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崔滨

B04 2015年8月7日 星期五 编辑：蔡宇丹 组版：马秀霞>>>>创富·后窗

历史上的那些富和尚们

本周，80余位少林寺僧人如期抵达泰国，展示少林功夫，惟方丈释永信
缺席。这位中国最有名僧侣如今正处在风口浪尖上，所有这些尘世纷扰的源
头，都来自似乎最不应与修持沾边的阿堵之物。

没错，连人民日报旗下的评论渠道侠客岛都在强调，“释永信坐奔驰，打
飞的，红光满面，带着巨大的访问团走遍世界永不停歇，去澳洲一掷千金置
下产业，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拿着苹果手机，与各路大小官员一线二线三线明
星谈笑风生。这个被清规戒律束缚着的人，上蹿下跳于红尘世界。况且，他还
那么有钱。”

和尚与金钱之间总有纠缠不清的联系，白马东来佛兴震旦两千余年，如
何让这个外来宗教在华夏大地开枝散叶，一直是上至朝廷下至僧侣平民都
关心的问题。

唐朝之前，所有佛教机构和僧侣都由国家供养，相当于眼下财政全额拨
款的事业单位，不仅衣食无忧，还时不时冒出像梁武帝这样让政府向寺院拨
巨款赎身还俗的超级佛教粉丝。

到了宋朝，在崇商主义熏陶上，寺院僧侣主动转型改制，变身为效率卓
越的商业运营机构。学者黄敏枝在《宋代佛教社会经济史论集》中考证，宋代
寺庙除了捐赠供奉这样的公益收入，更开发出“长生库”这一金融产品。

以寺庙为信用主体，僧侣主动向周边的居民、商户吸收存款、抵押物，再
以此为本金发放贷款，赚取息差，盈利用于买田置地发展农业，完全是一条
金融与实体经济紧密相连的完整产业链。

北宋名臣王禹偁在《小畜集》中记录，单单福建一省的寺院岁入盈余，便
是36万5千贯。而当时城镇居民的家庭年收入，不过区区300贯左右，可见寺
院之富庶。而这一生财之道延续至现代，更是发展成了台湾高僧星云法师所
罗列的“庙产收租、经忏佛事、法会油香、素斋筵席、标会贷款”等十六大项商
业经营收入。

所以，想想去年福建名刹昭明寺的方丈，因陷入当地民间借贷崩盘而锒铛
入狱，把少林寺打理成名副其实的“天下第一名刹”，释永信的商业头脑不仅算
不上离经叛道，欺佛叛师，还绝对当得起西方媒体对他“少林CEO”的赞誉。

至于名利双收后的释永信“饱暖思淫欲”，说起来也无非是延续了佛教
在中国传承千年的潜风暗流。且不说玄奘大弟子辩机因与高阳公主两情相
悦成为千古情僧，宋代庄绰在笔记《鸡肋编》中甚至记载，广东的和尚富了后
常常娶妻生子。到了清朝，有家室俨然成了富和尚标配。

凌蒙初在《初刻拍案惊奇》评价：“这些僧家受用了十方施主的东西，不
忧吃，不忧穿，收拾了干净房室，精致被窝，眠在床里没事得做，所以千方百
计弄出那奸淫事体来。”

如果说凌濛初是以凡俗之心度高僧之腹，那么，南宋济宗禅师宗杲的
“饮酒食肉，不碍菩提；行盗行淫，无妨般若”干脆就是承认了和尚也做不到
禁绝七情六欲。所以，此刻身陷舆论漩涡中的释永信依然平静如常，仿佛权
力、商业与个人欲望的纠缠糅杂，不过是灵山悟道路上的必经之路而已。

80后企业精英

准备40岁退休

你怎么看

“我的目标是40岁退休。”说这
句话的是进入世界500强的某集团
旗下一家实业公司的财务总监J总，
1982年出生的他说话、举止老成持
重。

J总一毕业就到集团下属一家
星级酒店做会计，两年后成了财务
总监，是整个公司有史以来最年轻
的财务总监。过硬的专业技能是一
方面，更重要的是J总惯于颠覆式创
新，并善于利用财务手段整合资源，
这是任何一位老板都求之不得的。

