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创新中的

企业家精神

时间：2020年12月21日

地点：清华大学技术转移研究院

主讲：碳9资本创始人 冯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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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 新

碳9资本创始人，原真格基金投资合伙人，曾就职于联想投资
代表投资案例：科大讯飞，找钢网。
碳9资本寻找具有强烈企业家精神和强大学习能力的创业者，通
过认知赋能+资本赋能助力创业者成长。
本人专注研究创始人成长，对企业家精神、创业企业成长、创业
公司治理、合伙创业与股权分配、学习方法论、学习型组织等主
题有独到的观察与思考。
本科毕业于南京邮电大学电信工程系，研究生毕业于南开大学商
学院，工商管理硕士。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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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企业成长本质就是创始人
的成长，创业企业能达到的高
度取决于创始人对创业企业成
长规律的深刻洞察以及创始人
对自我认知、自我突破能达到
的高度。
创始人成长的核心是对认知的
管理，不知道自己不知道和不
知道自己该知道什么是最难克
服的认知障碍。

以终为始：创业企业成长与创始人成长

创业企业成长：从startup到I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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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不同轮次的创业者：种子轮、天使轮、
A轮、B轮、C轮、D轮、E轮……pre-IPO、IPO，
每一轮都有大批人倒下，中间最大的差距不
是轮次差距，不是企业营收规模、利润多寡
以及组织大小，最大的差距是直达事物本质
的认知差距。

不同轮次创业者的认知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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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不是知识，认知是
对人性、对事物发展的
趋势、规律、底层逻辑
以及对控制世界的隐性
规则的深刻洞察。

认知不是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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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长不大的小萝
卜公司背后都趴着一
个穷忙的武大郎

萝穷武

生存型创业与成长型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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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讯飞创始人刘庆峰（中科大博士）VS捷通华声创始人张连毅（清华系海归）

两家公司的创始人都是中国顶级名校毕业的理工男，两家公司都成立于2000年前后，选
择了同样的赛道，经过18年发展，2018年科大讯飞年营业收入约80亿人民币，捷通华声
2018年营业收入约8000万人民币，只有科大讯飞营收的1%，这是为什么？

什么是决定企业成长的成功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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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企业成长：木桶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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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企业成长：木桶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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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查克•爱迪思：企业生命周期

A轮死、B轮死、C轮死，总有一款适合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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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陶然：创业36条军规

孙陶然，拉卡拉集团创始
人、董事长，1969年出生，
吉林省长春市人。1991年
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管理
系。先后创办了《北京青
年报•电脑周刊》、蓝色光
标、《生活速递》DM、恒
基伟业、拉卡拉、考拉基
金、昆仑堂商学院等在内
的多家知名企业，著有
《创业36条军规》《有效
管理的5大兵法》《精进有
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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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人 知道

顶级VC对事的判断力大同小异，
对人的判断力千差万别。碳9专注
于研究创始人，研究创业者成长
问题，我们希望通过专注研究创
始人构筑对创业者成长规律的认
知优势，通过认知赋能+资本赋
能帮助创业者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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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方法论：创业企业成长的一般性规律

联想房屋理论
管理三要素：建班子、定战略、带队伍
主人论：企业必须有主人
战略规划方法论：目的性极强、分阶段实现目标、复盘
组织建设方法论：撒上一层土，夯实了，再撒上一层土，
再夯实；
三心文化：基层员工要有责任心、中层干部要有上进心、
高层要有事业心
大鸡小鸡论、跳出画面看画、大局观、拐大弯、赛马中
识别好马、没有天花板的舞台、没有家族的家族企业、
过日子与奔日子、学习是一种生活方式



联想之星：把科学家变成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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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4年柳传志带领中科院计算所11名科研人员
下海创业，创办中科院计算所新技术发展公司（联
想前身）。计算所所长曾茂朝：“埋伏一支奇兵，
探中国科技产业化的道路”。

• 2008年，联想控股成立联想之星，推出联想之
星CEO特训班，利用联想创业积累的经验，用创业
培训+天使投资双轮驱动的模式回报中国科学院，
扶持高科技领域的科研工作者和科学家，使之向科
技创业者和企业家转型。



企业家VS科学家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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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的项链理论

