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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辑思维”罗振宇：

把时间变成财富，他走在前面

贾跃亭：乐视从诞生起就是一个新物种
《中国企业家》杂志记者 李亚婷 马吉英 李潇雄 马 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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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冰人

罗振宇，1973

年出生，自媒体视

频脱口秀 《罗辑思

维》 主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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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 有言，“凿冰冲冲⋯⋯纳于凌阴”。气温虽

降至零下 23 摄氏度，但在近日拉开帷幕的黑龙江哈尔

滨冰雪大世界第二届采冰节上，采冰把头与 30 多位采

冰汉子们“从头武装到脚”，举起手中的采冰镐等各种

工具忙个不停⋯⋯

哈尔滨号称冰城，以冰雕等冬季特色旅游而声名远

播。可是你知道吗？冰天雪地的美景离不开采冰人的辛

劳。目前当地气温较低、冰层较厚，加之江面的积雪不

是很厚，冰块相对好采，但也是辛苦的力气活。寒冬腊

月，滴水成冰。据介绍，为了不耽误整体进度，采冰队

伍每天冒着严寒，早上三四点钟就来到松花江上工作。

劳动编织梦想，辛勤孕育希望。今年的哈尔滨冰雪

大世界总用冰量达 18 万立方米、总用雪量达 15 万立方

米，包括采冰人在内的许多人一环接一环，呈现出异彩

纷呈的冰雪梦幻世界。

本报记者 倪伟龄 通讯员 郑蓥卓摄影报道

△ 采冰师傅用机器切割厚厚的冰面。

◁ 采冰师傅用采冰镐等工具在冰面忙碌。

▷ 采冰师傅同心协力拖运采得的冰块。

从 2015年开始，主导自媒体“罗辑思维”的罗振宇打
算为“时间”做一件事，即每年作一场跨年演讲，希望至少

“死磕 20年”，20年门票的套餐价为 4万元。
2016 年 12 月 31 日，罗振宇在深圳举办了“倒数第

19 场”演讲，主题是“时间的朋友”，分为 4 个小时、6 个章
节阐述观点。可容纳 12000 多人的演唱会场馆内，上座
率接近 80%。接连数日，舆论对此热议不断。

罗振宇提出了一个概念——国民总时间，并认为时
间会成为商业的终极战场。他说，“时间是绝对刚性约束
的资源，一分一秒也多不出来”。据测算，中国互联网可
以开采的国民总时间，一年大概为 18250 亿小时。他认
为，未来有两种生意的价值变得越来越大，一是帮助用户
省时间，二是帮助用户把时间浪费在美好的事情上。

知行合一见成效。罗振宇的新媒体实践，就是对其
观点的有力证明。他曾长期担任多档电视节目制片人，
对企业营销、公关、品牌等领域有独到的理解。

新媒体兴起后，他敏锐地把握住机会，2012 年底与
独立新媒创始人申音合作打造知识型视频脱口秀《罗辑
思维》，每天推送一定时长的音视频节目，分享个人思考。

“罗辑思维”由一款互联网自媒体视频产品，逐渐延
伸成长为全新的互联网社群品牌，成为受众和媒体关注
的现象级产品。不仅仅在时效上，自媒体的盈利模式也
颇为可观。 （任 武整理）

人物小传

贾跃亭，1973 年出生，山西襄汾人，乐视创始人、乐视控股董事长兼 CEO。乐

视致力于打造“平台+内容+终端+应用”生态系统，被业界称为“乐视模式”，但近期

面临一定的困局，汽车业务尤其受到外界质疑。

美国当地时间 1 月 3 日下午，乐视超级汽车的深度战略合作伙伴“法拉第未来”

在美国发布旗下首款量产车，受到舆论普遍关注。在这个时间点，其意义不再局限

于一款车，而是外界对乐视的信心和判断的走向。

湖南长沙市，1 月 5 日，
天还没亮，5 点半起床的谢海
华和往常的每个清晨一样，端
来一盆热水放在妻子的病床
前，轻轻地帮谢芳洗脸、洗
漱。“你放宽心，好好养病，
我们以后还要享儿女福呢！”
听着丈夫温柔的叮咛，眼眶盈
满泪水的谢芳含笑点头。

