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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中， 罗杰·马丁提出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模式，人

们完全可以通过运用该模式来有效平衡新知识探索活动

（创新）和现有知识开发利用活动（效率），从而有规律

地实现突破性成长，持续为公司创造商业价值。“设计思

维”旨在加快知识进步的速度，有效推动知识从谜题（一

个无法解释的难题）跃升到启发阶段（一个指导人们寻

找解决方案的经验法则），再发展到程式阶段（一个可以

重复的成功模式）。 随着知识在“知识漏斗” 中不断前

行， 公司就可以同时实现生产力的提高和运营成本的降

低。但是，设计思维型组织不会安于现状、止步不前，它们

会借助在程式阶段创造的效率优势去不断探索新谜题、

不断尝试新突破。

《商业设计：通过设计思维构建公司持续竞争优势》

通过对商业、 科学和艺术等各个领域的杰出的设计思维

者进行深度挖掘，从而绘制出一幅设计思维路线图。本书

的案例故事丰富多彩，实操指南详尽清晰，所有这些都是

为了围绕设计思维来系统阐明： 如何将强调数据证据的

分析思维与强调探索可能的溯因思维有机结合； 如何改

变财务计划和薪酬体系以鼓励人们提出大胆的创意设

想； 如何改造公司组织结构和业务流程以推动知识从当

前阶段跃升到下一个阶段； 如何保护设计思维者以及设

计思维模式免遭公司同事、董事会成员和投资者的打压；

如何培养和开发设计思

维者应该掌握的关键工

具：观察、想象和构造。

作者简介：

罗杰·马丁， 知名畅

销书作者，他的《整合思

维》一书颇受好评。 马丁

担任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罗特曼管理学院院长达

15

年之久，同时也是多家

世界级大公司首席执行

官的高级战略顾问。

“90后” 创业家已经登场

□

陈一丹

2014年8-9月份， 我有一次美国考察之

旅。 途中，同事发给我几篇关于“90后” 创业

者的文章，讲他们的创业经历和对世界的认

识，我读后很受启发，推荐给很多人。

前段时间， 腾讯产品家沙龙搞了数场

“‘90后’ 企业家专场” ，邀请10多位创业者

分享经历和心得。 他们的发言内容单篇发出

时已有不小影响，腾讯互联网与社会研究院

将其汇编成书，就有了这本《我是90后，我是

创业家》。我相信这些“90后” 创业者的故事

对身边其他人、对腾讯，对社会都有启发。

这些故事给我一个明显的总体印象，即

悄然间，我们已身处一个全新时代。 我觉得

每个人都需及早有其认识。

以前，我们经常谈论“80后” 如何叛逆、

难管，很少想到“90后” ，感觉“90后” 还在

读小学、中学，最多读大学，还没进入社会。

突然间，“90后” 大量出现，且极具创意，思

想成熟，是极了不起的一代人。

对这一现象，本书中的一位“90后” 创

业者、“如是娱乐法” 联合创始人刘莐运用

社会学理论做了分析，我觉得很有道理。 她

说，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代人是“50后” ，基

本一穷二白，没有积累；“60后” 很幸运，赶

上上大学和中国经济起飞，现在依然是社会

主流；“80后” 是“50后” 的后代，父母给他

们的传承不多， 且多有负担———“80后” 除

了养活自己，通常还需考虑如何让父母过得

更好。 而“90后” 截然不同，他们的“60后”

