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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0日下午1点，北京气温直逼30摄氏度。
在偌大的施工场地里，地面一尘不染。阳

光透过几千片形态不一的拱形玻璃倾泻下来，
洒在李建华身后。此时的他正蹲在一根柱子后
面，仔细检查容易被忽略的细节，“你看这里，
还有条缝没对上。”“骨架连接处才用了两个螺
丝钉，太单薄了。”他一边向工人指出，一边用
手机拍照记录，等整改完了，他还要一一复查。

这是位于北京天安门以南46公里，雄安新
区以北55公里的首都新机场建设工地，主体工
程预计年内完成。抬头望去，航站楼顶流畅的曲
线已呈现出“凤凰”展翅欲飞的姿态。工程明年7
月竣工验收，10月1日试运行。建成后，新机场
将大大缓解首都国际机场空域资源紧张的局
面，成为展现中国国家形象的新国门。

今年 48岁的李建华是北京城建集团新机
场建设副总指挥兼项目经理。他身材健硕，长
着一张棱角分明的国字脸。他出生的 70年代，
正是中国对外友好往来频繁时期，外国领导人
及王室成员纷纷来华，中国航空事业发展加速
向前。

1995年大学毕业后，李建华便投身到机场
建设中。从最初面积只有 33.6 万平方米的 T2
航站楼，到面积超过100万平方米、配备世界上
最先进飞机引导系统的 T3 航站楼，再到如今
创下两个世界首次——“双层到达、双层出
发”“高铁线路在航站楼内部穿过”的新机场，
20 多年的机场建设生涯让李建华成为北京民
航事业尤其是被誉为“第一国门”的机场建设
的见证者。

在李建华看来，建机场需要与时俱进。“我
喜欢新思路，新方法。”他至今记得在建设T2
航站楼时，老一辈工程师用纸笔绘图，用手算
所有数据，“图纸堆得跟山一样。”如今，他的团
队引入了数字化施工，所有方案直接在电脑里
进行三维建模，“一张图纸也不需要，一个数字也不用手算。”

在秘书孙斌眼中，李建华是一个“超级完美主义者”。桌面
上从来不会留过夜的文件。每天晚上8点，管理团队准时开会。
他掏出一根笔，对着任务表一项项核实。这一项完成，划掉。下一
项未果，找到责任人，说明原因，即刻解决。

对于现场施工环境，李建华也要求保持干净、有序。工人
们会随身带着扫帚和簸箕，及时清扫施工残余。2017 年 2 月
23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新机场航站楼视察，他指着干净整
洁的工地称赞道：“现场管理井井有条。”作为新机场设计者
的扎哈·哈迪德工作室负责人更是在参观后感叹：“这是世界
上最干净的工地。”

目前，工期目标提前完成，质量安全坚持高标准。机场航
站楼主体已进入精装修阶段。李建华办公桌前的进度表上显
示着：4月 28日，航站楼前高架桥完成施工；10月底，外立面
亮相；年底，进行单系统调试……

“机场比我自己的孩子都亲。”每当路过自己曾参与建设
的航站楼时，李建华总会驻足停留片刻。这里有最漂亮的清
水混凝土墙面，那里大面积使用了钢绞线……一砖一瓦都凝
结着自己和无数机场建设者的心血。“想到参与了这么多大
工程，挺自豪的。”李建华微笑着说道。

更让他欣慰的是，平日难得一见的女儿也知道爸爸在干了件
了不起的事。小小年纪的她告
诉李建华下次要考班级第一
名，“毕竟我的‘野心’和我爸一
样大。”李建华特意把这段话截
图保存下来，夜深人静时翻出
来看看，心里就充满了动力。

“像第一次进城看到摩天大楼”

“生活像一列火车，很少有什么能掠过你的车窗，然
后改变你向外张望的姿势。”当29岁的谢雪莲（Frances-
ca Chia）在微博中写下这句话时，她已经找到了这个

