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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企业家画梦：与心灵对话
本报记者 江雪

个寂静的冬天，给很多企业家开启了
另一扇思维的窗户。而大梦想从未离

当热爱足球的地产企业家王健

开过马云。

林，以巨资在国际拍卖会上再次夺得
大师画作而被公众称 为“大 土豪 ”时，
企业家王中军、马云、赵本山等人的画
展、画拍也成为艺术家们茶余饭后热
议的话题。

2013 年，很多有成就感的企业家

开始圆画家梦，一个最绚烂的梦。

马云
“马体墨宝”
拍出 242 万元
就在电商都对 2013 年“双十二”

胡万良
画出心灵感动

新高，双双达到 56 亿美元；全年新增投资 1.36 亿美元，在华累

让他顿悟
“借势”
的商道来。戏剧的是，

立马收藏。一个自称不是职业艺术家

通过美术创作找灵感，他一脚踏进新

的人，两年来的卖画收益超出了很多

的情况下，ABB 集团于 2 月 27 日公布的 2013 年在华业绩成

能源领域，像当年不可控制地爱上画

职业艺术家。

忽然，中国水墨画“留白”的意境

画一样，
这里的所有细节都让他痴迷。
在与日本研究机构 myway 谈技术改造

王中军 1994 年从美国回来创业
直至上市，开会时一个好习惯是用笔

时，他竟然偷偷在脑海里画画：
“没有

随手画。在他脑海里浮现次数最多的

的企业家胡万良拥有一颗艺术灵魂。

哪一个画家生来就有独特风格，只有

解释是
“这是放松的一种方式”
。

胡万良说，自己在迥异的双重身份间

在不断地临摹、领会的过程中实现顿

自如游走的幸福，是同行里很多企业
家都难以体会到的。很多画家认识

悟，
从而自成体系。”
胡万良依然每天在白天以商人的

他，是基于他的画作每幅价格超过专
业画家。而中国电源行业企业家认可

思维处理事务，
晚上 9 点关掉手机，
走

进画室，
开始艺术人生。很多企业家开

他，是 基 于 企业

绞尽脑汁时，
“退休老板”马云再次出

在中国行业
排行前五。

2012 年的一个下午，王中军与冯

小刚合用的工作室无人，看着摆放了
很久的画架，王中军心一动，信手画
了一幅油画。那时候他笑着说：
“权当

是练笔了。”2013 年 6 月，在参观威尼

智能制造与生产离不开工业机器人的广泛应用。2013 年，

制造解决方案，ABB 机器人在宝马汽车组装 线上 主要从 事搬
运、涂胶和点焊工作。同时，ABB 还向沃尔沃汽车成都生产基
地提供了机器人自动化解决方案，并成为国内第一家提供水

的代名词。

王利博制图

阿里巴巴的一位员工搜索新闻后
对记者说，老板今年的美誉度大大增

他很多年。

强。很久没有出现的一些词汇如
“横空

窗外雨骤风急，
他蘸浓墨在宣纸上运笔

的马云是否在 500 年之后用 50 亿元
回购这幅画呢？
从不多谈画画故事的马云意料不

前世界上传输容量最大的直流输电线路之一。2014 年项目运
行后，每年将有约 400 亿千瓦时的清洁水电翻山越岭，穿越广

ABB 向宝马汽车沈阳铁西生产基地提供了机器人产品与汽车

夜之间，企业家马云就成为“马体画”

此时，有谁真的在意“旷世奇才”

产品。整条线路全长 1670 多公里，传输容量 800 万千瓦，是目

城市 2.5 年的用电量。

后，
“马体墨宝”
拍出了 242 万余元。一

是价值。

提供了换流变压器、直流滤波电容器以及换流阀等核心技术

助客户增效节能。截至 2013 年底，ABB 传动产品已为国内客
户节电达 2010 亿千瓦时，相当于一个 2000 万人口的超大型

以回购，
价格 50 亿元。”
经过 913 次出价,63 次加价延时

都是浮云，
只有粉丝才是经济，关注就

年，ABB 向四 川溪 洛渡-浙西 依800 千伏特 高压 直 流 输 电线 路

ABB 通过领先的电力与自动化智能技术和产品，积极帮

到 43 万元时，
“神经了的马云”立即高

巴巴旗下的“来往”开始邀请汪峰、周
笔畅等明星进驻。马云太聪明了，
神马

特高压输 电是 建设“坚强智 能电 网”的核 心组 成部分 。
ABB 在华参与了多个国家重点高压直流输电项目建设。2013

发国内直流快速充电解决方案。

调宣布：
“500 年后，如果你愿意，我可

在杭州的办公室里，员工们纷纷

持续发展为核心的发展战略。”

