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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特 从刀客到剑侠

□

宁向东

我多年来一直有个挥之不去

的感触， 就是通过 《国家竞争优

势》这本书，波特教授开始从刀客

变成剑侠。 虽然与前面两本著作

相比，《国家竞争优势》 所讨论的

话题更加广阔， 书的厚度也远胜

于前， 但波特教授的驾驭能力却

似乎更加轻灵和得体。而且，换刀

为剑， 看似藏锋， 实际却更加大

器。也正是凭借着这柄宝剑，波特

教授才在近十余年来得以在更高

的层次上游走江湖，传道布阵，为

各个国家和地区增加它们的区域

竞争力出谋划策。

言归正传。 在《国家竞争优

势》这本书中，波特教授提出的

中心问题是：“为什么基于特定

国家的企业，在特定的领域和产

业获得了国际水平的成功？ ”（英

文版，第

18

页）波特教授从以下

三个方面展开分析，试图回答这

一问题：第一，为什么有些国家

能在国际竞争中取胜，而另外的

国家却失败了；第二，为什么某

些国家可以成为它在一个产业

领域的国际竞争中取得持续胜

利的大本营；第三，我们应该怎

样帮助不同的企业和政府选择

更好的竞争策略，以及更合理地

配置和使用自然资源。

为了有效地解析上述问题，

波特教授再次为我们建立了一个

简洁实用、高度概括的模型，就是

本书中的“钻石模型”。事实上，波

特的每一部重要论著， 都有一个

核心的逻辑模型， 这些模型也显

示了他的逻辑天分。 波特教授将

“五力分析”和“价值链”框架中的

重要概念有机地应用到 “钻石模

型”当中，所不同的是主题变成了

“国家竞争优势”。 “钻石模型”包

含了

4

个相互关联的重要因素：生

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产业与支

持性产业，企业战略、企业结构和

同业竞争。围绕这个框架，波特教

授通过考察不同国家、 不同产业

的经验，得出了非常独特、有启发

的结论或观点。下面，我们择要作

些陈述。

第一，一般认为，一个国家的

要素条件往往与自然资源有关，

但波特教授却坚信 “那些最重要

的要素是创造得来而不是浑然天

成的”。 于是，增加国家竞争优势

的最重要因素就不应仅仅盯着国

家中仅有的自然资源， 而是要凭

借对初级生产要素进行升级、改

良的速度。 在创造性资源的内容

中， 最为关键的是知识和人力资

源。 因为这二者更新换代的速度

极快， 所以需要积极和严格的更

新方法， 以保证一国经济持续健

康地发展。

波特教授认为不利的生产要

素，即劣势，往往可以刺激某些产

业或企业通过持续创新来得以解

决，进而促进一国的经济发展，但

要素富足型的国家却常常因为动

力不足而不能获得竞争优势。 波

特常常会给出意大利钢铁制造商

和荷兰花卉产业的例子来说明他

的观点。同样作为证据的是，受空

间所困的日本企业创造出了 “即

时生产”的竞争优势。 由此，波特

教授建议大家 “应该学会如何化

劣势为优势， 而非一味依赖充沛

的资源和舒适的环境来发展竞争

优势”。

第二， 波特教授认为内行并

且挑剔的本土顾客是获得竞争优

势的第二个重要影响因素。 在他

看来， 市场规模的大小没有高质

量的顾客重要， 内行并且挑剔的

客户才是企业追求高质量产品和

优质服务的力量源泉。比如，由于

瑞典具有世界上最坚硬的岩石，

所以， 瑞典人对钻孔设备的要求

近乎苛刻， 这一特别的国内需求

催生出瑞典具有世界水准的钻头

制造及其相关设备产业。同样，讲

究并且见多识广的日本音响设备

消费者，期望得到最新、最好的款

式， 这就刺激了日本厂商为满足

消费者对新机型的需求而快速改

善产品，不断推陈出新。

第三，波特教授关于“集群”

