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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将晦涩的理论以通俗简洁的语言表达出来!为读者勾勒出

了未来十年的发展图景" 其间既有对中国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等

总体方面的概括!又有各行业#各领域具体且精道的分析与预测"每

个人可以从中知道哪些行业将有大的发展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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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膳调理$ 解决气管疾病的药材有黄
耆%白术%防风三味$合称为玉屏风散& 这是
中医中的经典药方$对治疗儿童虚证$如流
虚汗%冒冷汗%体虚乏力很有疗效& 如果想增
进气管的免疫力$解决气喘%慢性支气管炎
等问题$ 只要不是因热症引发的呼吸道炎
症$便可以加白果%核桃和红枣&

白果有补肺%止咳%定喘的功效$但其带
有毒性$不宜大量食用$因此每次服用应控
制在

#"

颗之内& 核桃有补血%润肺功效$味
微甘甜& 红枣含有较多的果糖%葡萄糖%维生
素等$营养丰富& 香菇含有大量多醣体$可以
活化免疫细胞$增强恢复力$是这道药膳不
可或缺的支柱&

白术和防风略带苦味$ 如果孩子抗拒这
道药膳$可以舍弃防风$效果虽会略打折扣$

但总胜过孩子不吃& 经常口干舌燥%大便秘结
的人喝了这道补药后火气更大$不宜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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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咳$咳嗽无力$疲倦或稍微活动就满
身大汗$或胃口不佳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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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反复感冒$怕
吹风$面色较苍白的人&

&%

鼻子过敏$早上起床
容易打喷嚏%流鼻水$鼻涕倒流$注意力不集&

食用禁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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燥热体质$出现干咳$咳声大$或话稍
微讲多一点就喉咙痒想咳$ 一咳就很猛$口
干舌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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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冒初期喉咙痛$咳嗽有黄痰$

口渴的人忌服&

材料$鸡腿
$'!

只%香菇
&

朵%姜片%盐
各少许& 黄耆

&

钱%白术
!

钱%防风
$

钱%白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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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核桃
!

钱%红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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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所有中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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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净$加
&

碗
水$炖煮到剩下

#

碗$滤掉药渣留下汤汁&

!%

鸡腿切块$清洗后以热水汆烫&香菇洗
净泡水备用&

&%

将鸡腿%香菇%姜片%红枣和药汁$一起
放入陶锅$加

&

碗水$外锅放
!

杯半的水炖煮&

)%

开关跳起后$加一点盐花调味&

!

红枣留在步骤
&

才放入$ 是考虑到视
觉效果$让孩子更喜欢吃&

!

生的白果带有毒性$必须完全煮熟才
可以食用& 核桃含有铁质$所以不适合以铁
锅烹煮$避免影响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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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家中有待产妇$ 为了防患于未然$

不妨先准备些荔枝壳阴干$放入铁锅中干炒
几分钟$直到荔枝皮脆易裂为止$放进冰箱
可以保存一整年$若炒得干而不焦$不放冰
箱也没有关系& 如果产妇坐月子时感觉到口
渴难止$ 取荔枝壳适量加

(

碗水煮成
&

碗$

口渴就喝$通常一天之内就止渴了& 这个方
法十分简单$百试百灵&

荔枝壳水还适用于吃过多荔枝所产生
的燥渴症& 因为荔枝皮可以解除荔枝果肉的
燥性$如同吃太多南瓜后口渴$就用南瓜皮
煮水来解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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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于产后口渴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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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荔枝后腹
胀消化不良或口渴者$可以荔枝壳煮水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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荔枝壳煮水不寒不燥$任何
体质皆可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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荔枝壳
!

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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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吃剩的荔枝壳$放入铁锅中&

!%

不必放油$以小火干炒至果皮脆脆的$

记得要以锅铲翻炒$以免烧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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荔枝壳加
(

碗水$用小火煮成
&

碗&

+ox

当开水喝$在
#

天内饮用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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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经济学的定义$商业模式是指一个
完整的产品%服务和信息流体系$包括每一
个参与者和它们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及每一
个参与者的潜在利益和相应的收益来源与
方式& 一言以蔽之$所谓的商业模式$就是一
个企业究竟要通过什么途径或方式来赚钱&

当我们明晰了这一概念的时候$让我们一睹
在过去的十年中$商业模式究竟在中国大地
上发生过怎样的故事&

莫衷一是的模式纠葛

在过去的十年中$对于各种商业模式对
头脑的洗涤$几乎是每一个资深经理人都记
忆犹新& 在过去的十年里$先后有四五种商
业模式在中华大地上大行其道$比如曾经风
靡一时的) 剃刀模式*%曾经为人称颂$直到
今日仍然是主流认知的) 店铺模式*等等&

