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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二派”，一个充满了时代的诱惑与神奇的词
语。它的发明者是泰康人寿董事长兼 CEO 陈东
升，特指在邓小平 1992 年南方谈话精神激励下，
大批戴着政府机构、事业单位、科研院所“红
帽”主动下海创业的企业家。陈东升、田源、毛
振华、郭凡生、冯仑、王功权、潘石屹、易小迪
等，在今天被视为“九二派”企业家的代表。有
人将“九二派”企业家与美国的西进运动相比，
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胆量有多大，天地就有多
宽，野蛮生长。

陈海的《九二派：“新士大夫”企业家的商道和
理想》 一书，详细介绍了“九二派”代表人物的人
生经历、创业故事和思想观念。

据 《中华工商时报》 统计，1992 年这一年，全
国至少有10 万名党政干部“下海”经商。他们有的
是追求个性与创造，有的是处于仕途的边缘，博一
次改变命运的机会，有的完全是做“官倒”，赚一把
钱就跑。因此，“九二派”也就结局各异，有的已销
声匿迹，有的已经成为“教父”级的企业家，有的
则身陷囹圄。

“九二派”企业家的身上始终打着“红帽”的烙
印。他们的主业多以贸易、金融等服务业为主，原
始的发展都离不开“红帽”带来的资源与人脉；其
机遇意识主要来源于体制内，所以他们既缺乏“78
派工业英雄”草根的冒险精神，也缺乏“2000 派互
联网弄潮儿”的创新精神。

人类总是健忘的，但历史将记录这一切。“九
二派”企业家在中国的商业舞台上，出场、串
场、退场都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未必记得住企业
家的名字，但未来很长时间里，我们还会拿中
期、万通、泰康、华谊兄弟、新东方、汇源果
汁、零点咨询等作为商业经典案例来分析。值得
关注的是，“九二派”企业家最感念的，竟是 《有
限责任公司暂行条例》 和 《股份有限公司暂行条
例》 两个文件。

企业家精神不仅是投资创业、提高市场活力的
首要条件，也是实现创新和联结各种生产要素的一
种稀缺无形资源，是企业健康长寿的基因和根本，

是 企 业 核 心 竞 争 力 的 唯 一 真 实 来
源，对企业的成功发展至关重要。

“九二派”企业家最大的贡献是以自
身的实践挑战了“轻商主义”的传
统，以自身的故事呼唤真正的企业
家精神。可喜的是，“九二派”企业
家对企业家精神已经开始了新的思
考，黄怒波认为“企业家精神就是
毁灭性创新”，朱新礼认为“企业家
精神是让穷人变成富人，让富人变
成有责任感的人”……

《九二派：“新士大夫”企业家的
商道和理想》通过“九二派”企业家
的群像，发出呼吁：“一些国家之所
以不发达，不是因为他们缺乏企业家
禀赋，而是因为他们的企业家人才被
不当配置于政府或非生产性部门中
去。” “重振企业家精神就是要求民
众 理 解 企 业 家 在 市 场 经 济 中 的 作
用。”如此看来，“九二派”企业家的
历史使命还在继续。

最 近 ，美 国 中 文 翻 译 家 徐 穆 实（Bruce
Humes）在个人网站上刊出公开信，就中国有关
机构近年来推动的文学外译提出若干具体建议，
将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战略落到实处：

建立“驻地翻译”基金，积极征募外国翻译家
到中国短期居住，体验中国文化，结识中国作家、翻
译家和出版人（受惠对象应注重国别和语言的多样
化，避免过度集中于英、法、德等欧洲语言）；

放宽签证条件，以使翻译家工作期间合法居留
中国；

办好网站，多搞活动，帮助中外翻译家们沟通和
交流。

他的建议，不仅在海外的中国文学翻译圈内引起
了共鸣，还让国内业界又一次正视“外国翻译家”这一
文学出口生产线上的关键环节。

“驻地翻译”

徐穆实离开美国老家已 30 余年，期间大部分时间
生活在中国，视这里为第二故乡。他英译的迟子建小
说《额尔古纳河右岸》2013年年初由兰登书屋旗下的哈
维尔塞克书局出版后，英国《金融时报》据此评论该书
是“一位具有罕见才华的作家对鄂温克人恰如其分的
致敬”。他近年专注于少数民族文学，于去年夏天赴
土耳其修习土语，以备将来从事汉语与突厥语之间
翻译史的研究。

徐先生说，在西方，文学翻译家是被当成专
业作家的，有些人的译著在亚马逊网站上架

时，还坚持把自己标为“合著者”。中国人对
外国翻译家的态度在 2012 年 10 月后发生

了微妙的变化。经葛浩文删改后的译本
帮助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此后

虽然还有人说“只有我们中国人才
能理解并忠实地翻译我们自己

的文学”，不过大多数人已认
识到，与外国翻译家、经纪

人和出版商进行密切
合作，不失为明

智 之 举 。
“ 但

是我担心，中国目前资金充裕的文学机构正在大力推行
一条政治正确的出口‘生产线’，却忽视了供应链上的一
个关键部分——外国翻译家。”

