海新区召开。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住

宅产业化促进中心常务副主任梁小青表示，“推广绿色建材与

绿色建筑是实现我国生态文明与新型城镇化建设融合的必由

之路。”卓达新材集团集中与辽宁开原政府、天域（上海）园林

公司、新西兰海洋企业集团等 29家单位签署了中长期战略合
作协议，协议签约金额高达 1223亿元，卓达新材迎来推广应
用大发展的黄金时代。

近日，方圆诚信金鼎荣登吉尼斯世界纪录授牌仪式在海阳

举行。吉尼斯世界纪录总部特派认证官现场宣布了挑战规则，

公布了对方圆诚信金鼎进行实地测量的准确数据，并为方圆诚

信金鼎创造吉尼斯世界纪录“最大的鼎”颁发认证证书及牌匾。

方圆诚信金鼎由我国建设机械行业重点骨干企业———方圆集

团投资建设，由方圆集团董事局主席高秀创意设计，始建于

2006年 9月，2013年 9月全面竣工，坐落于方圆集团总部东隅
拖山山顶，总体高度 32.6米，鼎高 25.26米，直径 20.43米。

由国际园林景观规划设计行业协会、中国建设报社和北

京林业大学教育基金会联合主办、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

司协办的 2013年第三届“艾景奖”于近日在北京九华山庄开
幕。本次大会战略合作单位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给予全程

赞助，为了未来中国景观行业的发展，全面支持青年设计师和

提高院校学生的素养，将为每名学生组艾景奖大奖获奖作品

设计者，提供一万元奖金并在现场颁发，极大地激励了学子们

的创作热情。东方园林负责人表示，希望通过大赛平台，唤起

青年景观设计师和学生对行业的热爱，鼓励他们设计原创作

品，坚持独立思考和创新。

近日，世界邦旅行网正式宣布获得近千万美元的 A 轮融
资。作为 2012 年开始启动的项目，世界邦旅行网在今年 3 月
初上线，并在 7 月推出旅游电子商务开放平台。到目前为止
它已经获得雅虎创始人杨致远、鼎晖吴尚志等投资，A 轮则获
得了复星昆仲资本及 ChinaRock 风险投资基金的注资。世界
邦旅行网的联合创始人赵新宇表示，在两个月的试运行期间，

用户已经在世界邦上定制了 20 个国家 2000 多个专属行程。
作为想为用户实现“一站式出境自助游”的世界邦旅行网，它

今天推出了世界邦“旅行小帮手”，希望成为出国自助游解决

方案的重要入口。 （丁诗）

近日，以“绿色出行托起安全梦 ”为主题的 2013 BMW 儿
童交通安全训练营在北京举办闭营仪式，为这段持续五个月

的安全旅程画下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宝马集团大中华区总裁

兼首席执行官安格、教育部基础教育一司学校管理处处长俞

伟跃、中国标准化杂志社副社长兼《全国中小学质量安全社会

实践基地》评审专家郭凯，来自全国的媒体以及今年训练营的

小营员代表们共同出席了活动，在回顾过去九年历程的同时，

共同期待 BMW 儿童交通安全训练营发展过程中的十周年里
程碑。

日前，由神州数码自主研发的国内首个城市公共信息服

务平台在京盛大发布。这是中国科技企业在保障和改善民生、

推进基础民生资源共享方面迈出的引领性一步。神州数码早

在 2012年就开始了在城市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建设、运营上的
探索，并先后在福州、佛山、武汉落地。进入 2013年，基于在智
慧城市建设中的深刻实践，神州数码研发推出了适合中国城

市发展特点的城市公共信息服务平台。这是中国目前为止唯

一一个自主研发的智慧城市核心支撑系统。该平台已于日前

在张家港市投入试运行，效果正在初步显现。

临近“双十一”购物狂欢节之际，360 极速浏览器根据广
大网友多年的抢购经验，推出以极速为利器的抢货神器 ,不仅
可以抢先快人一步打开抢购网页，特惠信息快人一步知道，而

且同款宝贝可以快人一步找到，更独享 72000元的网购先赔
基金。打开 360极速浏览器，抢货神器的主页面也会随同打
开。页面下方有抢货神器为用户提供的 360购物小蜜的收藏
数据，根据网友的喜爱罗列出“最受欢迎的手机数码产品”、

“最受欢迎的女装”、“最受欢迎的鞋包配饰”。用户只需点击任

意链接就能快速进入天猫商品页面。

自主中高端 SUV宝利格持续热销

360极速抢货神器带你玩转“双十一”

神州数码发布首个城市公共信息服务平台

BMW儿童交通安全训练营在京圆满闭营

世界邦旅行网获千万美元融资

北京东方园林助力艾景奖

方圆诚信金鼎获吉尼斯世界纪录

绿色建材与绿色建筑产业化论坛召开

南林

阅读

选择登山就像选择一种生活方式，欲罢不能。在登山过程中

最大的体会就是直面死亡，更是对自我的一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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