父母有很强的经济能力和社会人脉，不但不

需被养，还能帮到子女。 所以，“90后” 没有

后顾之忧，中国第一次出现了“可以干自己

想干的事情” 的一代人，这代人喷薄而出的

创新力，会帮助中国进入一个极具创新力的

年代。

不少“90后” 得到了父母的传承，这是

一个优势。比如Teambition� CEO齐俊元，他

的父亲是一位大学教授， 他从初中开始就在

父亲的实验室鼓捣，用他的话说是“总找机

会在实验室里待着，帮老师打杂，有些老师不

太愿意做的实验，我就帮忙做” 。 这让我想起

苹果公司的两个重要人物， 一个是苹果公司

联合创始人史蒂夫·沃兹尼亚克（Steve�

Wozniak）， 他的父亲是洛克希德公司的一

位工程师， 沃兹从小接受父亲循序渐进的电

子学启蒙训练。 另一个是苹果公司首席设计

师乔纳森·埃维(Jonathan� Ive)，他的父亲是

一位银匠并在当地大学任教，乔纳森说，“他

（父亲）是一个绝佳的工艺师，他送我的圣诞

礼物会是在他大学内的工作室待上一天，在

圣诞假期中工作室空无一人时， 帮我做出我

梦想中的任何事物。 ”“90后” 是第一代有了

传承的一代人，是个好现象。

这次美国之行， 我再次来到了硅谷。

2014年9月3日上午，我们一行参观斯坦福大

学虚拟人际互动实验室 （Virtual� Human�

Interaction� Lab），在实验室创始人杰里米·

拜伦森 （Jeremy� Bailenson） 博士的辅助

下，我体验了虚拟现实技术，除了感官上的冲

击，想到更多的是，虚拟现实技术大规模运用

将带来各种应用场景的改变性影响。杰里米·

拜伦森博士今年42岁，他22岁喜欢上了这件

事，一做就是20年。 中国人说，板凳要坐10年

冷，而他差不多坐了20年的冷板凳。 头10年，

虚拟现实技术默默无闻， 主要靠政府资助。

2005年左右， 日本企业看到了其中的价值，

投入了一些钱。直到这两年，这项技术才变得

炙手可热， 今年３月Facebook斥资23亿美

元收购从事虚拟现实技术的Oculus� Rift就

是一个例证。

在硅谷，像杰里米·拜伦森博士这样的人

很多，喜欢一件事，认准了，就心甘情愿默默

无闻地做下去。硅谷流行“You� Only� Live�

Once”（YOLO，你只会活一次)文化，每个

人只做自己爱的事，过好自己，就是对社会最

大的贡献， 这是硅谷创新力的重要源泉。

YOLO的出现也与美国年轻人出身条件好，

社会环境包容， 没有太多的后顾之忧相关。

中国“90后” 这一代人开始具备了一些这方

面的条件，因而会大大增加中国的创新浓度。

从这些“90后” 孩子的经历中，还可以

看到互联网带来的巨大好处，这又是这一代

人的幸运。 这些创业者有一个共同特点，即

他们在做自己事业的时候，会经常遇到来自

家庭和社会的阻力。 中国家庭还是有很多传

统观念的，比如，“火箭哥” 胡振宇从小试制

炸药、晋学堂CEO李逸凡想先开公司后上大

学、黑客社区SegmentFault� CEO高阳不上

大学，这些都是离经叛道的做法，受到过很大

阻力，但他们幸运地坚持了自己的想法。 这

其中，很大一个原因是互联网把特立独行的

人连接起来，让他们可找到同道中人，知道外

面的世界，因而更容易坚持自己。

可以说，没有后顾之忧，可以干自己想干

的事，可以从父母那里得到传承，在互联网上

可以得到最新的知识，找到同道之人，都极大

地解放了“90后” 的创新力。 这些“90后” 创

业者的故事正在印证着，一个全新的世界真

的来了。

同事说，腾讯搞一系列“90后” 活动，一

个重要的初衷是让腾讯向“90后” 创业者学

习，更好地了解“90后” 、“00后” 的需求。 这

是有道理的。 腾讯一个很大的担忧是搞不懂

年轻人的想法，这直接关系到腾讯在下一个

10年的发展。

QQ伴随了“80后” 、“90后” 的成长，在

“80后” 还是非主流人群时理解了他们的需

求，造就了腾讯前十几年的成功。 但我们不

能带着对“80后” 的深刻认知来试图走进已

成长起来的“90后” 和“00后” 的世界。 现在

腾讯是两万多人的大公司，如何不固步自封、

不断更新思维，跟上外部世界的变化，这一切

都充满挑战。 向“90后” 创业者讨教是个很

好的方法。

美国社会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

garet� Mead）在《文化与承诺》一书中将时

代划分为“前喻文化时代、并喻文化时代和

后喻文化时代” 。 前喻文化，是指晚辈主要向

长辈学习；并喻文化，是指晚辈和长辈的学习

都发生在同辈人之间；后喻文化，则是指长辈

反过来向晩辈学习。 我们处于一个不断改变

的科技文化时代，我们需要向“90后” 年轻

人学习。

还有一点引起我的思考。 现在腾讯开始

引入很多“90后” 员工，怎么让“90后” 同学

更好地融入腾讯，发挥好他们的力量，是我们

迫切需要考虑的。 这本书中， 有一位准“90

后”———脸萌CEO郭列， 他曾经是腾讯的员

工，今年6月，脸萌在中国的应用商店排名第

一。到了8、9月份，脸萌的英文版Face� Q出现

在美国、 英国等很多国家的苹果商店和

Google� Play排行榜上，都是排第一第二。

这次美国之旅， 一个很大亮点是参观

MIT（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它的前沿

科技让人惊叹不已。 同时， 其创始人尼古拉

斯·尼葛洛庞帝 （Nicholas� Negroponte）

写在大门口的一段话发人深省：“1985年10

月，我们正式创办时，我们中的许多人要么被

认为是古怪的计算机专家， 要么被认为是落

魄的艺术家， 或者两者都是……坦率地说，

MIT的其他系当时拒绝我们，视我们为不折

不扣的失败者沙龙。 ”

