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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不确定”中博弈，寻找成功的确定方
向。企业家的胸怀，能够同时容得下别人
的质疑和各种负面消息。
当然，一个企业家的自我认知也很重
要。在华夏同学会内部讨论会上，我曾这
样总结——就像姑娘年纪大了要转型，我
们传统企业也是如此，而传统企业的现状
无非以下几种：
第一，人老了，但比年轻人有钱，可以
买更贵的化妆品，穿更炫的衣服，佩戴更
贵的珠宝首饰。但这样多数是不成功的，
因为毕竟年华逝去，如果站到舞台灯光下
一看，到底不如年轻人更光鲜漂亮，很多
观众就不买账。
第二，跟年轻人合作，把自己的资源、
人脉提供给他们，也给他们起步的资金支
持，同时制定游戏规则，让年轻人在这个
规则下做事。
第三，
企业固守不改，
但把市场缩小，
从
主流市场变成边缘市场，
从大众变成小众，
只保留一部分客户。比如只做中老年人市
场，
或者只做老客户，
也还能生存下去。
第四，洗手退场，再不参与市场。
每个企业家面临企业转型时都必须
想到这四种角色。第一种角色最累，风险
最大，第四种退出不做了。第二、三种是
可行的。
许多时候，我很害怕自己成为一个阻
碍别人成功的人，所以只要看到有人确实
有成功的基因，就会尽
量帮助他。从这个角度
来说，一个企业家的胸
怀不够宽广是不行的。
因为你只有学会放手，
让大家看不见你，后来
者才有机会真正成为公
司的主体。对于我们这
些企业创办者来说，最
重要的不是开始，而是
逐步结束自己的故事。
(14)
下期关注：借钱的本事

后来，华为又在营销中 面临的难题后，负责该项目的华为高层甚至
加入了“咨询”的成分。当 想做出放弃该项目的打算。
华为以接入网对抗上海贝
卢斌与同事就是在这个时候介入该项目的。
尔的远端接入模块时，就不
他们要想使华为能够胜出，必须首先从
断 向 客 户 解 释“V5 接 口 有 技术、市场和客户关系方面说服对方。他们
利于建立灵活而相对独立 事先进行了周密的策划，明确了从哪个点突
于各制造厂商的接入网体 破，重点打击对手的哪些方面，然后派出精干
系”，从而赢得崇拜这一技 力量分别紧急奔赴北京、上海，进行公关活动
术的用户需求。
——中间的很多细节我们今天已经很难一一
而在争夺四川新都电 再现。一名曾经参与了此次行动的华为人这
信局、联通接入网两个标的 样总结当时的情景：
“我们找了中国银行总行
时，华为所提供的网络方案 的行长，做了一些工作，当然，这些工作都是
中所包含的商务分析，使用 可以拿到‘桌面上’的。尽管难度很大，但是，
户真正感受到华为是在为他们提供专业化的 我们最终还是把总行攻下来了。
”
解决方案。上海贝尔参与竞标的销售人员，
“搞定”了最关键环节——客户，其余的
每每论及此事，都非常无奈，认为在竞标结果 工作就顺利多了。最终，中国银行同时采购
出来之前，事实上就已经输掉了。
了朗讯和华为两家的设备。而花了 180 万元
当其他公司还停留在“喝酒+回扣”的阶 采购的朗讯设备在使用了两个多月后就放弃
段时，华为已经比较系统地帮助运营商分析 了，
换成了华为的设备。
网络现状、发展新业务了。1999 年，华为帮郑
这是朗讯在中国非电信市场上第一次遭
州本地网做的网络分析和规划送到了河南省 遇失败。接下去的几年里，朗讯在中国的日
局高层的桌面上，获得了高度认可。省局负 子就不太好过了，华为处处进逼，导致朗讯在
责人问：
“这是谁做的方案？”后来才知道是华 国内市场上屡屡失守。单卢斌就与朗讯进行
为 高 薪 聘 请 IBM 公 司 的 专 家 做 出 来 的 方 过十多次直接交锋，从未输过，而间接交手的
案。华为就是这样用飞机拉着高级技术顾 至少有 100 多次。
问，到各地为客户进行国际电信发展趋势和
现在，客户关系管理在华为内部被总结
经营管理的培训的。
为“一五一工程”——一支队伍、五个手段（参
现任深圳市协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经 观公司、参观样板点、现场会、技术交流、管理
理的卢斌原在华为软件行销部，这是一个负 和经营研究）、一个资料库。
责销售策划的部门，实际上就是营销公关
华为与中兴通讯在清华大学展开了一场
部。华为在全国各地设立的办事处，都是销 惊心动魄的人才争夺战，华为最终以“心狠手
的招数胜出
售部门，主要职责是收集客户资料，与客户积 辣”
累个人关系，销售产品。
由于华为 1998 年到 2002 年几年内接连
在市场行销部的努力下，华为从 1997 年 大规模招聘优秀毕业生，众多媒体被深深震
开始，利用 5 年时间，硬是在国内一些重大的 撼。但是，这样的“大手笔”也被一些同行指
非电信业务项目上将北电和朗讯挤了出去。 责为“垄断人才”。媒体指出，华为发展再快，
华为在 2000 年的非电信项目是中国银 两年内招聘近万名毕业生也用不完。在国内
行总行全国性的呼叫中心，先要在上海分行 电信人才紧缺的时候，华为这样做的目的是
做试点。华为面临的对手是跨国公司朗讯。 把有限的人才都拢到自己的手里，即使自己
朗讯是在全球呼叫中心业务方面市场占有率 暂时用不完储备起来，也不让别人招聘去用，
最高的老牌电信公司，在当时的中国非电信 以此限制对手的发展。
市场上也是第一位的公司，而华为才刚刚介
1998 年，华为与中兴通讯在清华大学展
入这一领域。另外，该项工程的总承包商是 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人才争夺战，华为最终
的招数胜出。
IBM 公司，而 IBM 与朗讯有着多年良好的合 以“心狠手辣”
当年 10 月中旬，中兴通讯就来到清华大
作，要放弃朗讯，选择名不见经传的华为，不
可想象。还有华为的设备与 IBM 的设备从 学，试图抢先一步。清华大学怕过早的招聘
来没有进行过对接运行测试，能否正常运行 信息干扰学生的学习，因此不允许中兴通讯
亦未可知。即使中国银行指定要求用华为的 召开招聘会，最后只在研究生院举行了一个
产品，一贯坚持原则的 IBM 公司也不会随便 “见面会”。会上，研究生院的领导告诉中兴
接受。更关键的一点是，朗讯、IBM 与中国的 通讯等到 11 月份再来。
(16)
银行系统已经有合作多年的关系。在了解了