的观念非常有启发意义， 对于发

展中国家，尤其如此。波特教授认

为， 产业集群就像一个紧密联系

的系统， 可以促进企业在纵向和

横向之间通过积极的互动和交流

来推动和鼓励对方进行持续的产

业升级和创新。 特别是在文化相

似、地理位置接近的时候，企业之

间经常性的接触和交流会帮助它

们抓住机会、 发现和应用新的技

术方法，实现显著的集群效应。意

大利的瓷砖行业是书中提到的例

子， 而我国浙江民营企业发展的

“集群”现象，也是明证。有关这一

点， 我建议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找

波特教授后来发表的文章 《经济

发展的微观经济基础》一读，相信

会使这种观念在本书的基础上得

以深化，获得更多的启发。

第四，“钻石模型” 的最后一

点也是最关键的要素是 “企业战

略、企业结构和同业竞争”，值得

深思。 波特教授断言，“强大的国

内竞争者是一项难以衡量的国家

资产”。 他认为，激烈的国内竞争

会激发竞争者强烈的取胜欲望，

使所有参与者更高效、更节约，最

后使他们能够更好地应对国外的

竞争者。并且，国内对手之间的竞

争更关键的是体制效率的竞争。

我这里要评价的是， 中国经验实

际上在一方面已经很好地证明了

波特教授的上述观点， 但从另一

个方面， 中国的同行竞争经验也

提出了一些需要进一步研究分析

的新情况。比如，大家都没有核心

技术， 都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国外

竞争者和短期生存压力，于是，价

格竞争成为了首选， 当然也成了

一条不归路。 这值得我们在阅读

本书时深思。毕竟，我们阅读大师

经典的目的， 还是为了解决我们

自己国家的发展问题。

总之，波特教授的《国家竞争

优势》是一本重头著作，一部巅峰

之作。自这本书之后，波特教授就

开始像一位职业教父， 整日游走

于大型企业或者政府部门之中。

波特的名气， 也一天天地大过了

哈佛商学院， 他甚至不用按部就

班地在学校里教书。 与波特名字

连在一起的， 也往往是他的研究

所或咨询公司， 而不仅仅是哈佛

大学， 虽然波特是哈佛商学院在

近

100

年时间里仅有的四位被授

予“大学教授”（

University Profes－

sor

）荣誉头衔的人之一。

一堂改变人生的投资课

□

李才

“巴菲特午餐”可能是这个世

界上最贵的一顿饭之一。 从

2000

年开始， 巴菲特每年义卖午餐会

为格莱德基金会募款。 在以往的

12

次拍卖中， 巴菲特共为格莱德

基金筹得

900

多万美元的善款。这

其中包括步步高电子工业有限公

司创始人段永平和赤子之心中国

成长投资基金董事赵丹阳的贡

献， 他们在

2006

年和

2008

年分别

以

62.01

万美元和

211

万美元两次

刷新了“股神”午餐的中标价。

为什么全世界的投资人都为

和巴菲特一起共进午餐， 不惜一

掷千金？因为吃饭只是幌子，谒见

大师，聆听投资真谛，才是大家争

先恐后与“股神”吃饭的目的。 这

样的机会，并不常有。

段永平曾表示， 和巴菲特共

进午餐的价值不能用钱来衡量。

段永平说，如果按每年

200

天工作

日、一天

8

小时计算，巴菲特的一

个小时大概值

300

万美元。他与巴

菲特共进午餐的初衷， 是希望当

面道谢。 “想说一声感谢，我看了

他的书才决心做投资。 本来我从

来没碰过这个东西， 直到看到他

的书，才对投资豁然开朗。我在

E-

mail

里同他讲过， 我跟他学到的

最主要的东西就是， 当我买股票

的时候，跟买一家公司一样，是想

长期持有的，否则我就不应该买。

沃伦·巴菲特跟我说，他当年是跟

本杰明·格雷厄姆学的，他就是因

为学到了这一点， 投资才做得这

么好。言下之意，我在最基本点上

跟巴菲特已经很接近了。 ”