我们需要时刻提醒和反思， 腾讯怎么留

住更多优秀的年轻人， 如何有更高远的企业

目标，如何一开始就让“90后” 员工承担重

要的职责，让他们在腾讯有尽情发挥的空间。

再好的产品都有生命周期，腾讯要基业长青，

需要建立生态平台让员工的创意融入到主流

产品,�需要运营有效机制让员工的创新力源

源不断。

平心而论，理解“90后” 及“00后” 的需

求，充分意识并发挥“90后” 的潜能，不只是

腾讯一家遇到的挑战。 中国的主流企业都是

“60后” 、“70后” 、“80后” 担纲，大家都需

要面对和迎接这个问题。

为理想、志趣工作和创业，会获得超越现

实但又不离开现实的幸福和快乐。 这就是已

经登场的“90后” ，这就是未来改变社会的

“90后” 。

以上是我读这些“90后” 创业者故事的

一些感受。 很多人现在讲跨界学习、 跨界融

合， 恐怕还需增加一个视角， 那就是跨代学

习、跨代融合。这些年轻人的想法真的让我受

益匪浅，我看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认识到未

来这些年轻人一定会做出更多百亿美元、千

亿美元的公司，所以推荐给大家。

马云新春“双响炮” 背后的深意

□

胡艳丽

《阿里巴巴正传：我们与马云的“一步之

遥” 》诞生于舆论的风口浪尖，事情的始作俑

者便是书作者之一互联网名人方兴东。 在阿

里赴美上市前夕，他借老友聚会之机与马云

畅聊互联网天下格局，聊到“嗨”处马云显露

出“一览众山小” 的王者风范，顺带也点评了

一下竞争对手。 马云说者无心，方兴东听者

有意，把这一番对话写成了该书的序言，这也

是该书的重头戏。“马云喷京东：京东是个悲

剧” 的文章在网上人气爆棚，京东“心怀虚无

之念，不必妄自多情” 的神回应亦博得叫好

连连，后面马云道歉不该“童言无忌” ，一场

纷争暂时偃旗息鼓。

如果说这是马云被老朋友无意中摆了一

局，那么2014年底“马云喷工商总局” 事件，

似乎就复杂得多。 2015年1月先是由工商总

局网监司宣布“淘宝正品率不足4成” ，淘宝

不服，双方针锋相对相互驳斥，阿里股票市值

应声下跌，一时间“马云喷工商总局，喷丢

600亿” 的大标题赫然现于网络之中；月末，

事情“峰回路转” ，工商总局局长专门会见马

云。 “双响炮” 事件就像是提前上映的新春

贺岁片，笑料不断、掌声不断、问题不断。

娱乐之后，终究还是要回归理性。看似风

光无限的阿里集团， 实则处于巨大的同行竞

争、政商角力、全球注目的漩涡之中。 前面的

“同行相轻” 实则是商业模式之争，而“赌”