开展战略合作，并提供直流快速充电技术及产品，共同持续开

堆的用户折腾
“神经了”
，
从 10 万暴涨

议论：
汪峰上头条最热闹的时候，阿里

这主要得益于国家注重经济增长质量、推动绿色低碳和以可

旗下的第一款电动汽车，续航里程达到 200 公里以上，也是国
内市场最先诞生的高续航里程电动汽车之一。ABB 与该公司

淘宝
“魔豆”
公益项目。
当
“马体墨宝”
真的把“江湖情”扎

拍出 242 万余元，
实属商业奥秘。

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
“ 2013 年 ABB 在华业务健康稳步发展，

一。DENZA 腾势乘用车是深圳比亚迪戴姆勒新技术有限公司

拍进行公开拍卖，拍得款项全部捐给

多艺术家们对
“淘宝官方拍卖”
眼红。
营销专家们说：
“马体墨宝”能够

绩单亮点纷呈。
ABB 集团北亚区及中国负责人顾纯元在接受 《中国企业

新 能 源汽 车 是 国 家 大 力 提 倡 的 七 大 战 略 性 新 兴 产 业 之

这样的幸
福伴随着

就创作一幅“马体墨宝”
，并以 1 元起

武双全”
、
“大师”等多次出现，招惹很

计投资总额为 18 亿美元。”在宏观经济与市场环境纷繁多变

袤内陆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浙西地区。

“双十二前”扎堆堆友超过 10 万，
自己

出世”
、
“声名鹊起”
、
“名声大噪”
、
“文

“ABB（中国）有限公司 2013 年订单额及销售收入创历史

事实上在画展开幕前一天，王中
军刚画好的一幅
“抽象树作品”被朋友

坚信“画画可以画出心灵感动”

山，
并摇旗呐喊。
只是他的方式极为颠覆。
微博、
微信上的马云表示：
如果是

生。

受益国家战略 ABB 在华业绩稳增

胡万良的很多时光是这样度过的：
如飞；
时而勾勒，
时而点皴，
一幅水墨画
在笔下渐显轮廓。终了，
将笔重重一掷，
波涛汹涌的心情慢慢平静下来。
这份洒脱才是最大的财富。
身家十几亿元的胡万良喜欢听别
人说“这是一个画匠打造的企业。”
他
坦言：
“当年做出挺进上海的决定时，
没有想到自己会坐上中国电源领域的
前五把交椅。每遇棘手难题，
立刻放下
手中事去画画。放下毛笔时思路无比
清晰，
世事竟然那样洞明。”
2004 年，胡万良想从欧美太阳能