柳传志：科学家好比是项链里的
珍珠，企业家好比是穿珍珠的那
根线。我把这个道理和总理讲清
楚了。

李克强：你们也是珍珠。

问题：离开串珍珠的那根线珍珠能否彼此串起来成为一串项链？

企业家VS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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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竞争性的行业里，第一把手的好坏，
几乎占了这个企业能否成功70%以上的决
定因素。一个不好的一把手，就算产品
再好也不行，一个好的一把手，能够转
换局面。一把手什么时候把握全局业务
模式，什么时候决定短板长板是要通过
不断地磨炼摔打，把各种机会融合在一
起，自己提炼出东西来。

柳传志：竞争行业一把手占企业成功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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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投资人都在谈团队的重要性，但是
在阎焱看来，“没有团队的问题，只有
老大的问题，老大不对，一切不对”“老
大比团队更重要”。“在中国的环境中，
领袖的作用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因为通
常真正的创业者就一个人，最早的创意
就来自一个人，尤其是在初创期时，过
分地强调团队反而会败得一塌糊涂。”

阎焱：老大比团队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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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的团队+三流的方向=二流以上的项目，
三流的团队+一流的方向=四流的结果，一个
企业的价值90%以上在团队身上，一个团队的
价值80%以上在创始人身上。

创始人是企业的灵魂，商业模式、用户数据、
财务数据这些东西都可以计算的，唯一不能
被计算的是创始人的潜力。

梅花天使吴世春：团队价值80%在创始人



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
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
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
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
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
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
此其所以为我擒也。

刘邦如何合伙创业打天下？



如何吸引合伙人？
•事业：你要干一票怎样的大事，公司的使命、愿景、价值观是什么？这事做成了能给人带来怎样的
成就感？

•领导力：你是不是有人格魅力的老大？是否有勇有谋识人善任，有胸怀有格局？

•利益分配机制：是否有科学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是否愿意让追随者一起分享成果？

21

合伙创业中的合伙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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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肖克利

肖克利实验室VS仙童半导体VS英特尔

仙童八叛徒

英特尔三杰



角规目策：角色、规则、目标、策略
创始人、联合创始人、合伙人、企业
家、商人、职业经理人、技术专才、
产品经理、营销专才、投资人、董事
长、实际控制人、总裁、CEO等等，
创业企业中每种关键角色都有他不同
的台词、剧本、演技的要求。
隐性规则：企业家雇佣资本、资本雇
佣劳动。
只有洞察这些规则，才能确立清晰的
角色目标，找到实现角色目标的策略。



企业家精神
24

财富创造中的四大角色

土地 资本

劳动



谁创造了公司全部的财富？

他们的贡献如何衡量？

创造的财富如何分配？

创业企业的顶层制度设计



26

企业家：企业家精神的载体，经济增长的国王

财富创造中的企业家精神



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也就是说，把一
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
合”引入生产体系。熊彼特把新组合的实现称为企
业，把以实现新组合为基本职能的人称为企业家。
熊彼特认为，对企业家从事“创新性的破坏”工作的
动机，固然是以挖掘潜在利润为直接目的，但不一
定出自个人发财致富的欲望。他指出，企业家与只
想赚钱的普通商人或投机者不同，个人致富充其量
仅是他部分目的，而最突出的动机来于构建私人王
国的个人实现的心理，即“企业家精神”。

熊彼特：企业家精神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4%9F%E4%BA%A7%E5%87%BD%E6%95%B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4%9F%E4%BA%A7%E8%A6%81%E7%B4%A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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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鲁克：创新与企业家精神

创新是企业家精神的本质,没有创新,企业就不能成之为企业.仅有
技术创新不能构成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是企业的全面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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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健林：什么清华北大，都不如胆子大。

企业家精神之冒险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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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30年多来坚持的一个基本命题，就是企业家精神是经济增长
的源泉。一部经济增长史就是企业家的创业创新史，发达国家
是这样，中国也是这样的。所以理解经济增长的关键是理解企
业家精神如何发挥作用。
•企业家精神主要通过两个方面推动经济增长，第一个方面是通
过套利改善资源配置。第二个方面是通过创新推动技术进步。
所谓套利就是在市场当中发现资源配置的错配，发现不均衡，
然后通过改进资源配置来赚钱，最后推动了经济的增长。所谓
创新就是引入新的产品，新的技术，甚至新的资源。所以我们
企业家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套利企业家，第二是创新企业家。