谢芳 2012 年荣登“中国
好人榜”，当选“见义勇为好
人”；丈夫谢海华在 2016 年 9
月份中央文明办发布的“中国
好人榜”中获评“孝老爱亲好
人”。一对夫妻，两个“中国
好人”，在湖南尚是首例。

说起妻子的故事，谢海华
十分自豪。1988 年 2 月 7 日凌
晨 2 点，在长沙市井湾子一家
小饭店当服务员的谢芳，在与
入室窃贼的搏斗中身中数刀。
邻居闻讯而来，终将窃贼制
伏，谢芳却倒在血泊中，毛衣
早已被鲜血浸透，经医院全力
抢救才脱离生命危险。

“ 我 要 去 看 看 这 位 女 英
雄！”谢芳受伤时，谢海华刚
从部队复员回家，听说了谢芳
见义勇为的事迹后，萌生了想
去看看英雄的想法。两人一见钟情，面对谢芳孱弱的身
体和多项后遗症，谢海华毅然于 1988 年 10 月份将她娶
进门。一年后，儿子出生。婚后，谢芳患上的肌肉萎缩
症加剧，生活完全无法自理。谢海华这个从不做家务、
没下过厨房的男人，慢慢学会了洗衣打扫，熬中药、炖
汤炒菜，替妻子穿衣梳头、洗漱按摩、端屎把尿⋯⋯谢
海华清晰地记得第一次给谢芳穿衣服时足足穿了二十分
钟，累得他大汗淋漓，但经过 9000 多个日夜穿衣、脱
衣的练习，现在谢海华能在 5 分钟内帮妻子穿戴整齐，
看似简单的事情，谢海华一做就是 29年。

“当然有辛苦的时候，谢芳不能照顾小孩，儿子年幼，
我既要照顾小孩又要照顾她，除了种好自家的几亩地，偶
尔到附近打点零工，补贴家用。”回忆中，谢海华眼泛泪
光，“相守 29 年，我们的日子过得清苦，除了结婚时做的
那套新西装，这么多年，我们都没添置一件新衣服，穿的
都是别人的旧衣。但我觉得，心不苦，就不辛苦”！

2014 年，在长沙市岳麓区委区政府的帮助下，谢海
华夫妻住进了廖月娥孝老爱亲示范基地，生活实际困难
逐步缓解。然而，天有不测风云，2016 年 9 月份谢芳被
查出胃部息肉，并伴有癌变迹象，入院做了息肉切除。当
年 12 月 9 日，谢芳又被确诊为胃类癌。在悄然而至的疾
病面前，这对坚强的夫妻再次选择携手面对。12 月 27
日，谢芳做了全胃切和胆囊切除手术，记者从她的主治医
生那里了解到，手术很成功，术后恢复得也很不错。

谢海华说：“谢芳住院以来我一直寸步不离照顾，这
两天恢复得不错。这两天我还说，她快点好起来，我们就
能回敬老院过年了。”这对平凡的“中国好人”夫妻用 29
年的相濡以沫，诠释着“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贾跃亭只能从后门挤进会议大厅。
2016 年 12 月 11 日下午，中国大饭

店，乐视创始人、乐视控股董事长兼 CEO
贾跃亭即将在这里开始一场演讲，演讲前
二十分钟，涌入的观众将这个能容纳 100
多人的大厅堵得水泄不通。

贾跃亭站在演讲台，满脸微笑，甚至
有点儿腼腆，当天他有些感冒，上场前吃
了药，讲话声音也不大，听上去透着疲惫，
但这不妨碍贾跃亭输出乐视价值观，“乐
视从诞生起就是一个新物种”“乐视要变
革百年汽车产业梦想”“（乐视汽车）将会
是互联网生态模式在全球市场上留下的
第一个印记”。