其实无论中外， 几乎所有的

投资大师都曾上过一堂课———一

堂改变人生的投资课。 这堂投资

课，也许是一顿饭，也许是一次投

资经历，也许是一本书。巴菲特是

今天的世界“股神”，但他的主要

思想受益于格雷厄姆和费雪。 这

两位一位侧重研究公司的内在价

值， 一位侧重寻找最优价值的股

票。巴菲特结合二者之长，终成世

界股坛“一哥”。

说到格雷厄姆， 他的影响可

谓无处不在， 其金融分析学说和

思想震动投资领域， 影响了几乎

三代重要的投资者。 如今活跃在

华尔街的许多投资大鳄都自称是

格雷厄姆的信徒。他享有“华尔街

教父”的美誉，其著作《证券分析》

被誉为“投资圣经”。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是

《理财一周报》“资本大亨”栏目的

精选集，包含“股市纵论”、“创投

中国”和“投资密码”三篇，访谈对

象包括曹仁超、刘益谦、阚治东、

谢荣兴、汤仁荣、迈克·吴、曾昭

雄、左安龙、姜国芳、徐智麟等

30

多位投资界大佬。 本书虽然不能

与《证券分析》相提并论，但读者

可以从中了解投资精英的人生故

事、投资秘笈和创业感悟，对于读

者理解中国股市并在实战中制胜

也有一定的帮助。

国内关于股市实战的书籍早

已经汗牛充栋， 其中虽不乏精品

佳作，但难免有滥竽充数者。本书

价值何在？ 这可以从本书的编排

体例中看出。 本书大部分文章为

对话形式， 由记者与投资名家深

入交流后写作而成。阅读本书，就

好似与国内外一流的投资名家共

进午餐，读者的疑问、困惑都可以

在记者与投资名家的交流中一一

获得解答。

举个例子， 香港股神曹仁超

会告诉你：“我其实并不是 ‘股

神’，我有

40

年的经验，只能通过

数据和走势来分析， 如果投资者

也能明白这个道理， 他们其实也

可以做‘股神’了。 ”他会公开宣

称：“我是非常不赞成 ‘价值投资

方法’的。 你告诉我，什么是真正

的‘价值’？ 打个比方，花旗银行

2007

年 （每股股价） 大概是

55

美

元，

2009

年

3

月降到

0.7

美元，今天

（

2009

年

10

月

23

日） 又反弹到

5

美

元，到底哪一个是它的价值？ ”

