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站在改革开放的新起点，回顾精彩
的2018年，可以发现，不仅是雷军的“奋
斗体”，还有马云等这种市值千亿企业的
创始人，以及无数创业公司的老板，都在
用振聋发聩的声音，阐释了这个时代宝
贵的企业家精神。对于企业发展，郭广
昌掷地有声地说：冬天来了，党和国家会
对民营企业有所帮扶，但能否度过这个
冬天，根本点还在于自己。而对于自己
推迟退休的原因，曹德旺的理由是，企业
家是一个国家的精英人群，理应对国家
有所担当……

这些声音需要有人把它记录下来。
因为企业家精神代表着一个民族的奋斗
精神，企业家的声音给中华民族的文化
增添许多色彩，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
每一个人。回顾2018年，我们综合评估
这些企业家言论在社会上产生的影响
力，总结如下：

最有影响力的企业家言论第一名
雷军：小米是谁？小米为了什么而奋斗？

在今年上市的企业中，小米无疑是
明星中的明星。上市之前，雷军在一封
公开信中自问自答了著名的创业者之
问：我是谁？我为了什么而奋斗？

雷军之问在企业家群体中引发了强
烈的共鸣，复星郭广昌、真格徐小平等知
名企业家纷纷撰文回应。上市之后，展
现小米奋斗史的纪录片《一团火》又再次
刷爆了企业家群体。

人民日报罕见地发表了文章，评价雷
军之问是新时期企业家奋斗精神的体现。
文章指出，奋斗从来就是企业家的底色，但
为什么而奋斗则是更重要的命题。伟大
企业的梦想是企业、用户、社会、国家共同
的未来之梦。雷军的这番话可以说喊出
了2018年企业界的最强音，因为面临一
切艰难险阻，中国从来都是以奋斗做答。

企业家言论摘要：优秀的公司赚的
是利润，卓越的公司赢的是人心。最大
的平等，莫过于日常生活体验的平等：让
所有人，不论他/她是什么肤色、什么信
仰，来自什么地方，受过什么教育，都能
一样轻松享受科技带来的美好生活。

点评：近日，小米公司创始人雷军一
句“我是谁，我为什么而奋斗”，在企业家
群体中引发了共鸣。企业家奋斗的目标
不应仅仅是财富、规模，历史对伟大企业
家的铭记从来不是因为他们的财富，而
是因为他们对国家、民族、社会进步所贡
献的力量。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经
济所所长 匡贤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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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岁的曹德旺本来是打算今
年 9 月退休的，但他将计划推迟
了。这位知名企业家用这种方式表
达了自己的“家国情怀”，因为他觉
得国家培育一个企业家不容易，自
己还可以为国家多做贡献。

数年前曹德旺在很多场合都
为民营企业发过声。但10月25
日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面对“国
进民退”的话题，曹德旺却道出了
民营企业困境的真相。和郭广昌
一样，对处于窘境中的民营企业，
曹德旺的药方也是自己救自己。
他的理由是，企业家是一个国家的
精英人群，理应对国家有所担当。

曹德旺认为，目前民营企业对
于负债运营仍然缺乏经验，今年一
些民企危机，多数是由于短贷长投
造成的，最终不得不由政府出面兜
底。曹德旺的看法可以看作是一
种警示，一方面民营企业需要在市
场中加强风险意识和管理水平，另
一方面我们要进一步推进改革，让

市场的归于市场，政府的归于政
府。

改革开放永不停步，中国开放
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企业必然要经
历更多风浪，民营企业也只有在风
雨中才能真正成长。

企业家言论摘要：要意识到，
企业家是我国精英人群的一分子，
而在这1亿多的精英人群后边是
12亿打工的人。假如要求国家来
救这部分精英人群，谁来救精英人
群后边十多亿人？

点评：在当代中国，企业家不
仅要专注于企业的长远发展，也要
勇于承担企业的社会责任，以优秀
文化为底蕴、以国家战略为指引、以
法律规范为准绳、以社会公义为约
束、以反哺社会为目标，这是企业家
必须坚持的底线和标准。

——南京大学商学院名誉院长
赵曙明

2018年最有影响力企业家言论盘点
雷军“奋斗体”在企业家“朋友圈”刷屏

2018 年 5 月 3 日，
在青年节的前一天，雷
军在个人微信公号上
推出了一篇名为《小米
是谁？小米为了什么
而奋斗？》的文章。通
过这篇文章，雷军向全
世界敞开心扉，阐述了
正值青年的小米公司
的初心。雷军可能没
预料到，这一篇文章会
迅速引发一场关于企
业家精神的大讨论，他
创立的“奋斗体”也刷
屏企业家的朋友圈。

事 实 上 ，雷 军 的
“奋斗体”刷屏并不是
偶然。2018 年正值改
革开放40周年，也是中
国企业家精神迸发的
伟大的历史时期。在
这40年的历程中，柳传
志、宗庆后、任正非、马
云、雷军、马化腾、王
兴、张一鸣等企业家开
启了一波又一波的创
新浪潮。他们的人生
都 是 一 部 部“ 奋 斗
史”。雷军的自我拷问
像是一根导火索，引起
了企业家们对自我奋
斗初心的大讨论。