套利型企业家VS创新型企业家

张维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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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小晖VS肖建华

套利：企业家还是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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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心：创新改变世界VS只谋求个人利益最大化
创造价值的方式：创新与套利，做生意与做企业
用人观：华为：以奋斗者为本；联想：打造没有家族的家族企
业
财富观：在个人、家族与共同奋斗者之间分配不同，企业家：
志同道合的伙伴共创心仪的事业并分享成功；商人：钱都是我
们家的。
结局：企业家死了，留下一家伟大企业；商人死了，留下一堆
钱和一群二奶。

这是极端化描述，多数人处于两者之间，每种色彩都有一点，
但都不突出。

企业家VS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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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才：复杂劳动的载体，主要包括：职业经理人、技术专家、
演艺明星、导演、主持人、学者、医生、律师、教师、财务
专家等专业劳动者

财富创造中的专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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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企业家雇佣资本，资本雇佣劳动

三种角色之间的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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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屹，1976年出生，籍贯广西，本科毕业于中国
科技大学，博士毕业于哈佛大学，斯坦福顶级纳
米技术华人科学家。崔屹的三项纳米技术发明：
高能量密度的硅负极电池、能过滤99%PM2.5又透
气的口罩、能透红外线从而快速散热的智能布料。
这三项技术分别三次被《科学美国人》评为“十大
改变世界的技术”。基于此三项技术，崔屹先后创
办了安普瑞斯（Amprius）、4C Air和Eenotech三
家科技公司 。

硅谷模式：科技创新者+资本+职业经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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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型创业者如果没有企业家精神和领导力
就只属于专才，扮演的只是复杂劳动者角色，
认知层面上属于功能性文盲，离开自己的专
业领域往往存在严重的认知遮蔽，在商业嗅
觉、冒险精神、组织能力、社交能力、沟通
表达方面往往也极度欠缺，以致难以胜任
CEO的角色。

科技创新驱动VS科技创业者的瓶颈

相当一部分科技型创业者的致命短板是眼里只有科技没有人
科技型创业者取得成功，本质上是他们是具备企业家精神的创业者，
恰好懂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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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VS职业经理人

软知识VS硬知识
隐性知识VS显性知识

不确定性问题VS确定性问题

知识的本质与企业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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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办大事，以识为主，
以才为辅；

识与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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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心者治人
劳力者治于人

劳软知识之心者治人
劳硬知识之心者治于人

劳力者基本不是人

劳心VS劳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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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云VS蔡崇信

创始人VS联合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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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化腾VS刘炽平

企业家VS职业经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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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崇信VS刘炽平

职业经理人VS职业经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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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蕾：无论马云的决定是什么，我的任务就是
帮其成为最正确的决定

企业家VS职业经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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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想VS秦致

企业家VS职业经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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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企图心VS低企图心
高风险偏好VS低风险偏好
软知识VS硬知识

确立目标VS实现目标
不确定性问题VS确定性问题
做正确的事VS把事做正确

例外VS例行

企业家VS职业经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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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鸿祎VS傅盛

创始人VS产品经理-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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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化腾VS张小龙

创始人VS产品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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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经理人转型创始人
段永平

1961年3月10日出生于江西南昌
1977年，考入浙江大学无线电系。
1982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北京电子管厂。
1985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攻读经济系计量经济学专业，88年取得硕士学位。
1989年3月，到中山市怡华集团下属的一间亏损200万元的日华电子厂当厂长，段永平决定做电子游戏机。
1991年，小霸王电子工业公司成立。三年之后，这间小厂靠小霸王游戏机、小霸王学习机、小霸王复读机三款爆品

将产值做到10亿元。巨大的成功也为段永平赢得了“打工皇帝”的称号，但他始终只是职业经理人而已。
1995年，段永平曾多次向怡华集团递交股份制改革方案，均未获得通过。于是，在小霸王最巅峰的时期，不愿一直

做一颗螺丝钉的段永平选择了离开。
1995年9月18日，他到东莞成立了步步高电子有限公司，黄一禾、陈明永、沈炜等6名原怡华集团员工追随他加入了

步步高。在创业之初，步步高就实行股份制，因为曾因股权问题出走怡华的段永平，深谙股权激励的重要性。
当时的步步高，无论是中层管理人员还是代理商都能入股，没钱的员工甚至可以向段永平借钱参股，用分红和股息偿