“增发股大王”、 新理益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长刘益谦每每能先

人一步， 押到别人没有发现的宝

贝，他的秘诀是什么？ 在本书中，

他敞开心扉：“我能活到今天，有

人说过‘剩者’为王，什么叫‘剩

者’，剩下的‘剩’，说明我在这么

多年投资当中采取了谨慎的原

则。 你们看到的是今年我投入的

资金量比较大，胆子比较大，但是

你们没有看到（这）背后是什么？

背后是谨慎和风险控制。 但还有

一句（话）要理解，控制风险不等

于不敢冒风险。 ”你会发现他的思

维完全是辩证的。

美国纽约地区永盛股票交易

中心创办人张耐山， 也是一位很

有意思的投资家。 他早年游历美

国，从赌场中悟出股市五大规则。

在他看来， 赌场和股市有很多相

通之处……本书中还有很多精彩

的人物、精彩的观点，读者不妨仔

细阅读。读完本书，就是上了一堂

改变你人生的投资课。

我所认识的李娜

□

苗辉

我和李娜的初次见面是在慕

尼黑，

12

月， 一个雨雪霏霏的傍

晚。 她和姜山并排站在酒店的门

口等我们。瘦瘦高高的一个姑娘，

穿普通的运动服，不化妆。

简单的寒暄之后，我们开始

聊天。 或许是初次见面的缘故，

她有点拘谨，不主动说话，基本

上是有问才有答。 她常常回答之

后扭头去看姜山， 那眼神儿，仿

佛一个不自信小孩儿在老师或

者长辈那里寻找肯定。 姜山倒是

不见外， 时不时打断我们的谈

话，点评一下她的回答，愣过神

儿来，赶快说一句：“这是你的自

传，你多说说你的想法。 ”我们心

想，“有您在这儿， 她哪儿有想

法？ ”我很清楚这种感受，如果身

边有特别在意的人看着，我也会

非常不自然。 因为，想在他

/

她面

前表现得完美，越是这样想越会

拘谨。 后来，在编辑的要求下，我

和姜山被发配到隔壁房间打游

戏、看书、闲聊。 据说我们走了之

后，交谈顺利了很多。

李娜和姜山在慕尼黑住的地

方是个很大的运动中心， 主要项

目是网球和马术， 有室内室外的

网球场地，还有马厩。在那儿打球

的既有职业球员， 也有当地的网

球爱好者，周末的时候，你可以看

到几个有点发福的中年男子来这

儿切磋球艺兼朋友小聚， 或者爸

爸妈妈带着几个孩子来这儿享受

家庭的快乐。 运动中心提供住宿

和餐饮。 住宿是那种两层的开放

小楼，房间不大，设施朴素。 他们

住在一楼， 隔壁住着同去冬训的

小将吴迪。

我住的酒店和运动中心只隔

一条马路，为了方便见面，我们中

午和晚上都在运动中心的餐厅用

餐。刚到的第二天，她和姜山请我

们吃了一顿饭，他们买单，算是欢

迎。某一个晚上，我们一起驱车去

慕尼黑市中心吃了一次中国餐馆

的火锅，我们买单，算是答谢。 其

他时间都是各买各的单。 她和姜

山吃饭都非常简单， 一道咖喱鸡

肉饭之类的主菜加一杯饮料就够

了。她喜欢吃辣，这里的服务生认

得她， 经常不等招呼就会奉上辣

椒酱。

在慕尼黑的日子里， 姜山每

天早晨开车带她去体能中心练体

能，下午在运动中心打网球，和吴

迪或者姜山打。周一到周六，每天

如此，只有周日可以自由安排。时

间表如铁打一般，风雨无阻。

我们告诉她运动中心后面是

英国花园， 欧洲最有名最大的城

市花园之一， 还有一条伊萨河的

一条支流从后面流过。 她说这些

她都不知道，也没有去过，因为没

时间。 我们说那周日呢？ 她说，训

练了一星期，太累了，只想休息。

瞬间， 我对这姑娘充满了同情和

心疼，还有由衷的敬佩。

是什么样的自律精神， 才能

重复这日复一日枯燥的训练；是

什么样的坚强意志， 才能屏蔽外

面繁华世界一切的诱惑。 为了成

就网球事业， 她对自己的要求一

刻不能松懈， 还得放弃多少其他

的人生乐趣。 自问， 我是做不到

的，于是我不得不承认，能够成就

一番事业的运动员都必有过人之

处。因为，赛场是最要靠实力说话

的，一点虚的也来不得。

之前像很多人一样， 我对冠

军也有很多的误读和想像， 以为

他们都是上帝的宠儿， 天生一副

优秀的体格和过人的天赋， 一朝

成为明星， 就可以过上奢侈的生

活。直到认识李娜，我才知道一个

世界冠军的生活可以如此简单，

我才知道一个运动员能够取得成

绩需要怎样的坚持和努力。

创作《独自上场》的时候，她

一直强调“坚持”二字。 问她觉得

自己和别人有什么不同。 她回答

“坚持”；问她觉得自己是靠什么

取得了大满贯冠军的成就，她依

然回答“坚持”。 等到这本书完成

编辑工作、 可以出版的时候，我

对她挂在嘴边的“坚持”二字有

了更深的体会。 从

8

岁开始打网

球， 直到

29

岁获得法网冠军，她

离开过赛场，后来又回来，估计

从那时起，“坚持”二字就深种在

她心里。 以后，哪怕有上万个放

弃的理由， 她也没有再轻言放

弃。 这让我想起《士兵突击》里那

句著名的“不抛弃，不放弃”。 李

娜也是一个斗士，运动场上的斗

士，生活中的斗士。

《企业江湖》

作者：肖知兴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内容简介：