这些建筑给了我极大的震撼—— 一
位皇帝和一位建筑总工程师，这两个 50
多岁的人，他们的激情、他们的魄力、他们
的执行力彻底折服了我。建设横跨多瑙
河这条大河之上的图拉真大桥所体现出
来的高超的工程技术、推崇外形壮观的设
计风格和重视实用性的建造方式等等，在
当时的帝国全境内遍地开花。我想图拉
真这个男人在对待公共建筑事业的态度
上也与其对待战争的态度一样，表现出的
是磅礴大气。他亲自主持的工程大多数
集中在首都罗马和意大利本土。当然，这
并不意味着他有意要拉开意大利本土与
行省之间的差距。同他所制定的所有其
他政策一样，图拉真的真实想法是首都罗
马应该是帝国所有城市的楷模，意大利本
土应该是所有行省的榜样。
前面已经提到过，相关文献史料少之
又少是历史上的图拉真的一大特点。既
然如此，人们很自然会产生一个疑问。我
们是怎样确定公元 107 年至 112 年间他
主持的那些工程的？凭什么说我们掌握
的情况还相当准确呢？
自从实行帝制以后，罗马的职业分工
又进了一步。当然与现在的企业相比，还
没有走出手工业制作的阶段，但是已经走
出了家庭作坊的阶段。以建筑市场为例，
所需资材分别由不同的专业工厂提供，这
样的做法在当时已经很平常了。
建筑物的主体是砖块。公元前 2 世
纪已经发明了混凝土制造方法的罗马人，
采用的建筑方法是用混凝土把一块一块
的砖垒砌起来。这就有了基本墙体。墙
体建成后刷上灰泥，然后在灰泥表面或画
画，或张贴大理石板。至此，墙体才算全
部完工。因为所需砖块数量惊人，所以，
制砖工厂自然生意兴隆。
这些制砖工厂为了保证产品质量，要
在砖块上压印工厂名称
和制造时间等，然后再
进行烧制。这就是商
标。因为是在砖块尚未
变硬的时候压印上去，
然后再烧制的，所以只
要砖头在，商标也就留
下来了。当然，并非每
一块砖都有商标，应该
是每包砖头中有一块印
有商标。这一点，从带
商标的砖块数量上可以
推测得出来。