“很少有”的东西。
谢雪莲是纳迪的“老乡”，她以马来西亚互联网企业

GoGet创始人的身份，参加了培训。“当我在报名截止前
几分钟点击‘提交’按钮时，我并不知道，这会改变我。”
谢雪莲说。

对谢雪莲而言，中国并不陌生。2007年，谢雪莲在清
华大学读过书。但是，这次来中国，她仍然感觉“像第一次
进城看到摩天大楼，然后说：‘哇！我们家乡没有这个。’”

一到浙江杭州，谢雪莲突然意识到，自己忘了将马
来西亚币兑换成人民币。当她到处找地方换钱的时候，
她得知，在杭州，很少有人会拿现金消费。“我感觉自己
做了一件蠢事。”谢雪莲说，中国变化太快，正在进入无
现金社会，跟我记忆中的完全不一样了。

吴亦颖（Ng Yi Ying）也参加了这次培训。她算是
谢雪莲的学妹——2012年，她进入清华大学读书。刚到
中国读书的时候，父母担心她在中国买不到生活必需

品，就给她带了 100 公斤的行李。当到了清华大学校门
口后，她被满眼的包裹震惊了——所有人都在网购，淘
宝上能买到几乎所有想要的东西。那时的中国已经进入
了网购时代。

纳迪也感受到了中国互联网的飞速发展。起初，纳
迪会带着钱包参加各种培训课程，可是到培训第4天的
时候，他直接将钱包扔在了宾馆房间里。“因为根本用不
到现金。我可以用支付宝购物、转账、充话费、玩游戏
……”纳迪说。

中国的这些变化，引起了一名叫他诺（Taro）的泰国
创业者的兴趣。于是，他这次也报名来了中国。

他诺是泰国一家旅游公司的 CEO。泰国旅游业是
东西方文化碰撞最显著的产业之一。让他诺感觉有意思
的一个地方是东西方支付方式的明显不同。西方人使用
维萨（Visa）和万事达卡（MasterCard），但是中国人到哪
里都是用手机，都要扫二维码。“泰国旅游业如何真正实
现无现金支付，如何改变传统行业，还需要深入的思
考。”他诺说。

“以前向西看，现在向东看”

今年 33 岁的巴基斯坦人弗权·基德瓦伊（Fur-
quanKidwai）曾是英国苏格兰银行最年轻的副总裁，一
度是美国纽约华尔街和英国伦敦金融街的投行精英。
2013年，弗权·基德瓦伊决定从英国回到巴基斯坦创业

——创立名为Dawaai的在线医药平台。
7 年的投行经历，让弗权·基德瓦伊的创业一开始

就头顶光环。然而，创业5年的他这样描述现在的状态：
每天早上7点半，把5岁的孩子送到幼儿园，这是我每天
唯一能跟他交谈的机会，我每晚要工作到 11点半才回
家。“即使是这样忙，我已经3个月没有给自己发过工资
了。严格意义上讲，我现在是破产状态。”

弗权·基德瓦伊说，他曾经试图招聘在英国留学的
巴基斯坦学生，可当他们看过他租的办公室后说，“太糟
糕了，我不干”。除了招不到人，Dawaai也没有得到投资
人的青睐。

西方的经验没有给弗权·基德瓦伊带来想象中的成
功，于是，他开始向东方求教。“我所受的教育全部来自
西方，在来中国之前，我没有想到，我会从中国义乌，从
阿里巴巴商学院学生身上，找到强大的力量。”弗权·基
德瓦伊说。

谢雪莲有着同样的感受，她说：“以前我们向西看，
学习西方的绩效考核、流程管理、精益框架等等，这次中
国之行让我们开始向东方看。”