年终企业家
言论盘点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崔江

下半年，经济寒冬的意味越
来越明显，人们也越发渴望商业
领袖对此发表看法。其中复星
董事长郭广昌的言论最值得关
注。

我们都习惯说，没有一个冬
天不可逾越。但如果没有实际
的方法支撑，这只是一句给人信
心的鸡汤格言。12月1日，在浙
江商会年会上，郭广昌开宗明
义：冬天来了，党和国家会对民
营企业有所帮扶，但能否度过这
个冬天，根本点还在于自己。

郭广昌提出的问题，恐怕很
多企业都很难回答。作为一家
企业，到底花了多少时间在客户
身上？花了多少钱在研发上？
花了多少精力在组织升级和人
才培养上？到底愿不愿意慢下
来，去做点慢的事情？

面对危机，踏实做好企业应
该做的事，才是最有效的自救方
法。没有用户会抛弃真正为用

户提供价值的企业，没有时代能
甩下站在技术前沿的公司。历
史早就证明，拥有良好制度、人
才梯队，同时杜绝了急功近利的
公司，将战胜经济周期，拥有光
明的未来。

企业家言论摘要：我对现在
经济的看法是，第一，经济的确
会很困难，这个冬天会非常冷。
第二，世界上要有一个救世主，
就是市场；而在市场里，能救你
的只有你自己。

点评：郭广昌坚信，只要每
个产业都扎扎实实、步步为营，
不烧钱，不为大而大，重视人才
的任用、选拔并不断优化管理，
尤其注重产品力，产业的耕耘就
可以扎得更深、融合得更宽，企
业就可以持续创造价值。

——华商韬略创始人兼主笔
毕亚军

最有影响力的企业家言论第二名
郭广昌：这个冬天会非常冷，能救你的只有你自己

最有影响力的企业家言论第三名
曹德旺：政府出手驰援民企不是持久之计

年度榜单

在成都博物馆“好雨时节——见证
改革开放四川四十年”特展中，互动区
上放着供观众试玩的黑白屏游戏机，将
观众的记忆拉回到那些卡通动画和红
白机游戏伴随的童年……简单的俄罗
斯方块、贪吃蛇曾让无数人为之着迷；
无数人也曾为了红白机上的魂斗罗、超
级玛丽等废寝忘食。单机游戏时代的
《仙剑奇侠传》《星际争霸》《魔兽世界》
等更是一代人的青春记忆。

成都市把游戏变成产业
20世纪80年代，日本任天堂发行

的一款家用插卡游戏机风靡全球，因为
其红白两色相间，因此又称为“红白
机”。此时正是改革开放初期，这种游
戏机很快就进入了中国家庭，让习惯于
打弹子、玩泥巴、跳皮筋的少年儿童们
第一次接触到了现代电子游戏。

少数拥有这一奢侈品的家庭，很快
就成为了“宇宙中心”。一台红白机几
乎游遍整个单元楼，受到无数小孩子的
洗礼，孩子们在心里默念着排序，等待
着游戏手柄传递到自己手里那一刻。

游戏机的大热，也让游戏厂商迅速发
现了这一潜力巨大的市场。进入90年
代，随着电脑的普及，红白机已经不能满
足人们对游戏的需求，根植于电脑的单机
游戏和少数网游开始成为主流。

游戏厂商也开始举办各式电子游
戏竞赛来作为宣传游戏的好方式。此
后，互联网的飞速发展让这个新兴的竞
技项目“反客为主”：电子竞技以及相关
产业链超越了游戏贩售，迅速成为更加
热门的综合产业。2003年，国家体育总
局正式批准将电子竞技列为正式体育

竞赛项目。
在成都，电脑大厦、数字世界正在

成为这里新的消费中心。2004年，成
都率先进行文化体制改革，允许民间资
本投资文化领域，并首次提出“数字娱
乐产业基地”的概念，数字娱乐业在成
都飞速发展。

年轻人把游戏耍成事业
而电竞产业的发展，让年轻人发现

除了制作游戏可以赚钱，玩游戏也可以
当做职业。2017年，为了弥补电竞人才
不足的问题，四川三所高校相继开设了
电竞专业，各式电竞培训班也纷纷崛起。

在成都博物馆人气展览“好雨时节
——见证改革开放四川四十年”中，一
群电竞专业的学生用视频表示：“电子
竞技专业并非是一个打游戏的专业，而
是学习电子竞技周边的赛事管理、经
营”“行行出状元，只要我们努力，一定
会成为电子竞技行业的人才”“我的父
母现在也觉得这是一个未来发展前景
广阔的行业”……