还。在此制度下，段永平仅拥有步步高17%的股份，但他因此换来了全员积极奋斗的局面。这一措施很快使“步步高”步步
登高，将步步高塑造成中国无绳电话、VCD、教育电子产品等领域数一数二的名牌。

1999年、2000年，步步高两夺央视广告标王。
1999年，段永平成立三家相互独立的公司，共享步步高的品牌和销售渠道：黄一禾执掌教育电子业务，陈明永出任

OPPO的CEO，沈炜负责VIVO。尽管在OPPO和VIVO均持有较多股权，但段永平只负责制定大的方向和战略，每年参加
两三次董事会，成为最悠闲的甩手掌柜。

1999年，段永平以其“明晰的远见和创新能力”，被《亚洲周刊》评为亚洲20位商业与金融界“千禧年”行业领袖之一。
2001年之后，段永平在步步高已退居幕后，用他自己的话就是“只是每年回国两次参加步步高的董事会。”段永平实际

是以投资人的身份对“步步高”进行控制。同时，段永平移民美国，在投资与慈善领域里颇有斩获。
2001年底，段永平开始以1美元左右“吃”进网易股。
2003年10月14日，网易股飙升到70美元，段永平持有的股票在一年多里涨了五十倍以上。
2003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对段永平的财富估价是10亿元，排第71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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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人：专业资本的掌控者
头部VC的创始人是企业家精神与复杂劳动的复合体

财富创造中的投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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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人：原生家庭
• 1964年9月
10日出生于
浙江杭州市，
马云的爷爷
在抗战时间
做过保长，
马云的父亲
马来法曾任
浙江省曲艺
家协会主席；
马云的母亲
崔文彩，曾
是无锡县评
弹团演员；

1969年12月16日出生于湖北省沔阳县
（今仙桃市）剅河镇赵湾村四组，父亲
毕业于沔阳师范学校，在沔阳县城一所
中学教书，母亲为赵湾村村民。

俞敏洪1962年9月4日出生于江苏省江阴市夏港镇
葫桥村的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父亲是一名远近
闻名的木匠，性格温和宽厚，爱喝酒；母亲李八
妹则是当地生产队的妇女队长，精明强干，很强
势，80年代初期就是村里的万元户。

王石1951年1月23
日出生于广西柳州，
父亲王辉是安徽大
别山金寨人，早年
参加红四方面军，
跟随王震去了新疆，
转业地方后担任柳
州铁路局副局长。
母亲姓石，锡伯族，
辽宁义县大户人家
出身。

王兴1979年2
月18日出生于
福建龙岩市，
父亲王苗是当
地最大的水泥
厂老板，王苗
的母亲曾经毕
业于厦门大学，
师从《资本论》
的翻译者王亚
楠。

张一鸣，1983年出生于福建龙岩，父亲
是龙岩科委的干部，后来去东莞开办电
子产品加工厂，母亲是护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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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宁：比能力重要1000倍的是你的底层操作系统

底层操作系统

何谓底层操作系统？
（碳9版底层操作系统）

•三观：世界观、价值观、
人生观
•三格：人格、性格、品格
•思维模型
•行为习惯



原生家庭、教育资源与社会分层之间的显规则与隐规则

知人：教育是社会分层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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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核心职能在教育
家眼里是教书育人，但
在政治家眼里教育最核
心的职能是通过考试对
人进行选拔，然后分配
不同层次的教育资源，
塑造掌握不同技能的人，
满足不同社会分工的需
要，最终形成不同的社
会阶层，教育是社会分
层利器。

原生家庭、教育资源与社会分层之间的显规则与潜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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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人口收入结构



• 社会是分层的，人类生而不平等；
• 原生家庭和教育背景决定了你的社会分层起

点，个人奋斗决定终点；
• 名望、权力、财富是衡量一个人社会地位的

主要标准，世俗但无法改变；
• 向上阶层跃迁的大门紧闭着，向下阶层坠落

的大门敞开着;
• 越没有社会地位的人越可能无视，越清高的

人越反感名、权、利的游戏规则；
• 拥有，才有资格淡泊名利；如果你什么也没

有，少谈淡泊名利，请先从底层奋斗开始；

中国社会的金字塔结构



•127家市值20亿以上互联网
公司创始人教育背景统计
•只计算第一学历，不算硕士
博士毕业学校
•资料来源：天善资本

知人：教育背景



顺丰王卫
高中毕业

三只松鼠章燎原
中专毕业

周黑鸭周富裕
小学毕业

知人：低学历高成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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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人：创业者中的学生会主席现象