市场分一杯羹。

周末的一天，他坚持到雁荡山写

性胶系统解决方案的机器人供应商，该方案可以降低车内噪

玩笑问他“在画画和做企业之间二选

斯双年展期间，他觉得“灵魂被触

声、减轻振动，同时大大减少车内挥发性 有机 化合 物的含 量，

一”
时，
他从来都平静地说：
我没难题。

动”。

提高车内空气质量，为车主创造安静、舒适、健康的驾驶环境；
此外，ABB 还为长安福特杭州和重庆工厂提 供了 白车身 以及

时针的滴答声像风月，
给他留白。

此后画的一幅
“绚烂但不艳俗”的
油画作品在娱乐圈传播开来。

王中军
走过风花雪月

动力总成自动化生产线，有效提高其自动化水平和产品质量。
（刘军）

“每送出一张作品都让他很心疼，
不愿意轻易卖掉。”
为了避免朋友们都要画，慈善拍

王中军与任志强在读书俱乐部漫

卖让王中军一下子找到了绘画的新

梅墨生意大利佛罗伦萨作品展举办
著名书画家梅墨生将 于 2014 年 2 月 18 日—3 月 1 日期

谈人生之梦时，几乎含着热泪说：
“我

动力和出口，他让所有买画的朋友们

要画画。”
这也是为什么他在北京元·空间

将画款捐到华谊兄弟旗下一个独立
—华谊兄弟公益
运作的慈善基金——

间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圣十字殿堂举办“从容中道——
— 梅墨生

展厅举办个人画展没有让画家们惊讶

基金中，
收款定向捐助文化项目。

罗伦萨市政府主办；由托斯卡纳地区政府、佛罗 伦萨 省政府 、
佛罗伦萨国际双年展组委会、佛罗伦萨文化协会、佛罗伦萨艺

的原因。

20 幅绘画作品，拉长了王中军的

在收藏领域是
“大哥级”
的他深知：
“可能很多画家画了一辈子也没有我卖

人生，
丰厚了他的生命。他笑着感谢冯
小刚说，
“那天你不在办公室，一下子

画多，
因为我有资源，
有这个社会圈子。
但我把画画的钱捐掉，
不会影响我的生

让我有了冲动，
想画油画了。”

活，
只会改变我的心情。”

意大利佛罗伦萨作品展”。此次展览由意大利文化促进会、佛

术研究院、Ugo Guidi 博物馆、北戴河梅墨生艺术馆、综冠传媒

有限公司协办；由北京汉特斯曼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承办。本次

展览将展出梅墨生的山水、花鸟作品共计 50 余幅。让意大利
民众欣赏到中国水墨绘画的神韵与内涵。

到的是，
“马体画”呼应了王中军的画
展，让公众从另一个角度开始审视、
欣
赏企业家价值。马年春节之前，
他也认
真地看了艺术评论家岳路平的评论：
马

阳光人寿启动志愿者支教活动

云的创作目的跟传统的艺术生态完全

近日，阳光保险青年志愿者协会

无关，
他是为了兑现
“
‘来往’
上马云个

寿险 广西 服务总 队 首 批 爱 心支 教 队

人的
‘扎堆’
粉丝破十万就画一幅画”
的

伍，在广西崇左市大新县堪圩乡谨汤
村钦松小学，成功完成了为期一周的

承诺，
但也绝对不能简单地归结为
“娱
乐”
，
马云的画里面的信息量更大。
马云得到了更多的信心。

2 月 13 日，黑龙江亚布力企业家

年会酒会，喝高了的企业家们又说起
了“马体画”
。此时，
“淘宝”
“来往”
、
、
“魔豆”
已经和马云的名字紧密地联系
在了一起。神画与神话，
在 2013 年这

“绿色梦想”博耳电力环保征文活动开启

当地教育局常年招聘不到老师，只有

三名年龄超过 50 岁的当地老师一直
留在学校任教并兼职做厨师，课程表
中除了语文就是数学，他们没有其余

由环保部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与生活》杂志社与博耳
终成功组建支教队伍。支教志愿者到
达学校后，深受全校师生的欢迎，他
们带来了体育、手工、音乐、绘画等丰
富多彩的新鲜知识。

电力集团共同发起的“绿色梦想”博耳电力环保征文暨
XGreen Star（超级绿色之星）评选活动在京启动。国家环保部、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北京环境保护宣传中心等机构相关领导
出席了活动启动仪式。本次征文面向全国公众，题材广泛，参

首次支持活动结束后，阳光人寿

与者可用文字、摄影和绘画等多种形式投稿参赛。此次征文主

20 万援建钦松小学，但是，学校一直

个险事业部发起组建的“阳光之星爱

缺 乏师资 力量 的问 题 始 终没 有 得 到

心基金”获得北京市阳光保险爱心基

办方之一博耳电力，始终坚持以“做高效有度能源管理实践
者，保 护和 改 善 地 球环 境 ”为 企 业使 命 ，致 力 于 生 产便 捷 、高

在接受阳光保险集团捐建前，这
所小 学只 有 一 栋 2 层 的 破 旧教 学 楼

解决。
第二年年底，阳光人寿广西分公

金会的同意批复，这一基金将专项用
于与 阳光 保险 博 爱学 校 相 关 的 系列

效、安全的智能环保产品。

司 在全公 司范 围内 向 阳 光保 险 志 愿

爱心活动，未来将重点考虑支持偏远

于这个教学点非常偏远且环境艰苦，

者发起加入爱心支教队伍的倡议，最

落后地区学校的爱心支教活动。

创意首发站 2014 北京礼品展 3 月启幕

支教活动。在这个冬天，支教志愿者
用真 诚的 爱心为 地 处 中 越 交界 的 山
区留守儿童带去温暖和快乐。

和 49 名学前班至三年级的学生。由

的学科。2012 年，阳光保险集团捐资

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 2014 年度评奖启动公告
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于 2005 年发起成立。按

