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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份，联想控股董事局主
席柳传志在小范围座谈时说，

“从现在起我们要在商言商，以
后的聚会我们只讲商业不谈政
治”。该观点随后在一个名为

“正和岛”、他自己也是成员的企
业家社交网站上引发了一场轩然
大波。

企业家、“岛民”王瑛提出
抗议：“我不属于不谈政治的企
业家，也不相信中国企业家跪
下就可以活下去……为了不牵
连正和岛，我正式宣布退出正
和岛。”在她看来，柳传志可以
不说话，但不应该“以其影响
力说这种话”。更有网民言辞激
烈地指出，此时此刻的中国，
柳传志之说实为新版“莫谈国
是”。

7月份，媒体报道，马云和
李连杰、赵薇等娱乐明星拜访

“气功大师”王林，后者以空盆
取蛇、空手入腹为某外国元首取
出癌细胞等“传说”而闻名。一
部分网民很不买账，认为马云客
观上助长了迷信之风、“怪力乱
神”。

对此，马云微博辩称：“常
有朋友指责我去探视‘非科学’
的东西。对未知的探索，欣赏和
好奇是我的爱好，即便是魔幻

术，挑战背后的奥秘也快乐无
穷。好奇心让人受益。人类很容
易以自己有限的科学知识去自以
为是的判断世界。科学不是真
理，科学是用来证明真理的。过
度的沉溺信仰和迷失信仰都是迷
信，今天我们是后者。永保好
奇：）”

柳传志、马云几乎每一个中
国人都不陌生，他们是多少创业
者、年轻人心中的偶像。

柳传志，与“十八棵青松”
创办联想，从电脑、软件、地
产、投资到农业，踏足多个实
业，是老一辈最负盛名的企业
家。他被视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成
功注脚，更被称为“企业政治
家”。

马云，与“十八罗汉”创办
阿里巴巴，目前集团估值在 600
亿-1000亿美元之间（这还不包
括支付宝），占领了中国电子商
务市场。以其超人的远见、充满
互联网精神的鼓动能力，马云被
海内外认为是中国新经济的代表
人物。

这两位改革开放30多年来分
别代表传统行业、新经济的教父
级人物，为什么双双被批？一句
话：人心已变。在社会剧烈转型
期的中国，正处在一个十字路

口。大众对超级公众人物都有一
个期待：有所担当。

这个担当，便是让1840年鸦
片战争以后，让无数仁人志士、
先贤后辈孜孜以求、前仆后继
的，便是德先生、赛先生。当下
的中国要民主，要科学，而非相
反。

先说民主。国进民退、法治
不彰，中国企业家在夹缝中艰难
地求生存，最近轰动海内外的曾
成杰案便是例证。商人们有钱无

胆，又想要更多经济利益。然而
往左看，是一无所有的社会底
层；往右看，是实权在握的上
层。在夹缝中生存，不去争取自
身利益，不推动社会进步，想要
取得更多经济利益几乎不可能。

再说科学。中国文化的根基
是周易，通俗讲就是“巫史传
统”。所谓特异功能是一个大
坑，智商高如钱学森者也陷入其
中（以往官方为尊者讳都避而不
谈）。正如王朔所说，“在中国旧

的、天真的、自我神话的东西就
是比别的什么都有生命力。”所
以，从中医、藏獒到气功，最后
都是神神叨叨，“大师”长盛不
衰。这，并不科学。

令人高兴的是，以万科董事
局主席王石为代表的另一批企业
家则拿出了态度。王石公开称，

“检讨重庆事件：在唱红打黑期
间，一大批重庆工商业者被强制
关进牢房、没收财产，生命尊严
也失去了法律保护，甚至被告的
辩护律师亦被冤屈判刑入狱。我
采取了不吭气的态度。反思：是
懦弱错误的行为。对违反法律，
侵犯财产、侵犯生命的权力部门
应该明确态度：不！”

网友也站队分成两派。一派
称，“中国人总喜欢把人树立成
偶像，然后要求偶像高大全。所
以中国古代商人社会地位都不
高，所以今天也有这种用圣人标
准衡量企业家的国民。”另一派
则称，“也许不应该把犬儒视为
罪恶，但犬儒是罪恶的温床。公
众人物要有期待的思想和精神的
楷模！”

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历史
不在于聪明，而在于责任。没人
可以逼你做什么，但你至少可以
选择不做什么。

中国会崩溃吗？将近两年前
就发出此问的诺奖得主保罗·克
鲁格曼，最近再度“唱衰中
国”。7月 19日，他在《纽约时
报》发表文章，题为“中国碰
壁”（Hitting China's Wall）。纽
约时报中文网添加“模式”二
字，以“中国模式遇上了大麻
烦”为题翻译刊发，以下为全文
转载，供读者参考：

所有的经济数据都应被视为
一类特别无聊的科幻小说，但中
国的数据甚至比大多数国家的数
据都显得更不真实。此外，由于
中国政府行事隐秘，媒体受控
制，国家规模庞大，与任何其他
大型经济体相比，我们更难弄明
白中国真实发生的事情。

但现在信号非常明确：中国
遇到了大麻烦。我们不是在说发
展中的一些小挫折，而是更为根
本的问题。中国的整个商业运营
方式，以及推动中国经济 30年
来迅猛发展的经济体制，都已经
达到了极限。你可以说中国模式
即将碰壁，而且是像长城那样厚
的墙壁，目前唯一的问题是这次
碰撞会有多严重。