马云

杭州师范学院
学生会主席

刘庆峰

中国科技大学
研究生会主席

沈南鹏

上海交通大学
学生会主席

江南春

华东师范大学
学生会主席

戴威

北京大学
学生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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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镕基：清华大学电机系
1947级，曾任清华大学
学生会主席

李克强：北京大学法律系
1978级，曾任北京大学
学生会主席

知人：中国最牛的学生会主席

周恩来：1919年五四运
动，《天津学生联合会报》
主编，天津学生运动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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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人：大学时代的极限体验

大学时代的骑行体验

1988年的暑假，就读于复旦大学哲学系的郭
广昌带领十几名复旦大学的同学，骑着自行
车从上海出发，沿着南中国海岸线，骑行
3000公里到了三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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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涌现：中国互联网创业谱系

群体进化形成群体智慧，最终带来群体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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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涌现：黄埔军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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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涌现：惠多网

金山创始人求伯君

微信创始人张小龙

腾讯创始人马化腾

小米创始人雷军

网易创始人丁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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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涌现：2013年的车库咖啡

火币创始人李林

金色财经、节点资本
创始人杜均

币圈首富李笑来

Dfund创始人 赵东

币圈大佬宝二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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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者的职业历练

选择趋势行业、头部
平台、关键岗位，特
别是知识和智慧密度
最高的学习型组织，
尤其是头部互联网公
司、头部VC或头部VC
所投资的A轮后创业
成长型企业，对创业
者成长有决定性作用

趋势行业、头部平台、关键岗位
选对方向、上对平台、跟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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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锚点

锚点原指海上漂泊的船最终寻找到属
于自己的码头，抛下锚固定船的位置。
创业锚点：离开学校之后，经过多次
职业历练和创业试错，确立一生事业
根基、突破口和爆发点，未来所有的
业务都建立在这个锚点的基础上，这
个点就是一个人的创业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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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锚点：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

从1988年24岁大学毕业，到1999年35岁创办阿里巴巴，马云寻找创业锚点用了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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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锚点：美团创始人王兴

•1979年2月18日出生，福建龙岩人，王兴的父亲王苗是当地最大的水泥厂的
大股东，项目投资高达 6 亿元。王苗现任龙岩凯盛房地产开发置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福建龙岩市人大代表、永定县政协常委；
• 1997年从龙岩一中保送到到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期间加入清华科技创业
者协会；
• 200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赴美国特拉华大学硕博连读；
• 2004年初放弃美国博士学业回国创业，最初尝试的多多友和游子图项目都
以失败告终；
• 2005年10月创办校内网，模仿facebook模式,项目上线后得到快速发展，
2006年因现金流危机以200万美元卖给人人网的陈一舟；
• 2007年5月12日，王兴创办饭否，模仿twitter模式，2009年7月因新疆7.5事
件被关；
• 2007年11月16日，王兴创办海内网；
• 2010年3月4日王兴创办美团，模仿Groupon模式，这是王兴的创业锚点；
• 2018年9月20日， 美团点评在港交所上市；

从2004年25岁回国创业，到2010年31岁创办美团，王兴寻找创业锚点用了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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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7年，赵长鹏出生在中国江苏省连云港农村，父亲是中国科技大学的教授，早
年随父母在合肥住过两年；
• 1987年，随父亲去加拿大，在温哥华住了6年；
• 1993年，16岁的赵长鹏进入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学习计算机。
• 1997年，大四毕业实习期间赵长鹏在东京的一家金融IT公司实习了一年，毕业后
留在这家公司，做东京股票交易所的交易订单匹配系统，一干就是4年；
• 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灭，日本经济不景气。赵长鹏去了纽约Bloomberg（彭博
社），27岁的编程奇才在两年时间里连跳3级，做到了公司的技术总监。
• 2005年，回国创业，建立了富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为券商开发速度最快的高频
交易系统。
• 2013年，与一名德扑牌友的接触启蒙了他对比特币的认知，之后加入了
Blockchain.info，成为这个团队的3号人物，负责Blockchain的基础架构和所有产品
的开发，在这个平台他认识了Blockchain的创始人Roger Ver，人称“比特币耶稣”和
本·里弗斯（Ben Reeves）；