照《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奖励办法》相关规 定，现正式 启动 2014 年度
评奖工作，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奖项设置

A4 纸打（复）印，一式 7 份（至少 1 份原件），于 2014 年 4 月 15 日前寄送
至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评奖办公室。所有材料以寄出的 邮戳 日期 为
准，逾期将不予受理。

报并获得基金会受理的申报者，基金会将不再受理其本年度的申报要求。
三、
“复旦管理学终身成就奖”和“复旦企业管理杰出贡献奖”的评选

工作者。该奖项至多奖励 3 人，每人奖金 50 万元。

产生，不接受申报。

“复旦管理学终身成就奖”用于奖励在中国管理学领域为管理学学

2 个奖 项的 获奖人 均由 基金 会相关 评审 机构进 行推 荐、提 名 、评 审
四、联系方式

科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作出开创性、奠基性贡献的老一辈工作者。该奖
项为荣誉性奖项，至多奖励 1 人，基金会为获奖人颁授金质奖牌 1 套。

联系人：刘老师
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评奖办公室
电 话：021-25011460

贡献的企业家或企业管理者。该奖项为荣誉性奖项，至多奖励 1 人，基金

地 址：
上海市国顺路 670 号李达三楼 906 室

“复旦企业管理杰出贡献奖”用于在中国企业管理实践领域作出杰出

会为获奖人颁授金质奖牌 1 套。

二、
“ 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奖励领域和申报办法
2014 年度奖励领域为公共管理。

根据基金会的界定，
“公共管理”是指宏观的、非市场交易的、着重公
共利益、公共权利、公共事务的管理。具体领域包括：
（1）行政管理；
（2）公
共预算与财政管理；
（3）人口、环境与资源管理；
（4）公共卫生管理；
（5）社

享有“中国北方第一礼品展”的励展华群北京礼品展，已经成为

礼品行业发展趋势和产品创新风向标，届时 50000 平方米展出
面积，2500 个展位，预计为逾 60000 名的专业观众呈现一场礼
品盛宴。
据悉，此次展会主办方励展华群凭借资源优势已与某知
名银行达成合作协议，为参展企业提供无抵押贷款业务，在客户
提供完整资料情况下，可实现最快 24 小时审批放款。

凡参加 2012 年度“管理科学与工程”和 2013 年度“工商管理”领域申

2014 年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设置“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
“复
旦管理学终身成就奖”和“复旦企业管理杰出贡献奖”3 个奖项。
“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用于奖励在管理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

将于 3 月 13—16 日在北京国展老馆举行的第 29 届中国北
京国际礼品、赠品及家庭用品展览会将搭建起一站式选购平台。

工商海淀分局规范促销行为
北 京市工 商局 海淀 分局积 极 履职 、主动 作 为 ，通过
开展节日期间专项执法检查，有力保障辖区节日市场秩
序。一是开展景区庙会、娱乐游艺、商超等场所的联合检
查，会同 街道 政府和 城管 、食 药、消防 、公 安等部 门 进行

电子信箱：fpfm_po@fudan.edu.cn

节日联合执法。二是加强节日执法人员值守，及时发布

邮政编码：200433

诉、举报处理工作。三是重点规范商家限量促销、打折促
销、返券促销等营销行为。对涉嫌误导消费者、发布广告

消 费预警 与消 费提 示信息 ，顺利完 成 节日 期 间 消 费申

各奖项的评选办法、评选安排以及其他未尽事宜请登录复旦管理学

奖励基金会网站 www.fpfm.org-下载专区，查阅《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奖
励办法》、
《2014 年度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评奖实施细则》或来电垂询。
本公告由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秘书处负责解释。

会保障；
（6）公共政策；
（7）教育管理；
（8）其他公共管理。
申报人请填写《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申报表》，表格请登录复旦管

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

理学奖励基金会网站（www.fpfm.org）查询或下载。表格及附件材料请用

二 O 一四年二月

内容违法等违法宣传行为予以依法处理。四是加强重点
行业、重点地区的巡查力度。分局各工商所对有型市场
的经营秩序和防火安全进行了专门培训，对辖区重点大
街沿线、旅游景点周边商户进行了专项检查。五是严厉
打击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分局执法队对辖区酒行
销售 的高档 白酒 、洋 酒进行 专项 检查，查 获销 售 侵 权注
册商标专用权白酒涉
案金额近五万元。

北京海淀工商专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