在酒店的
出色表现直接
将J总送到集团
总部，成为管理
数千亿资产的
集团首席财务
官的助理。从去
年开始，J总被
派到现在的实

业公司，继续担任财务岗位负责人。
“这是我们在行业低谷时收购的一
家公司。去年我们研判行业即将回
暖，于是总部投入大量资源提前备
战。”J总称，经历了总部锻炼，他对
具体管理一家企业已经是轻车熟
路。他来后当年就实现了扭亏，下一
步目标直指上市。

“我现在就剩上市公司没有玩
过了，等把公司做上了市，我的职业
生涯就圆满了，40岁正式退休。”J总
说，在外界看来像他这种年纪轻轻
的职场精英前途无量，40岁正是大
展身手的好机会，退休实在让人大
跌眼镜。

“我喜欢我做的事业，但一直奔
跑的感觉实在太累。”J总坦言，自己
光喝酒就伤过两次，肠胃动过三次
手术，对做企业的来说这不稀奇，但
对80后的他来说，明明已经十分清
晰的合作，非要通过繁琐的应酬来
实现，让他十分不适应。“我退休后
会到国外游学，重拾书本。”

J总的计划能否实现？一路谈下
来，你分明会察觉到他身上时刻散
发出的某种气质：年少成名，依靠个
人实力从一个个关键岗位上走来，
其间必定迎接过种种看似无法完成
的任务，最终又一个个征服，这种桀
骜不驯的自我挑战似乎已经内化成
一种惯性，在这种惯性支配下，轻言
退休几无可能。

现实中不乏J总这种精英人士，
在事业巅峰期却想急流勇退。然而
面对高歌猛进的事业，跟随自己打
拼的团队，赏识重用的老板，中国独
有的商业环境能否允许其退休？即
便退休成功，短暂平静后，多年职场
生涯造就的价值观是否又会说服其
重出江湖？种种纠结恐怕折磨着一
批批企业精英。这倒应了《笑傲江
湖》里任我行说的话：只要有人就有
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
湖，你怎么退出？

半年时间，滴滴快的业务从
出租车、专车扩张到了快车、顺风
车、代驾、巴士等领域，未来可能
去做的还有城际出行、航班出行。
5日还有消息说中投承诺投资滴
滴快的。大家的第一反应是，这笔
买卖若是做成的话，那么滴滴快
的就是中投亲戚了，谁还敢来“查
房”呢！

这个消息让人看到滴滴快的
消弭政策阻力的契机，也一下让
人感受到投行出身的滴滴快的总
裁柳青的能量。中投若肯为滴滴
快的背书，无形中会扮演推动政
策改革的力量。

“我不敢想象滴滴快的没有柳
青，今天是什么样子。”这是一位投
资人的感慨。在滴滴A轮投资人朱
啸虎眼中，柳青既有巧舌如簧，也
富钢铁意志，能把对这个行业有兴
趣投资的资金全拉过来。

她闯过高盛18轮面试；她每
周工作100小时以上；她在允许的

情况下晚上9点到家哄孩子睡觉，
晚上11点再出门开办公会；她练
瑜伽修厨艺，也幻想过更远的生
活和冒险：去大学任教、经营一家
孤儿院，或者周游世界。

“投行让你迅速了解商业社
会是怎么运作的，你有机会接触
大量企业，去琢磨企业家身上的
特质，去判断企业业务模式的特
点，去研究这些企业为什么会成
功失败。”投行的历练，让柳青在
与政府的沟通中尽显技巧。

柳青认为，和政府保持良好
沟通的前提是理解监管者需求。
她分析，政府会关心出行的安全
性，新旧业态的兼容性，更关心整
体出行效率的提升，而滴滴则是
一一对应去解决问题。“在这一点
上，政府可以和滴滴一起来做很
多事，我们更相信温和改革。”柳
青说。