创业锚点：币安创始人赵长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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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赵长鹏卖掉在上海的房产,拿出全部资金押注比特币，
他永远都是满仓比特币。
• 2014年6月10日，在何一撮合下，以联合创始人的身份加入
OKCoin，出任CTO，与徐明星、何一组成比特币天团；
• 2015年5月从OKCoin离职，离职争议闹得沸沸扬扬;
• 2017年7月14日正式创立币安，担任币安CEO，这是赵长鹏的
创业锚点;
2017年9月1日，币安获得千万美元天使轮融资，由泛城资本、
黑洞资本投资;
• 2018年2月登上福布斯数字货币富豪榜，以六个月赚了125亿，
个人资产11-20亿美元排名第三;

创业锚点：币安创始人赵长鹏

从1997年20岁大学毕业，到2017年40岁创办币安，赵长鹏寻找创业锚点用了20年。



创业者典型进化路径：出身豪门且大成

万科创始人王石 万达创始人王健林



创业者典型进化路径：中产跃迁精英阶层

字节跳动创始人
张一鸣

币安创始人
赵长鹏



创业者典型进化路径：出身寒门草根逆袭

新东方创始人
俞敏洪

复星创始人
郭广昌



创业者典型进化路径：低开高走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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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者典型进化路径：V型反转的人生

1953年出生，父亲薛子正曾任
北京市副市长、国家计委副主任、
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曾经在塔尖
第2级，处于顶层社会圈层；文
革爆发薛子正坐牢，13岁的薛
蛮子初一即辍学，1968年被发
配内蒙古插队当知青，跌落到第
9级，期间读了300本人文经典，
跟小伙伴比赛背英语单词，半年
背了1万个英语单词；1975年回
到北京加入中国文物出版社，接
触大批历史文化圈名流；1979
以专业课全国第一的成绩考入中
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生；1980
年赴美国伯克利读研究生认识孙
正义；后创办UT斯达康，从事
天使投资，投资了汽车之家、雪
球财经、美图秀秀等公司，重新
回到顶级精英第3级。

1928年1月23日，出生于云南省华宁
县矣则村一个农民家庭，去昆明求学、
20岁参加参加云南武装边纵游击队，
转业任华宁县盘西区区长、入党、
27岁 任 玉 溪 地 区 行 署 人 事 科 长 ，
1959被打成右派，下放红光农场改
造，后任新平县畜牧场、堵岭农场副
场长，曼蚌糖厂、戛洒糖厂副厂长，
1979年，任玉溪卷烟厂厂长，17年
奋斗将玉溪卷烟厂打造成亚洲烟王；
1999年因巨额贪污和巨额财产来源
不明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
利终身；2001年因重度糖尿病保外
就医；2002年，74岁的褚时健承包
了一片2400亩的荒山，投入1800万
元，开始种橙，2012年大规模进军
北京市场，褚橙品牌叫响全国，完成
从烟王橙王。2019年3月5日病逝，
享年9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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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成功创业者VS连续失败创业者

创业者典型进化路径：连续创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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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军：我曾经非常认真地学习、研究了那些大佬的
创业历史，比如马云、马化腾、李彦宏等。琢磨他
们的创业历程收获很大，尤其是马云的创业史。今
年1月，我专门去杭州和马云聊了3小时，主要目的
是感谢。我学习阿里巴巴的创业历史时学到了三点，
当然马云自己未必认同，这是我在做小米之前总结
的三点：第一点，任何一个大公司的成功，创业背
景一定是巨大的市场需求，否则想把公司做成是不
可能的；第二点，要找一群超级靠谱的人；第三点，
相对同行，要有一笔永远花不完的钱。

雷军进化史：学习马云创业史收获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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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学毕业开始，1991-2019年，雷军在28年时间
里完成五种社会角色的转换和跃迁：金山程序员-金
山的产品经理-金山的职业经理人-顶级天使投资人-
成功的企业家，他把每个角色都做到了极致。
认知进化：角色跃迁背后的核心能力就是超强的学
习能力，尤其是软知识学习能力，雷军具备极强的
自我认知、自我迭代和自我进化能力，这是雷军的
核心竞争力。