徐穆实介绍，欧盟和美国都有相当数量的“驻地翻
译”项目，对外国翻译家包吃包住，负担来回机票，发放
数额不等的津贴。RECIT（欧洲国际文学翻译中心网
络）旗下包括12个驻地翻译项目，分布于比利时、英国、
法国、德国、匈牙利、意大利、荷兰、瑞典和瑞士。

“匈牙利翻译之家”创办于1988年，可同时为6位翻
译家提供2到8周的入住服务。还有些项目只给津贴，
用以支抵吃住费用。如“爱尔兰文学交流”中心可供翻
译家在爱工作最长 3周，亦有机会与作者见面，到图书
馆借阅，深入体验当地文化、语言和艺术环境，从而获得
对爱尔兰当代文学的直观感受，目前已有多位中国翻
译家受惠。

美国的佛蒙特工作室中心 （Vermont Studio Cen-
ter） 每年为 6 位中国诗人提供津贴，以供入住和翻
译。LTI 韩国文学翻译院提供全学年 （9 月到次年 6
月） 的培训，每周上课9到15小时，研习翻译，与韩
国作家见面，文学采风。每年都有几位外国学生获得
翻译学院的奖学金。

无薪星探

徐穆实说，如今大部分从事中国文学翻译的外国
人已不是西方大学里的汉学家。相反，很多年轻的、
极有发展潜力的翻译家就在中国工作，有的干记者，有
的当老师，不少人只有旅游签证，等到接手大的翻译项
目时，却很难以此申领签证，无法保证在翻译期间合法
在中国居留与工作、与作者见面，并研究时下语言的用
法。

“在一条能让中国新生作家引起海外经纪人和出版
商注意的‘供应链’上，这些自由翻译家是一个很少
为人所知的组成部分。一些人有效地起着无薪文学星
探的作用，到处搜寻文学天才。一旦有所发现，他们
便将作品节译出来，向外国的文学杂志和文学经纪人，
甚或海外出版商推荐。”徐穆实打了个比方：“想想看，
随便什么时候都有几万名外国进口商待在中国。他
们拿着商业签证，可以访问工厂，参加行业博
览会，寻找新的资源，而无马上回老

家 之 虞 。 我

建议确保自由文学翻译家和文学星探申领签证（至少
为期数月），允许他们合法地从事自己的工作，并且广
而告之，以便他们了解怎样申领！”

透明的网络平台

徐穆实说，设计得当的网络平台对中国文学“走出
去”有着不言而喻的重要性，能让作家、翻译家、文学经
纪人和出版商发现彼此并展开互动。中国有关部门已
经建起了“中国文化对外翻译与传播网”，有了译者
库。“可这个网站全是中文，既称不上‘国际性’，也
没有‘互动性’。”

徐先生将英文网站“纸共和国”（paper-repub-
lic。org） 视为好平台的范本。它建立了翻译家和中
国作家两个数据库，更重要的是，它吸引了一个由
翻译家、经纪人、采购编辑、出版人和中国文学
译本读者组成的活跃社区，差不多天天都有关于
中国小说和诗歌的新文章发表，谈论着尚未得
到翻译的新作、对新译本的评论以及种种影响
文学翻译“产业”的话题，许多业内人士成
了该网站的定期访问者。

“如果有志于促进与外国翻译家、出版
商的合作，那么申领翻译津贴的过程就应
该更为透明。中国作家协会主管这一项
目，但我们都是间接知道的，作协网
站上就找不到介绍。这样的项目应
该有详细说明，用英文推介，让
翻译家们和各语种的出版商都
能了解。”

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麦家小说

在海外畅销，外国翻译家功不可没。

他们以优美的本国语言、适合西

方人阅读的视角进行翻译，将中

文图书接引到彼岸并焕发

出神秘光彩。

图书欲图书欲出出 翻译先翻译先进进
康康 慨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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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易老学难成，一两光阴不
可轻。未沉池塘春草绿，阶前梧叶
已秋声。

——劝学诗 崔学路书

崔学路，1945年12月出生于哈
尔滨，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1985
年创办《青少年书法报》，任社长、总
编辑。1994 年卸去报社总编职务
后，遍临古帖，其小楷用笔精微而厚
重，注重神意表达；大字用笔沉着深
刻，雄奇而内敛；篆书溯源古文字，
自成一体，年老尤爱草书。

6月24日晚，日本著名的丸
善书店总店举行了日文版《鲜为
人知的中国名胜古迹》 首发式，
著名演员、日中亲善大使关口知
宏现场签售，上百名日本朋友参
加，场面热烈。该书由日本侨报
出版社5月底推出后受到日本各
界好评，6 月 16 日的 《东京新
闻》 和 6 月 20 日的 《周刊读书
人》 进行了报道，《日贩速报》
还将在“注目的新书”专栏介绍
该书。