在阿里巴巴，学员们进行了一次有趣的体验——倒
立。这是阿里巴巴早年的文化之一，淘宝早期员工，都要
倒立30秒才能入职。倒立可以让人换个角度看世界。

在谢雪莲看来，中国之行就是让她换了一个角度看
世界。西方企业强调绩效，中国企业更强调文化。

培训第二天的第一场讲座是讲文化。让谢雪莲感到
奇怪的是，主讲人来自财务部门。“讲企业文化不应该是
找人力资源部门的人吗？”谢雪莲有些纳闷。后来她明白
了，如果一个公司企业文化够浓厚的话，哪个部门的人
都能讲清楚。在阿里巴巴，谢雪莲接触到的企业文化是：
拥抱变革、团队合作、利他主义、客户至上，等等。

如今，“一带一路”倡议已经获得全世界认可。在阿
里巴巴的课堂上，经常听到创业者们对“一带一路”的提
问。

马来西亚创业者黄芷情（Lennise Ng）说：“我相信
‘一带一路’是一个巨大的机会，将会把各国联系到一
起，成为普惠式全球化的一部分。”

“这个数字是不是翻译错了？”

实地参观比课堂培训更让学员们印象深刻。
在参观孵化器期间，当演讲人说到“去年中国科技

公司融资超过3000亿元”时，学员们面面相觑。
“当时，我在想，这个数字是不是翻译错了。”谢雪莲

说，后来参观很多企业发现，他们在讨论问题时使用的
单位不是“百万”，而是“十亿”！中国的市场太
大了。

阿里巴巴商学院孵化的一家电子商务公
司，每天销售一万条安全带，第一年利润就达
到了 2400万元。这让谢雪莲很震撼：“现场参
观的学员，将各自的公司加在一起，才能有这
样的利润，而我们这些公司都已经经营了2—
4年了。”

培训中接触到的很多案例也让纳迪感到
震撼。在距杭州80公里的农村，4个家庭靠卖
核桃，年收入 2000万元；一个贫困学生，在教
授的指导下，从 2003 年开始创业，2008 年之
时刚好赶上电子商务发展浪潮，年销售额超
过1.5亿元。

当然，让纳迪印象最深的还是沈杨健的
故事。

沈杨健是阿里巴巴商学院的学生。在大
学期间，沈杨健多次到新疆阿克苏、库尔勒、
奎屯以及青海、四川等地，对当地农民进行农

村电商培训。他发现各地有太多好的农产品，可是好产
品卖不出好价格，甚至年年滞销。于是，沈杨健萌生了帮
助这些农民卖农产品的念头。

2017年上半年，沈杨健大学毕业，这个念头终于得
以实现。他尝试通过电商帮助四川农民卖水果。2017年
他们卖得最火的产品是猕猴桃，平均每个月销售300多
万颗。

沈杨健的故事让纳迪很受鼓舞。“仅仅是卖水果，就
有这样的销量，我的公司为什么不可以呢？”纳迪说。

“这辈子做过最好的投资”

事实上，37 位创业者都是带着各自的问题来中国
的，他们或者面临基础设施不好的现实，或者陷入融不
到资的困境，或者进入事业发展的瓶颈期。对他们而言，
中国的知识和经验可谓雪中送炭。

谭玟佑（WenyouTan）成长于新加坡，在印尼开办
了一家互联网金融公司。谭玟佑是华侨，普通话虽然说
得不太溜，但喜欢把“先苦后甜”这句中国人的常用语挂
在嘴边。

在中国的培训，让他对企业价值观有了更深的认识。
阿里巴巴的愿景、宗旨，让谭玟佑感慨自己曾经“招错了
人”，“多走了弯路”。“公司的平台越来越大，只有真正愿意
吃苦，和公司秉持同样价值观的人，才是我们需要的人。”

印尼人黄正业（Budi Handoko）曾在澳大利亚生活
过十多年。后来他发现，印尼的卖家常常为了给货物打
包花上数小时，甚至在物流公司呆到大半夜。于是，黄正
业回到印尼雅加达，经营起一家线上物流公司。

在中国看到农村淘宝的发展后，黄正业真正体会到
“电子商务对所有人都是公平的，哪怕是生活在偏远乡
村的人，也同样拥有加入这场游戏的资格。”