的是未来发展前景。来自市场的竞争压力，对

马云而言并不是最大的问题， 市场的问题自

然可用市场的办法解决，马云是此中高手。但

涉及到政府层面，问题就来了。虽然书中无法

收录上述两个“经典” 案例，但对于问题背后

的成因其实有颇多论述，谈阿里、谈马云便永

远回避不了这些扯不断、理还乱的问题。

回到《阿里巴巴正传》这本书。 尽管为

阿里、马云著书立说者众，但真正能够看清阿

里、写透马云、放眼未来的人却难得一见。 究

其原因，其一，马云是时代的先行者，其功过

得失并不是当下能够立即看清的；其二，正处

于事业开拓期的马云，有很多不想说、说不清

的事儿， 比如当年以40%的阿里股份收购雅

虎、2011年10月“淘宝暴动” 等；其三，马云

的“忽悠” 功夫出神入化。 在此书中不难看

到作者被“忽悠” 的痕迹，比如对马云的崇

拜、对阿里大展宏图的乐观憧憬，确有神化马

云的嫌疑。

略去马云的豪气干云，淡去方兴东的个

人崇拜，不妨将《阿里巴巴正传》当成一部小

说来读。对外，阿里与腾讯双峰并起、与京东、

亚马逊等竞争对手缠斗不止，这段争霸互联

网天下、逐步实现线上线下融合的故事，不逊

于历史上任何一段风云演义。对内，马云赤手

将阿里巴巴集团旗下的支付宝所有权转移至

马云控股的一家中国内资公司， 在将集团业

务架构调整成25个事业部之后， 卸任集团

CEO以退为进退而不休，玩起了决胜全球的

阿里大战略。在融资方面，马云赴美融资借力

高盛筹得第一桶金，之后又“6分钟搞定孙正

义” ，香港上市五年后退市赴美IPO,完成了

互联网企业的融资传奇。今天，马云以占阿里

巴巴总股本7.64%的股份，玩传阿里江山，将

企业控制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这些霹雳

手段确是让一众看客眼花缭乱。 在马云成功

的大幕之下，回味马云经历过的失败、挫折，

遭遇的传统行业乃至来自政府部门的阻击

战，确是好戏连台。 需注意的是听任何故事，

都不要被讲述者的主观意识左右， 不要陷入

思维陷阱，要寻找事实与传说的分水岭。

在书中， 方兴东点数阿里巴巴经历的历

史大事件，跳出了事件发生时的话语情境，用

历史回望的方法，分析事件的功过得失，讲述

马云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所行的非常之举，确

是比站在道德高点对阿里集团指手画脚者多

了一分理性。但不可避免的是，作者过多地引

用了马云的言论、站在马云的立场看待问题，

在一定程度上有失公允。

笔者以为对“欺诈门” 事件，除了关注卫

哲等一批高管的集体引咎辞职以外， 公众更

关注的是马云的担当， 他本人在此事件中承

担了什么样的责任，后续为避免此类事件再

次发生，在制度上有哪些突破。 显然几位高

管的辞职，可以消解一部分公众的怨气，分流

舆论的关注焦点，但对于企业来讲，事情应该

远未结束。 但作者在此部分点到即止，仅是

引用了马云当年避重就轻的一些发言，不能

不说是一种遗憾。 假如当年阿里集团对“欺

诈门” 事件有更多制度上的反省、改进、举一

反三，或许面对今天的“假货门” 就不是仅仅

在统计学上质问工商总局，而是以内部建立

起的相对完善的质量监督体系，形成的对淘

商、天猫商城商家行之有效的“软约束” ，以

及拿得出手的硬质量来向公众做个交待。 显

然，在这方面阿里集团还有成长精进的空间。

对于“支付宝事件” ，作者倾向于认为这

是马云基于长远战略考虑的一步棋，虽然程

序上失当，却换来了“阿里金融可以放开手

脚，大胆创新，支付宝失去的是‘锁链’ ，得到

的是整个互联网金融的新天地” 。在后文中，

作者再次述及“马云只有真正掌控了支付宝

之后，作为一个小股东的身份，才真正牢牢掌

控了整个阿里帝国。 很显然，只有马云掌控

阿里，阿里才有了今天，才有更开阔的未来。

如此共赢的局面， 为什么还要去继续质疑

呢？ ” 这样的论述似乎再次深陷于个人崇拜

的陷阱，却印证了国人“人大于制度” 、“领

袖大于企业” 的贯性思维，这种“非常时期行

非常手段” 的做法，在阿里集团深度国际化

的过程中怕是不能重演，况且支付宝所有权

的非常转移，并非没有后遗症。

一家企业命运兴衰假若全系于一人，不

出几十年就会遇到生死劫。 而一家企业内部

的制衡之道，不应因一个人的强大、英明而废

立、变更，更不能因某个人的突出贡献而免去

他受监督、约束的义务。 来自各界的质疑，是

让事业如日中天的马云乃至阿里集团保持清

醒、流水不腐的有益之声。 要打造跨越3个世

界卓越企业的马云，当有兼听天下，“有则改

之，无则加勉” 的胸襟和气度。

昨天人们谈马云， 更多的是从他艰难的

创业历程谈起， 而今天人们谈马云的基调变

了，是从阿里赴美上市谈起，从马云成为“中

国首富” 谈起。 阿里对于中国的意义，决不在

于他是世界上市值第几高的互联网企业，马

云对中国的意义也不应仅仅是他是否坐稳了

“首富” 的交椅。 一旦过度谈及这些，就容易

被财富的炫目光环蒙蔽， 而失去了对企业发

展战略、当下具体业务的关注，也失去了对世