日本原驻华大使宫本雄二在
序文中介绍了这本书的由来：在
中国，风光秀丽、历史悠久的名胜
古迹为数众多，数不胜数。然而，
其中也有这样一些“另类”的景
点：有些虽久闻其名，但以前未对
外国人开放；有些在“文革”时期
遭到破坏，之后一直年久失修；有
些最近才作为旅游景点修葺一
新，逐渐引人注目。尽管这些景
点也有其独特魅力，但是在一般
市面上的旅游手册里却鲜有介
绍。日本日中关系学会很多人造
访过这些“名不见经传”的景点或
地方，这些商务人员、大学老师、
政府机构派驻人员、媒体人士和
留学生，出于内心的喜爱，尝试着
撰写了一些介绍这些“鲜为人知
的中国名胜古迹”的文章。最初
只是刊登在《富士产经商报》作为
连载（栏目名为“FOCUS 中国”）
每周一期，后来相关人士便将这
些文章编辑成册做成了这本旅游
手册。我认为，这本书的特色在
于：它不只是单纯地介绍这些地
方的景致如何漂亮或者旅游价值
如何重要，而是注重让读者在了
解这些景点的同时对中国的文
化、社会及经济背景有所认知。

《鲜为人知的

中国名胜古迹》

在日受好评
海 龙

书，是一个好东西。读书，是一件好事情。静心深读，是一个好习惯。
担任过北京奥组委执行副主席的蒋效愚，对记者讲起北京奥运火炬在

境外传递时遇到的磨难，没有避过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和 《无脚飞行
员》 这些书对他的影响。几十年静心读书的习惯，培养了蒋效愚审慎、全
面思考问题的思维方式，使他能提前考虑到问题的发生，并在事情发生之
前，已经有了充分的预案。

伴随着科技的进步、国家教育水平的提高、公民文化素质的提升，现
代人的阅读习惯有了许多新变化。蒋效愚经常在不同场合看到人们抱着手
机阅读，“这说明现代人们阅读的习惯还是有的，不同之处在于阅读的工具
和方式变了”。

他认为，阅读理应是一种生活方式，人们应该静下心来阅读书籍、思
考问题。快餐式的阅读，或许是出于工作和生活的需要，或者是把阅读当
做“急就章”的事。匆匆浏览的电子化阅读方式无可厚非，然而如果人们
每天都在匆忙当中进行阅读的话，应该不完全是一个好事。“技术的便利让
人们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都不能静下心来认真地思考，让人们少了积淀、
多了浮躁。正是因为扎实努力、
持久付出过程的缺失，少了坐十
年冷板凳的磨砺，造成了现今社
会很多东西都是粗制滥造、不完
美的，不要说历经几十年上百年
历史的检验，就是三五年的时间
考验都过不了关。特别值得关注
的是，当今社会缺乏一种静心实
干、追求完美、追求极致的意
识、理念、素养和氛围。而一个国家如果不具备这种氛围
和理念，一个民族如果不具备这种意识和素养，那么，这
个民族就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民族，这个国家也不
可能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所以，这种‘蜻蜓点水’式的
阅读，不应成为我们阅读的主要习惯和传统。”

诚然，阅读也是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的，如果一个人每
天都在为“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些基本生存条件而劳碌奔波，
客观来讲，他对阅读就不会有太大兴趣。经历过10年内蒙古
插队锻炼的蒋效愚在承认客观环境影响的同时，又语重心长
地告诉记者，这并不能成为一个人不去阅读的理由或者说是
借口，“恰恰是那些不随波逐流，能够认真静下心来踏踏实实
读书、踏踏实实干事的人，才可能成为这个社会的脊梁。社
会浮躁，过客匆匆，如果青年一代能够不与之为伍，能够坚持
走自己的路，我们民族才有远大的未来”。要利用新技术手
段，去阅读更多有价值、有深度的内容，而不要反过来成为垃
圾信息的俘虏和新技术的奴隶。

纸质读物会不会在未来的某一天消失呢？蒋效愚说：
“阅读纸质的书，遇到有启发的段落，可以很方便地做眉批，
写下当时的思考。尤其是对于那些做学问或者从事写作的

人来讲，纸质的书不可或缺”，“那些被批注的书，有些已经成为了我们民
族的宝贵财富，比如毛泽东圈点《二十四史》，从书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他的
一些思维、一些看法，得到各种启发。”所以，他并不认为纸质书会被电子
书完全取代。

链接 蒋效愚，男，1948年4月生，北京师范学院政教专业毕业，法
学学士，教授。历任北京师范学院团委书记，
共青团北京市委副书记，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常
务副院长，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北京市文
化局局长、党组书记，北京市朝阳区区委书
记，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第29届奥林
匹克运动会组织委员会执行副主席，第十一届
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现任
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会副会长，中国文化管
理协会执行主席。

蒋效愚：静心深读是好习惯
石 畅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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