尽管数据可能并不可靠，但
我们还是得从数据说起。当你将
中国与几乎任何其他经济体作比
较时，除了它的快速增长，马上

想到的便是消费与投资的一边
倒。所有成功的经济体都将当前
收益中的一部分用于投资，而不
是消费，以增强未来的消费能
力。但中国的投资似乎只是为了
未来能投资更多。无可否认，美
国将 70%的国内生产总值(GDP)
用于消费，比例偏高，而中国用
于消费的比例只有美国的一半，
将近50%的GDP都用于投资。

这怎么可能呢？是什么让消
费持续这么低，中国人如何保持
这么高的投资比例，而不会遇到
收益骤减的情况（到目前为止还
没有遇到）呢？各种答案引来激
烈争论。但对我来说，最有道理
的观点源自经济学家W·阿瑟·
刘易斯 (W. Arthur Lewis)提出已
久的一个见解。刘易斯认为，处
于经济发展早期阶段的国家通常
存在一个规模较小的现代化领
域，以及一个规模较大的传统领
域，而后者包括大量“剩余劳动
力”——未能充分就业的农村劳
动力，他们最多只能为经济总产
出做出微不足道的贡献。

这种剩余劳动力的存在进而
会产生两个影响。第一，在一段
时间里，这样的国家能够在新厂
房、建设等项目上投入大量资
金，而不出现收益递减的情况，
因为它们能不断地从农村地区引

进新劳动力。第二，这支剩余劳
动后备军竞争激烈，导致工资维
持在较低水平，即便中国越来越
富。实际上，中国人消费持续低
迷似乎主要是因为，中国家庭从
未看到中国经济增长为他们带来
太多收益。其中一部分收益流向
了有政治背景的精英，但大部分
收益还是控制在企业手里，其中
很多都是国企。

按照我们的标准，这一切都
极不寻常，但这种模式已经推动
发展几十年。但如今，中国已经
达到了“刘易斯拐点” (Lewis
point)——简单地说，中国农村
剩余劳动力正出现短缺。

这应该是件好事。工资上
涨，普通中国人终于开始分享经
济发展的成果。但这也意味着，
中国经济正突然面临急剧“再平
衡”的需求，再平衡已成为当前
的一句术语。投资目前正遇到收
益骤减的情况，无论政府做什
么，投资都将大幅下滑。消费支
出必须大幅提升来取代投资的地
位。问题是，消费增加是否够
快，足以避免出现严重的经济滑
坡。

越来越明显，答案看来是否
定的。这么多年来，再平衡的需
求一直非常明显，但中国只是不
断推迟进行必要的改革，转而通

过促使货币贬值，并提供大量低
息贷款来提振经济发展。（有人
会提出这个问题，但是这与美联
储[Federal Reserve]的政策几乎没
有相似之处。）这些措施推迟我
们正视问题的那一天，但同时也
保证了，那一天终于到来的时
候，情况会愈加艰难。现在，这
一天终于到了。

这跟其他国家有多大关系？
市场价值对于全球经济前景来说
至关重要，根据市场价值来计
算，中国的经济规模仅比日本的
略大，大约是美国及欧盟经济规
模的一半大。因此，中国是一个
经济大国，但不算很大。在平常
时期，对于中国遇到的麻烦，世
界或许无须太过紧张。

遗憾的是，现在不是平常时
期：中国达到了刘易斯拐点，与
此同时，西方经济体正经历它们
的“明斯基时刻” (Minsky mo⁃
ment)，也就是放债过多的私人
借贷机构全都试图在同一时间追
回贷款，此类行为会导致经济整
体衰退。中国的新麻烦是其他国
家最不愿意见到的。

毫无疑问，很多读者感到在
坐过山车。就在前几天，我们还
在畏惧中国人。而现在，我们却
替他们担心。但我们的情况也没
有改善。

中国遇上大麻烦？
诺奖得主克鲁格曼再度发声“唱衰”中国

中国公众对柳传志和马云的失望

马云与颁奖嘉宾联想公司总裁柳传志合影。（资料图片）

柳传志、马云这两
位教父级中国商业领
袖，几乎同时陷入了公
众的质疑漩涡中。

中国财经杂志《理财周报》发
布的《3000 中国家族财富榜》显
示，腾讯创办人马化腾凭借467亿
元财富取代三一重工董事长梁稳
根，登顶首富宝座，这也是马化腾
首次摘得榜首。

在去年榜单中，以
407亿元财富成为中国首
富的梁稳根家族，今年因
受累于工程机械行业的
整体持续低迷，财富暴跌
近 190亿元人元，近乎腰
斩，排名也一下子跌到了
第10位，成为财富损失最
为惨重的富豪。而另一位
互联网富豪李彦宏，则凭
借百度以411亿元身家名
列第二。

资料显示，白手起家
的马化腾，父亲马陈术在
海南当干部曾任多个职
衔。举家搬到深圳后，马
陈术在盐田港集团任总
经理，1997年盐田港在香
港上市，马陈术任董事，
近年已经退休。

在《3000中国家族财
富榜》前10位家族中，信息
技术行业占据四席，房地产
行业有三席，其余三个家族
则分别在电子、交运设备和
机械设备行业。榜单分析
称，由此可见，信息技术和
房地产行业处于中国家族
财富的高地。

在《3000 中国家族财富榜》
里，A股市场信息技术创造了2310
个家族的 4023亿元财富，其中包
括了五个百亿财富家族，10亿以
上的财富家族有 86个，大华股份
傅利泉家族以222亿元领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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