有一些学术论文专门研究了印在罗
马时代的砖块上的商标。这些研究结果
表明，公元前 1 世纪中叶尤里乌斯·恺撒
时代就已经有了这种带“商标”的砖块。
实行帝制后，从尤里乌斯——克劳狄乌斯
王朝到弗拉维王朝，每经历一个王朝，这
种砖块的数量就会有所增加。到了公元 2
世纪的五贤帝时代，它们的需求数量进入
到鼎盛时期，到了 3 世纪开始减少，直至 4
世纪几乎销声匿迹。
需求量的变化和随之出现的行业分
工化趋势大概是经济发展状况的风向标。
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 4 世
纪基督教的兴起极不利于经济的繁荣。
既然基督教重视来生甚于现世，我们自然
无话可说。但是对于图拉真时代的罗马
人来说，他们看重的只是现世。掀起基础
设施建设高潮应该是他们自信心大爆发
的一次体现。
也许有人又会提出另外的疑问。就算
印在砖上的商标让我们了解到砖块制作的
时间，
但是，
我们又如何知道它们用于建筑
的年份呢？为什么说关于建筑物的建造时
间，
我们
“掌握的情况还相当准确”
呢？
考虑到现代社会有库存的可能，产生
这样的疑问自然无可厚非。但是，与建一
座医院需要花上 30 年时间的现代意大利
人相反，
古罗马人的施工速度非常快。
就连圆形竞技场也只用 4 年时间就
建成完工了。建设横跨多瑙河这条大河
的图拉真大桥也只花了 1 年多一点的时
间。不难想象，砖块未待入库就直接从工
厂送到了施工现场。因此，我认为制造时
间和使用时间之间，应该相差无几。
当然，
从开工到完工，
时间跨度达10年
以上的情况也不少。这种情况，
通常是加上
了装修的时间，
因为对细节处的装修非常耗
费时间。通常情况下，
完工仪式要在所有工
程都结束，
能够投入使用时才举行。
为什么罗马人的施工速度如此之快
呢？那是因为他们是一个重视生产效率的
民族, 甚至有学者称罗马人是
“效率狂”
。
前面已经说过，我想就在这里选择几
个图拉真主持下兴建的公共建筑中影响
较大的进行介绍。首推的应该是“图拉
真大浴场”。这个大浴场占据了整个奥
比欧山丘。这座山位于罗马七个山丘之
一的埃斯奎里山西侧。就在这座山丘的
西南，已经有一个大浴场，是提图斯皇帝
修建的。
（261）

岁月

在
“不确定”
中博弈
大时代的人都有这么几个特点：大使
命、大责任、大口气、大词汇、大气魄、大年
纪。我有一个认识了 20 多年的朋友——
R 先生，他身上就集中了大时代最典型的
人物面貌。
R 先生的其中一个特点就是胸怀大、
气魄大，能装下世人的很多批评甚至谩
骂。说到胸怀，就不得不说企业家精神。
很多企业家喜欢登山，因为这与创业的过
程很像：知道起点，知道山顶，知道会很艰
难，但不知道这个过程会发生什么；知道
山上缺氧，但是缺到什么程度、自己的身
体会如何反应，没法完全知道。爬到一半
的时候，才可以稍稍松口气：
“ 过去的路，
我算是知道了。
”但未来的路仍不可知。
我 1991 年办公司，
赚到第一桶金的时
候，
给自己规定了一个
“反省日”
，
一直反省
到现在。我经常在想，
我们的爹很慈祥，
但
是不给我们钱，也没有给我们提供什么特
权，
那么我们是靠什么活下来的呢？
一个是“学好”。其实“学好”很简单：
投机取巧的坏事别干，有错误就改。比如
接到投诉，
该认错就认错，
该赔钱就赔钱。
我记得在一个饭局上，一位学者问马
云：
“ 你的商业怎么规划得这么好？一开
始是怎么计划的，怎么做到周密预测？”把
马云问得愣住了，他想了想，回了一句：
“活着。我没想那么多，
就是为了活着。
”
事实就是如此，阿里巴巴一开始做支
付时，在西湖边上用现金跟人家换东西，
跟小偷似的，后来马云才发现美国有个支
付工具，就过去把它学了回来。做完支
付，他又发现物流也是一个问题，又去学
物流；之后又发现软件是大问题，就又去
研究软件。
这就是创业的不确定性，解决这个不
确定性的过程中，就蕴含着风险。创业者
愿意付出、愿意冒险，甚至喜欢这种风险，
所以创业的过程也是一个倒逼的过程。
总体来说，在一家公司做员工，是在
“确定”中把任务完成的；而创业就是要在