如今电竞在互联网的带动下，离百
姓越来越近。成都也将电竞与更多产
业结合，不断解锁“耍都”新可能。

2017年，腾讯推出爆款手游《王者
荣耀》，吸引到近2亿用户，最高日活量
8000万，成为腾讯旗下吸金最强的在
线战术竞技游戏。而它的开发工作室
就在成都。成都的手机游戏产业在业
内的地位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甚
至有了“手游第四城”的称呼。

如今，游戏产业已经与本地元素相
结合，成为了成都的又一张文化名片。
如《王者荣耀》中有许多四川元素，2017
年该游戏主题公园也宣布落户成都。
二次元和现实的互相渗透，助力成都在
娱乐产业上走得更远更广。

从“成都制造”到“成都智造”，如今
成都用创意、创新、创造，让文化扎根于
城市的每一处，不断培育、发展文化事
业和文创产业，彰显城市的自信和魅
力，为城市发展提供新动能。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何晞宇

书香成都，这四个字对于周东
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2015年，由
他主持的节目《书香成都·蓉城书
话》开播，这是成都地区首档周播类
电视读书节目。直到现在，三年过
去了，这档节目依旧热度不减。并
且“书香成都”已经逐渐成为了成都
的一张响亮的名片，彰显城市的内
涵气质。在成都雨雪纷飞的天气
中，周东向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缓缓道来这档节目背后的故事，
解析一档溢满“书香”的节目是怎样
炼成的。

从“一张白纸”到“浓墨重彩”
身穿西装，端坐在镜头面前，手

持一本厚厚的书籍，就可以侃侃而
谈。从成都的本土人文，再到数千
年的历史趣闻。《书香成都·蓉城书
话》以成都为着墨点，辐射四川，将
倡导全民阅读作为节目定位，每期
节目围绕四川、成都相关的文化展
开。数据显示，该节目的网络点击
量已超过百万，且网络粉丝也已超
过百万。

《书香成都·蓉城书话》可以说
已经成为了成都的全民阅读品牌，
但是谁能想到，这档节目开播之初，
竟然是在艰难中走过。“没资金、没
人力、没设备。”周东说，在创办这档
节目的过程中，正好是自己最“恼
火”的时候。“我们找了几位志同道
合的同事，就利用晚上和周末的业
余时间来创作。可以说当我在创办
这档节目的时候，它完全是一张
白纸。”而到现在，这张白纸上已经
被泼上了浓墨重彩。

“很多人办节目，都希望能‘一

炮而红’，但是我们相反。我们更想
向观众传递阅读之美，更注重表达
的内容。”周东表示，近年来读书类
节目在全国官方电视频道中，正在
呈现递减的趋势，而成都的坚持，让

“书香”飘满了这座城市。“在一个电
视台中，能同时有两档读书节目，这
只有成都做到了。”

一直要做到未来的节目
周东可以说是电视行业的前瞻

者，在2015年就推出了《书香成都·
蓉城书话》这档读书类的文化节目，
这足足比董卿的《朗读者》早了两
年，更别说才播出不久的综艺《一本
好书》。“读书热”在当下综艺节目中
掀起的浪潮，周东在三年前已经预
感到了，但他却自谦这是“幸运”。

“只能说我是一个幸运的人，在当时
看到了未来的方向。”

2016年，周东被授予成都市第
一批“全民阅读推广公益形象大
使”。一直“只管埋头拉车，不管前
路如何”的他，也欣慰地感受到阅读
所带给这座城市的改变。“这档节
目，是我一直要做到未来的节目。
我也会继续讲好这座城市的文化故
事，希望能够用声音传递力量，让观
众们立足今天、聆听过往。”

腹有诗书气自华，最是书香能
致远。在白天的喧嚣之后，于静谧
的夜晚恬淡安适地感受阅读的魅
力。听着周东的声音从耳机中倾泻
而出，探索和挖掘着成都这一座经
历了三千年沧桑巨变城市的文化故
事。这也是《书香成都·蓉城书话》
这档节目，所带给观众的享受。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李雨心

“好雨时节”中的青春记忆
成都号称“手游第四城”

智能+创造
王者蓉耀

从上世纪末独乐乐的
电子游戏，到互联网时代
众乐乐的电子竞技，工业
化时代的游戏产业在中国
的跨越式的发展，如同改
革开放缩影，记录了这个
奔放时代的热情活力。而
被称为“手游第四城”的成
都让数字娱乐在这片热土
充满更多可能性。

“书香”为何能溢满成都？
周东：用声音传递阅读之美

12 月 28 日，在 2018 年
的尾声中，成都终于迎来了
冬季的雪花。在这样一个雪
飘如絮的日子里，成都电视
台主持人、成都全民阅读形
象大使周东坐在房间里，品
着一壶浓茶。在他的身后，
是一幅写着“书香成都”四个
字的书画作品。

曾风靡一
时令青少年无
比着迷的红白
游戏机。

受欢迎的游戏画面。

成都的文创产业高地——东郊记忆。

在“好雨时节”特展上，老游戏机引发
人们的青春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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