回国后，黄正业决定去印尼的农村看看，看看在那
儿能做些什么。“我知道印尼的农村蕴藏着巨大的生产
力。他们每年都在向外出口商品，可就是量上不去。我想
看看，到底是当地物流出了问题，还是人才培训出了问
题。”黄正业说，“在阿里巴巴培训后，我感觉我应该对我
的社区，作出更大的贡献。”

今年40岁的乔文科（JowanKo）来自印尼，是这次培
训中年龄最大的学员。他说，“来中国学习，让我少走20
年的弯路，这是这辈子做过最好的投资。”

37 位创业者受中国发展前景的感召，走进阿里巴
巴的课堂。他们跟自己的祖先从中国进口茶叶、瓷器一
样，将所需的东西带回祖国。他们的历史使命是，抓住互
联网时代的巨大发展机遇。

本栏目主持人：刘少华本栏目主持人：刘少华

本栏目主持人：严 冰本栏目主持人：严 冰

同阿拉伯朋友见面，总有一见
如故的感觉。这种亲近感缘于我们
对待彼此的热情和真诚，也是缘于
中阿两个民族的长期交往。

回顾中阿人民交往历史，我们
就会想起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香
料之路。我们的祖先在大漠戈壁上

“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在汪洋
大海中“云帆高张，昼夜星驰”，走
在了古代世界各民族友好交往的
前列。甘英、郑和、伊本·白图泰是
我们熟悉的中阿交流友好使者。丝
绸之路把中国的造纸术、火药、印
刷术、指南针经阿拉伯地区传播到
欧洲，又把阿拉伯的天文、历法、医
药介绍到中国，在文明交流互鉴史
上写下了重要篇章。

千百年来，丝绸之路承载的和
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
共赢精神薪火相传。中阿人民在维
护民族尊严、捍卫国家主权的斗争
中相互支持，在探索发展道路、实
现民族振兴的道路上相互帮助，在
深化人文交流、繁荣民族文化的事
业中相互借鉴。

—— 摘 自 习
近平在中阿合作
论坛第六届部长
级会议开幕式上
的讲话

（2014 年 6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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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国创业者来华培训国创业者来华培训

““来中国学习来中国学习，，少走少走2020年弯路年弯路””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潘旭涛潘旭涛

在马来西亚创业圈，纳迪 （Nadhir）
小有名气。他经常穿着印有卡车图案的红
色Polo衫，出现在各种访谈节目中。

纳迪是马来西亚吉隆坡一家互联网物
流企业的联合创始人。他的公司在马来西
亚有100多个分部，雇佣了几千名货车和
卡车司机。

可这两年令他发愁的是，公司规模扩
张了，每月收入却一直徘徊在几十万美元。

在纳迪发愁的时候，中国西部的一个
小伙子开始创业了。

2017年，一位名叫沈杨健的大学生毕
业后，尝试在网上卖水果。现在他的网店
每个月成交额超过100万美元。

不久前，纳迪见到了沈杨健。听完沈
杨健的故事后，纳迪很吃惊，更重要的
是，他重拾了信心。“在中国 10 天的学
习，将推动我未来10年的发展。”纳迪说。

纳迪所说的10天学习是指他近期参加
的互联网创业者计划，正是这个计划让他
知道了沈杨健的故事。这个计划由联合国
贸易和发展会议与阿里巴巴商学院共同发
起，计划在5年内为发展中国家培训1000
名创业者。

最近，来自泰国、印尼、巴基斯坦、
马来西亚、柬埔寨、菲律宾、越南 7 个

“一带一路”参与国家的37名青年创业者
报名参加了培训。

海外学员在阿里巴巴商学院与创
业学生交流。

海外学员在阿里巴巴商学院与创
业学生交流。

学员在浙江嘉兴菜鸟仓库参观学习智慧物流。

学员在杭州临安区白牛村等地方参观农村电商。学员在杭州临安区白牛村等地方参观农村电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