凶猛

睡虎地秦简应得的尊重。
当 秦 简 出 土 以 后 ，面
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怎样保
护
睡虎地秦简是考古界
首次发现的秦代竹简，可
谓是意义重大。尤为重要
的是，睡虎地秦简不仅仅
是数量庞大，而且保存完
整，内容也极其丰富，填补
了秦代多项历史研究的空
白。
考古学家经过研究，
认为这批竹简入土的时间应该是公元前 217
年。也就是说，从竹简入土到现在的 21 世
纪，已经过去了两千多年。在这两千多年的
漫长岁月中，这批竹简怎么会保存得如此完
好呢？很多人对此困惑不解。
经过仔细研究，考古学家们为我们找到
了答案。考古学家们认为，这些竹简之所以
保存完好，是因为没有被氧化。首先，在墓主
人下葬的时候，内棺外椁层层包裹，并用青膏
泥密封，而青膏泥细腻黏稠，可以隔绝空气，
阻止棺内外空气的流通。青膏泥是一种用来
保护墓葬的材料，而最初张泽栋同志发现这
里有墓葬，也正是因为先发现了一段青黑色
的青膏泥。青膏泥使得竹简虽然历经数千
年，
却基本没被氧化。
除了使用青膏泥以外，使得 8 堆睡虎地
秦简成功躲过氧化一劫的因素还有一个：云
梦泽的地下水位高。由于云梦泽的地下水位
很高，睡虎地秦墓大多时候便都泡在水中，有
利于隔绝空气。
以上两大原因最终阻碍了竹简的氧化，
从而有效地保存了睡虎地秦墓中的竹简。
说到这儿，一些熟悉秦代历史的朋友可
能忍不住就要问了：秦代的统治中心在陕西，
为什么我们发现的竹简会在遥远的南方呢？
考古专家们认为，在陕西地区，气候偏干却又
不是特别干燥，不太适合竹简的保存，因而在
那里很难发现秦简。
(30)

正是这一份发掘汉墓的工作，让他获得
了宝贵的知识和经验。当他看到那一段青黑
色的湿泥时，立即就意识到那不是普通的湿
泥，而是用来保护墓葬的青膏泥。疑惑之际，
张泽栋赶紧望向排水渠里边，这一望不要紧，
竟让他获得了一个大发现：就在深约三米的
排水渠中，青黑色的泥土清晰地呈现出一个
四方形状，很明显不是自然造就，而是人工合
成的。张泽栋兴奋了，他带同伴跳下去，然后
迫不及待地向深处挖。很快，他们就看到了
厚厚的椁木的一角。再也没有疑问，他们发
现古墓了。
张泽栋马上把发现古墓的消息报告给了
县文化考古馆。消息逐级上报，最后传到了
省里。省文化主管部门不敢怠慢，立即派考
古队到现场进行勘察。考古队到达当地后发
现，就在大约三百米长的地方，12 座古墓都暴
露在地表上，竟然没有被人盗掘！真是万幸！
接下来，湖北省考古工作者在云梦县展
开了大规模的发掘活动，并给这批古墓逐一
编号。在清理 11 号墓的时候，考古队领队陈
恒树注意到了一片小竹片。说来也有意思，
他是在另一位考古队员的脚下发现的，当时
那片小竹片正粘在了那名考古队员的脚上。
陈恒树认为那并不是普通的竹片，便大
喝一声：
“别动！”这一嗓子吼得实在太突然，
把那名考古队员吓愣了，只好定定地站在原
地。陈恒树便从他的脚底下取出了那片小竹
片，然后放在水中进行了清理。清理过后，陈
恒树发现竹片上竟然清晰地写着古字。这显
然是一片珍贵的竹简，由此看来，墓中肯定不
是只有这么一片！
写着古字的竹简的发现，让考古队员们
激动不已，于是加快了工作速度。等棺盖被
打开以后，在场的考古队员们都惊呆了：就在
墓主人身边，竟然有 8 堆完好的竹简。整理
以后，考古工作者总共清理出了 1155 枚秦代
竹简。
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发现大批竹简的消息
传开以后，立即在全国引起了轰动，各地报纸
纷纷报道。睡虎地秦简的发现，后来被列入
了中国 20 世纪百项考古大发现，而这无疑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