笔者对几次滴滴发布会上柳
青穿着运动鞋轻松跳上台以及在
台下应许多记者之邀亲和拍照的
场景记忆深刻。上个月联想控股
上市庆典上，柳青陪父亲柳传志
一起宴请宾朋。柳传志说，“再过
十几年，也许我已经退出江湖，柳

青也许越做越热闹。大概会有人
说，看那个打球的老头，他是柳青
的父亲。”

屡陷争议的范冰冰曾说，欲
戴王冠，必承其重。虽然柳青说过
不想让别人因为她是柳传志的女
儿记住她，但骨子里的血脉相承
无法忽略，一篇文章这样描述：

“和她的父亲一样，柳青既有着不
屈不挠的实业家精神，也善于在
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周旋。她的柔
软姿态，已经获得政府信任。与此
同时，柳青家族的高层资源不可
避免成为了滴滴的宝库。”

无论如何，中投海外在7月27

日正式对外挂牌运营后选择投资
滴滴快的，不再会有早年国内投
资机构错过很多互联网公司发展
红利的遗憾。国家关于互联网打
车政策预计在8月出台，专车的资
质、司机的身份以及监管方式有
望得到落地，影响专车发展的掣
肘届时会彻底打破。

滴滴成了中投亲戚

且看柳青的身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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奢侈品牌永远给人高冷
范儿，似乎总是在演绎“一个
人的精彩”。其实，奢侈品也是
喜欢扎堆的。

济南大牌扎堆的品牌店
莫过于贵和购物中心，它和青
岛的海信广场构成了我省的
两大奢侈品聚集地的两极。贵
和集中了很多耳熟能详的国
际一线大牌，在六月份的打折
季，曾经创下了一天100万的
销售纪录。众多品牌扎堆在一

家店面，
就像女明
星出席红
毯要座次
排 位 一
样，其中
有不少玄
机。

奢侈
品牌选址

时，在所有指标中，他们最为
看重的，是将要开店的目标城
市的商业潜力。除此之外，他
们还很注重竞争对手：比如卡
地亚在某个城市开设了店铺，
他们每天有多少名客户进入
商店。这些客户的数量对于宝
格丽或是宝诗龙在那里开店
是否有足够的潜力？

很多奢侈品品牌开店都
会跟着LV，LV进驻它们也
进。当年LV虽然签约贵和时
间较早，但装修时间很长，直
到2014年才开业。另一家一线
大牌见LV入驻，索性在LV对
过开了在济南的第二家店，而
且是上下两层的旗舰店，销售
品牌涵盖了所有的产品线，以
抽点方式合作。

在奢侈品牌中，还有一些
家电奢侈品，它们不进家电卖
场，只在奢侈品商场卖，比如
戴森的一台五叶风扇卖到三
五千块钱。这个品牌创始人詹
姆斯·戴森是一名工业发明
家，被英国媒体誉为“英国设
计之王”。

而另一顶级视听品牌B&
O也走的是高端路线，该品牌
一台55吋电视卖到8万，85吋
的电视卖到24 . 7万。B&O自
1925年在丹麦斯特鲁尔成立，
一直以制造顶级音频、视频产
品享誉全球，还与路易威登、
凯悦酒店、奥迪和顶级游艇等
高端品牌合作。

当然，大佬的癖好有时也
决定了奢侈品的选址。比如，
某国际大牌珠宝品牌的美国
老板来济南考察时，惊奇地发
现 他 们 考 察 的 这 家 店 有
Venchi这个品牌的咖啡店。他
当时就觉得这家店非常有品
位，于是决定选址于此。在这
些高端人士眼里，越小众的奢
侈品牌越能显示品位和个性。

据悉，Venchi是意大利顶
级巧克力，1878年诞生在意大
利西北部靠近法国边境的一
个小村庄里。Venchi最出名的
是传统鱼子酱黑巧克力，还有
使用多层夹心的复杂工艺创
造出的Zigarr巧克力，一斤的
售价约在 7 0 0多元以上。在
Venchi叫一杯二十多块钱的
咖啡，就能获赠一小块巧克
力。

凡此种种，看似孤傲的奢
侈品牌，也逃不掉“抱团取暖”
的经济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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