界互联网大局的判断。马云的财富以亿元计，

站在财富的峰顶，金钱对于他仅是数字游戏，

而唯有金钱作为资本， 融入企业未来发展的

战略之中，发挥四两拨千斤的杠杆作用，才有

价值和意义。

马云的成功，既得益于时代大背景，也得

益于他个人的远见卓识。 我认为马云是一个

胸怀天下又目空一切的时代“搅局者” 。 他率

领阿里团队建立的绝非仅仅是B2B、C2C以及

B2C的商业模式，而是新的社会生态系统。 这

个新的生态系统是一个全球化的世界， 信用

是每一个人最大的财富。 他建立起了商家、客

户的网上信用体系， 不断促进商业信息的透

明化、公开化，教会消费者明辨真伪，提升维

权意识，甚至剑指国有银行体系，瓦解松动了

银行业乱收费的积弊。 他已然改变了中国的

很多业态，介入了金融、物流、流通、文化、医

疗健康等领域，远远超越了互联网的边界。 在

改变城市居民购物习惯的同时， 马云正在高

位谋划的大物流、大金融体系，必然为阿里集

团开疆拓土，一手连结中国城市乡村，一手为

建立起全球通、通全球的宏伟大业夯实基础。

马云这一代互联网创业者，是当之无愧在

无路处开路的探路先锋，尽管马云在发展阿里

巴巴的过程中错失了多次机遇，犯下了几次重

大错误，但我始终以为这是他为自己，也为后

来者预交的一笔互联网学费， 不付出这些代

价，也成就不了今天的阿里和马云。 铺满了黄

金的资本市场于马云而言也不过是他构建阿

里巴巴魔法世界的一个道具。 截至目前，没有

人能猜测得到马云和阿里巴巴的未来。 祝福马

云、祝福阿里、祝福来自中国的互联网企业，构

建起更大、更高、更开阔的商业格局。

日本历史的谜底

作者：（日）竹村公太郎

出版社：社科文献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是作者数十年地形与气象相关领域工作的思考

结晶，从地形、气象、基础设施的角度出发，对日本历史作

出全新解释。 或是深入说明，或是推翻成说，或是揭开悬

而未决的谜底，同时也准备接受来自历史学家的挑战。

德川家康如何建都江户，德川幕府的复仇史，江户的

建设史，日本的近代化变革史，京都、奈良、大阪、福冈的

城市特色， 在书中都可以找到前所未有的分析和结论。

以往对历史的解释多从人文和社会科学的视角出发，而

本书从更客观的角度着眼揭开谜底，具有开创性，不时让

人产生“原来如此” 、“一切皆有迹可循” 的感叹。

作者简介：

竹村公太郎，

1945

年生，横滨人。

1970

年毕业于东北

大学工学部土木工学科。 同年进入建设省工作，主要从

事水库、河流工程事业的

指导工作，历任近畿地方

建设局局长、 河川局局

长。

2002

年辞去国土交通

省职务，现任河川水岸研

究所代表理事及日本水

研讨事务局局长。 著有

《土地的文明》、《幸运的

文明》、《透视本质的力

量———环境、 食物、能

源》、《通过地形破解日本

史之谜》等。

福尔摩斯思考术

作者：（美）玛丽亚·康尼科娃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内容简介：

我们有所见，不代表我们有所察。固有的偏见左右了

我们的思维方式，给我们设置了种种限制，导致我们与真

实的世界相隔绝。 是的，我们都戴着有色眼镜看世界。

正如福尔摩斯所说，“我认为人的大脑原本像一间

空空的小阁楼，应该有选择地放一些家具进去。 ” 实际

上，这个“大脑阁楼” 的功能就是负责存储及梳理各类信

息。那么，如何管理好大脑阁楼，让自己的思维更敏捷、更

具洞察力？

心理学家玛丽亚·康尼科娃认为，如果想摘下有色眼

镜，像大侦探福尔摩斯一样明察秋毫，清醒地看到事物的

本质， 我们就应该了解大脑的两套思维系统———福尔摩

斯系统和华生系统。前者警醒、专注，擅于自省和推理；后

者行动迅速，却总是受到惯性的支配，遇到突发状况就手

足无措。

通常，我们都在无意识地使用华生系统，导致做出错

误的决策，留下人生败笔。 实际上，我们完全可以通过留

心观察、培养正念、三思而后行、质疑假设等训练，调动出

内在的福尔摩斯系统，将这种明智、缜密的福尔摩斯思考

术培养为常用的思维模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这个信

息轰炸的时代厘清自己的大脑阁楼， 并且拥有福尔摩斯

般的智慧及洞察力，做出

最明智的决策。

作者简介：

玛丽亚·康尼科娃，

毕业于哈佛大学，美国哥

伦比亚大学心理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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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刊》、《纽约时报》、《华

尔街日报》、《波士顿环球

报》、《观察家报》 等多家

知名媒体所刊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