此时，距离贾跃亭发出那封题为《乐
视的海水与火焰：是被巨浪吞没还是把海
洋煮沸？》的内部信已经一个月。在这一
个月中，乐视几乎每天都占据媒体头条，
融资、业务、裁员、欠款、股价等等，乐视的
每一个维度都被外界放在放大镜下。对
于乐视，支持者众多，唱衰者更多，放眼中
国互联网行业，几乎没有一家公司像乐视
这样，外界评价两极分化如此严重。

它更像是一个矛盾的集合体，巨大的
野心和现实资源的不匹配，野蛮生长的组
织架构和高效稳健的 PK，危险与机遇并
存。过去几年，乐视用百米冲刺的速度攻
城略池、拔营安寨。殊不知，这是一场马
拉松。当这一切集中于一点爆发时，就造
成了乐视眼下的危局。

“乐视最困难的阶段已经过去，接下
来的事情不是不可完成的。”贾跃亭面带
微笑地告诉《中国企业家》记者，乐视的资
金链危机“已经解决了六七成，接下来的
三四个月会恢复正常”。

“乐视就是贾跃亭个人性格的集中体
现。”这句话在《中国企业家》采访中屡次
听到。面对外界的质疑，贾跃亭尽管满面
笑容，但他的表达非常强硬：“乐视的理
念、基因、精神，不会改变。”

找钱：乐视的生死时速

关于乐视资金的最新消息是，2016
年12月28日，乐视网发布公告称，乐视网
联合贾跃亭、乐视控股（北京）有限公司，
与战略投资者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涉及交易规模预计超过 100 亿元。虽然
金额巨大，但对于背后“金主”，乐视并未
透露。贾跃亭在长江商学院的十余位同
学曾“雪中送炭”，投资乐视6亿美元。

一位私募人士透露，舆论发酵也促使
投资者不得不重新审视乐视的项目。“投
资人的关注点不是几十亿元的缺口，甚至
不是钱多少的问题，而是资金危机为什么
会发生的本质，是组织结构、公司治理、未
来战术执行层面的问题。”

眼下，乐视的多个业务线都需要大量

资金投入，贾跃亭在专访中承认，“我个人
投的钱其实是可以调整的，哪边紧张就把
这块的钱抽出来”。这正是外界所关心的
乐视生态体系内财务混乱问题，各个子公
司之间很难设置风险隔离机制，一家子公
司的财务困难会传导给其他关联公司，容
易造成资金链断裂。

有市场观点认为，连续下跌的股价才
是当下乐视资金危机的命门所在，而非供
应链欠款。若乐视网继续下跌，首先可能
触发的是股权质押风险，一旦发生，无疑
又将造成股价大跌，形成连环踩踏，更重
要的是会严重削弱整个乐视融资能力。

“更确切地说，要承载贾跃亭蒙眼狂
奔的梦想，只有搭建自己的金融业务，并
且拿到有分量的金融牌照才有可能支
持。否则，资金危机还会不定时地反复上
演。”该消息人士如是评论。

风暴眼中的乐视人

乐视危机被正式引爆，是源于贾跃亭
发出的那封内部信。

“这封信准备的时间并不长，一两周
的时间。”乐视联合创始人、乐视网副董事
长刘弘告诉记者，针对是否发出这封内部
信，内部曾多次讨论，但还是低估之后带
来的影响。

“当时手机业务逾期的账款并不算太
多，但是内部信一发显得事情就很严重”，
乐视手机一位中高层否认外界所说的上
百亿元欠款，但他拒绝透露具体数字。“一
些没有逾期的供应商也会跑来催促付款，
放到之前不可能来问，现在平添很多不必
要的麻烦。”

张志伟是最早感受到资金紧张的乐
视高层之一。去年 6月份，公司所有部门
的业绩都蒸蒸日上，张志伟隐隐感到不
安。9 月份这种情绪更加明显，让他感到

“寒冷”。“所有平台销量快速上升，但是定
价机制还没有转过来，资本的补充渠道也
不明朗。”他回忆，“贾总应该之前也看到
问题了，但他要选择合适的时间点作调
整”。

像是一个跷跷板，一头是高速发展的
业务，一头是资本，贾跃亭小心翼翼地维
持两者平衡，如果对业务发展有异常强烈
的需求，而资本又没有及时补充进来，失
衡就在所难免。