雷军进化史：雷军的五次角色跃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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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军进化史：金山三驾马车对标

求伯君自始至终是天才程序员，张旋龙自始至终是精明商人，他
们没有实现任何角色的跃迁，只有雷军完成了从程序员、产品经
理、职业经理人、天使投资人到企业家的角色跃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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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者的进化工具

创业者的进化速度取决于进化工具的选择，选择坐马车、骑自行车、开汽车、坐火
车、坐高铁、乘飞机还是坐火箭，你都是你，但你的进化速度有天壤之别。选择趋
势行业、头部平台、关键岗位，你就进入高铁、飞机、火箭进化模式，否则你就是
马车和自行车进化模式，大部分耍单帮的创业者都处于马车和自行车进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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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成功的本质是认知与圈层的变现，创业也一样

创业，从startup到IPO，就

是从底层社会向顶层社会

的阶层跃迁之旅，跃迁的

速度取决于你能否让自己

不断突破认知与圈层，实

现快速进化。

认知与圈层



古代草根逆袭的手段：暴力革命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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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公元前770年，秦襄公派兵护送周平王从镐京东迁
洛阳，被封为诸侯，秦国正式成为周朝的诸侯国。
秦穆公时称霸西戎，位列春秋五霸。战国初经过百
年的衰落期，河西之地被魏国夺取。秦孝公时任用
商鞅，施行变法，实现富国强兵，逐渐成为战国中
后期最强大的国家。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灭掉
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统一王朝秦朝，
称始皇帝。从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221年，从秦襄
公到秦始皇，历经36代54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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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汉高祖刘邦 晋武帝司马炎 隋文帝杨坚 唐高祖李渊 宋太祖赵匡胤

辽太祖
耶律阿保机

金太祖
完颜阿骨打

元世宗忽必烈 明太祖朱元璋 清太祖
努尔哈赤

从公元前2070年左右夏朝建立，到1912年清朝灭亡，4000年时间里，29个开国皇帝，只
有刘邦、陈霸先和朱元璋三个草根，其他都是豪门出身，草根率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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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底下无新事，你在创业路上遇到的问题，前人无数次地遇到过。

认知突破：企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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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一下这些牛人都有怎样的阅读习惯和阅读纪录，会得出一个

简单结论：平庸限制了你的想象力。

认知突破：企业家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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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层突破：贵人相助

草根逆袭的核心逻辑，就是识别掌握
关键战略资源的关键人物（贵人），
找到有效接触路径（翘板）、积累社
交货币建立信任（支点） ，提升自
己的可被压榨价值（筹码），最终构
建有效价值交换模型（杠杆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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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层突破—贵人相助

李光前 庄希泉 陈嘉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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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对时间、价值、目标、效率
的认知是完全不同的，越是牛人时间越稀缺，
目标越明确、越追求效率，越难约见，越是屌
丝越是时间不值钱，没有核心价值创造能力的
人在社交场上毫无价值。
从索取思维出发，出于功利目的，寻求即时满
足的社交绝大多数都是无效社交；
跨阶层社交绝大多数都是无效社交：大咖对你
有用，你对大咖有个鸟用？

社交背后的隐性规则：无效社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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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者要融资才到处约见投资人，
这种社交都是功利社交，本质与相
亲无异，创业者出于本能，功利社
交场景下通常都会梳妆打扮刷亮羽
毛给投资人看，这都是典型的无效
社交。投资人一年见1000个创业者，
本质上都是用战术的勤奋掩盖战略
的懒惰。

社交背后的隐性规则：无效社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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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利他思维出发
设计无功利场景
针对特定对象
做有效价值呈现
积累社交货币
建立信任基础

草根逆袭关键词：利无特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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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亿美元教练

比尔·坎贝尔，哥伦比亚大学橄榄球队教练，
哥伦比亚大学董事会主席，财捷Intuit 软件
公司董事长，苹果公司和亚马逊公司董事。
坎贝尔曾是硅谷众多企业领袖的精神导师，
包括谷歌创始人拉里·佩奇、谷歌CEO的埃
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苹果创始人
史蒂夫·乔布斯、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佐斯、
硅谷顶级风头KPCB合伙人约翰·多尔等一众
硅谷大佬的创业军师，是硅谷最负盛名的
万亿美元教练。

每一个创业者都需要一个比尔·坎贝尔



互动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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