无处不江湖。 “欲练神功，挥

刀自宫”，“出来混， 迟早是要还

的”。 一看便知，中国的企业界就

是个大江湖，有龙，也有虫。 中国

企业的管理为什么常常受人诟

病， 能作为范例的中国企业为什

么那么少？ 《海底捞你学不会》为

什么火遍大江南北？在这部《企业

江湖》中，管理学家肖知兴教授，

以其一贯幽默犀利的文笔和形象

的比喻， 将企业这个圈子套着圈

子的江湖描绘得活灵活现。《企业

江湖》 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企

业存在的各种问题， 文字令人发

笑之时，问题更引人深思。

《企业江湖》 一书旁征博引，

用丰富案例涵盖管理之道、 企业

变革、商业精神、中国经济嬗变之

痛等， 真实剖析了当前中国企业

界管理改革中存在的成见及误

区， 并通过独特的视角给出启示

和启发。 《企业江湖》中的很多精

彩篇章，在肖教授的中欧课堂中，

已得到大量肯定。

作者介绍：

肖知兴，

1972

年生于江西。

1993

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劳动

经济专业，

2004

年获欧洲工商管

理学院（

INSEAD

）组织行为学博

士。 著有《企业江湖》、《中国人为

什么组织不起来》、《论语笔记》、

《纸上谈兵说管理》、《不同文化的

社会资本》、《东张西望》、《中国人

为什么创新不起来》和《常识与管

理》等。

《2012年中国资产管理行业发展报告》

作者：巴曙松 陈华良 王超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

2011

年， 中国资产管理行业

进入转型阶段， 越来越多的金融

机构参与其中。 从横向拓展到纵

向融合， 转型中的中国资产管理

行业如何驱动内在创新引擎？ 券

商、保险、基金、银行、信托等五大

领域，如何交锋互动，领衔群雄逐

鹿的资本时代？ 从强势突进到修

正沉淀，在经历惨烈的洗牌后，谁

将是未来中国

PE

真正的王者？ 本

书就业界关注的这些重要课题进

行了深入的研究与分析。

2011

年，国内单一市场运行

低迷， 经济增长放缓预期明显；

国外欧债危机此起彼伏。 但是，

每一次危机都是涅

槃

重生的机

会。 谁是真正的王者？ 谁能化危

机为契机，引领中国资产管理行

业的未来？

曾几何时， 基金是资产管理

行业最为耀眼的一颗明星。 但近

年来， 基金行业一家独大的霸主

地位受到强烈冲击。 新基金发行

数量再度井喷的现象， 无法掩盖

基金行业吸金能力下降， 资产不

断流出的事实。放眼未来，基金公

司能否在投资策略选择、 机构规

划、 营销方案等方面进行积极尝

试？基金行业能否浴火重生，重现

锋芒？ 本书对此进行一一解析。

作者介绍：

巴曙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

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博士生导

师。 主要著作有《

2011

年中国资

产管理行业发展报告》《巴塞尔

新资本协议研究》《中国金融大

未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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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避开股市的地雷》

作者：张化桥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

股市风雨飘摇， 评论员、分

析师和投资者不断惊呼：“超跌

了，见底了

!

”然而，不少股民暗

自垂泪，究竟如何避开股市的地

雷？ 股市表现令股民动弹不得，

投资银行、上市公司之间有怎样

千丝万缕的关系？ 大股东挪用公

司财产“救急”，他们是怎样做到

的？ 如果公司做假账，你如何分

析并给它们估值？ 为什么股民们

包括一些所谓的专业人士如此

胆怯？

如果你做足了功课，坚信选

到的都是十倍股，你的股票几乎

不会大跌，即使跌了很多，你也

知道怎么办。 本书通过局内人揭

露股市种种地雷与陷阱，为股民

筑起“价值护城河”。 对于股民来

讲，没有护城河的生意，就是坏

生意。

作者介绍：

张化桥，

1963

年出生于湖北

荆门县， 中国湖北财经学院经济

学学士、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

硕士， 后加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

工作， 并于

1991-1994

年间于澳

洲堪培拉大学任金融讲师， 曾任

瑞银中国投资银行部副主管，现

任慢牛投资公司董事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