一个人的公司

野蛮生长的另一面是精细化深耕的
缺失。

这与贾跃亭事无巨细、亲力亲为的管
理风格相关。在业务上，贾奉行的是一竿
子插到底。在《中国企业家》前后几次对
其专访中，无论是产品研发还是融资进

展，贾跃亭都能准确回答，很少会给出模
棱两可的答案。贾跃亭不否认自己独断，

“我在作决策的时候独断，执行的时候非
常民主”。

鑫根资本创始合伙人曾强此前谈到
过这个问题，“在决策上应该有一个平衡
和分享机制，从个人的垄断到与集体共同
决策，目前乐视内部缺少这种机制”。

在贾跃亭发出的内部信中，他提到乐
视的第一阶段是获取大量用户，第二阶段
追求正向现金流，乐视将会提前进入第二
阶段，比之前预期要提前半年到九个月。

很难用简单或者复杂来形容乐视的
融资手段，但有一点，乐视很少通过股
权融资的方式融钱，至今贾个人手中仍
有 上 市 公 司 34.46% 的 股 权 （截 止 到
2016 年 9 月 30 日）。“乐视的资本运营
一直不是整个生态内很强的部门，并没
有充分发挥应有的融资能力和工具，
还是一些比较初级的手段。”贾跃亭
在接受采访时说。

还有一句话或许更能反映出
其破釜沉舟的决心，“即使乐视造
车可能把我们拖死了，但只要乐
视做了这件事，在中国就能极
大地推动这个产业的发展”。

“满眼都是战场”

并不是每一次贾跃亭的决
定都能够得到乐视高层的认
同，在2014年对其专访中，贾曾描述自
己想做乐视汽车的决定遭到“99%核心
高层的反对”，但这没能阻碍乐视汽车的
推进。

在汽车这个业务上，贾认为需要作
出改变的只是乐视的能力，而不是乐视
的战略和价值观。对于公司的架构，贾
跃亭有一套设想。在他的规划中，上市
公司作为乐视之本，要保证足够的利
润，并且“未来会将越来越多的优质资
产放到上市体系中”。但这套逻辑很难随
时按照预定的轨道运转。在子公司业务
正常发展的阶段，非上市公司体系确实
能够反哺上市公司在资本市场的表现。

但是，随着资本市场转冷，虽然乐
视 2016 年上市公司的表现比 2015 年要
好，但非上市公司，如乐视手机拖欠供
应商货款，或者乐视汽车遇到问题，这
些难免会影响上市公司在资本市场的
表现。

贾跃亭的回应是：“乐视上市公司和
非上市公司以及乐视汽车是不同的体
系，无论是资金还是业务都是割裂的，
但这种影响不可避免。”

在业内人士看来，乐视大多数业务
之前都有标杆，商业逻辑能够行得通，
问题在于已经做成的业务，比如智能电

视、手机等业务商业想象空间有限，竞
争过于激烈，而正在运行的业务，乐视
体育、乐视汽车却需要大量的资金。

TCL 集团董事会秘书廖骞认为，乐
视之前的逻辑是“证伪逻辑”，“乐视讲
出一个商业模式就可以拿到融资，或者
得到资本市场的认可”。在资本市场情况
不好的背景下，乐视的发展或许变成了

“证实逻辑”，“这意味着投资人和资本市
场要看到明确的结果，才会继续投资，
这是比较麻烦的”。

这次风波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乐
视最近发起的融资。“乐视的问题被放
大，即便大家最初知道资金紧张，但也
会比现在信心要大”。这也得到刘弘的证
实，最近一个月，前来主动向乐视提供
资金的机构和个人并不在少数，“有趁火
打劫的，也有真心帮助乐视的”。

贾跃亭不止一次说过，他把乐视看
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但眼下乐视缺
的不是宏图壮志，也并非决死之心，而
是能让梦想与现实从尖锐对立到和解共
存的经营节奏。怎样从草莽绿林中的创
业者成长为进退自如的企业家，这才是
贾跃亭面临的最大挑战。

（原文刊于《中国企业家》杂志2017

年第一期“封面故事”，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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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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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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