所谓的) 剃刀模式*$指的是用极低的销
售价格抛售基本产品$ 甚至于不惜亏损$而
以十分昂贵的价格出售与之相关的消耗品
或服务+而所谓的) 店铺模式*$则是在具有
潜在消费群的地方开设店铺$通过展示其产
品或服务的方式来赢得消费者&

事实上$ 每个人都了解的一个常识是,

在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绝对的好与坏$任何
一种商业模式的成功$都不在于其本身有多
高明$只是因为这种模式被应用在合适的时
机%合适的场合而已+反过来$任何一种商业
模式的失败$也不代表其一无是处$只是因
为这种模式恰好无法被消费者接受&

举个例子来说$在国际电子商务界大为
成功的

*+,-

$却在中国难敌阿里巴巴的淘
宝网$这并不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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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的失败$只是
由于中国的广大中小企业$需要一个运营成
本较低的销售平台$而淘宝网恰好能够满足
他们的这一需求而已&

尽管如此$一种商业模式的成功$既有

其偶然性$也有其必然的性质$无论一个商
业模式有着怎样的内核与外部形态$以下三
大要素都是它所必须遵守的---这三大要
素是,必须提供独特的核心价值$难以模仿
的完整机制$脚踏实地的实际操作& 看起来$

这三大要素似乎流于空乏$然而这却是所有
成功商业模式中所蕴含的共性&

生物法则的商业应用

所喜的是$我们已经越来越不关心这种
纠缠& 在中国企业经营者的心目中$现在唯
一重要的$ 就是企业成长的效率与速度$而
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无论是何种商业模式
的应用$都不过是为了让企业获得更大的效
益$规避更大的风险$而这已经成为了一条
公认的定理&

无论是采用怎样的模式$其目的不外乎
只有一个$那就是在竞争中获取更多的利润&

一个企业的存亡与兴衰%在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其是否具有核心竞争力$是否具有独
特的优势与能力$这是一个企业所要超越竞
争对手时所必备的条件& 除此之外$任何商
业模式的变迁$都只不过是为这种核心竞争
力打上注脚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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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风雷激荡$

&"

年的融合变革$从
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嬗变$从公有制企业
到现代企业制度的转轨$从铁饭碗向职业经
理人制度的跃迁$从经济这个字眼为我们每
一个人所熟知的过程中$我们正一步步走向
更现实的层面&

正如达尔文在其著作" 物种起源#中所
论述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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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商业模式的交替更换而言$这
样的论述庶几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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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考零分者成清华校长

北大历史怪才,

! ! ! !

数学考零分的当了清华校长+哭着写作
文的成了国学大师+只能考师范的当选上了
院士..这些听起来$似乎有些离谱$然而$

就是我国著名高等学府北大独具一格的招
生体制$造就了这些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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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危蹊%悬度%许$以上四词$试解其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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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民国十一年'
"#$$ ý

(国立北京大
学入学考试的全部国文试题$和现在高考语
文整整

)

页的试题相比$其题量和难度都令
人惊奇& 当年$北大从约

&

万名考生中录取
了

$"""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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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夏天$北大在上海招生$刚从美
国回来的胡适参加了考试的阅卷工作& 在招
生会议上$ 只是一个普通教授的他激动地
说,) 我看了一篇作文$给了满分$希望学校
能录取这位有才华的考生& *可当委员们翻
阅这名考生的成绩单时$却发现他的数学只

考了零分$其他各科成绩也并不出众&

当时$主持招生会议的校长蔡元培却明
确表态$支持胡适的意见& 在蔡%胡两人的执
意要求下$这位除了会写作文几乎毫无特长
的考生$ 最终被北大外国文学专业录取了&

他$就是罗家伦&

$.$.

年$在陈独秀%胡适支持下$罗家伦
与同学傅斯年% 徐彦之一起创办了新潮社$

并出版" 新潮#月刊& 同年$他被选为北京学
生界代表$ 到上海参加全国学联成立大会$

支持新文化运动& 五四运动中$罗家伦亲笔
起草了印刷传单中的白话宣言---" 北京学
界全体宣言# $提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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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口号$并在
(

月
!0

日的" 每周评论#上第
一次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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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名词 $被沿用至
今&

$.!1

年$ 罗家伦从北京大学毕业& 当
时$ 上海纺织业巨子穆藕初资助了

(

个留
美奖学金名额$ 罗家伦是获奖人之一& 同
年$ 罗家伦赴美$ 就读普林斯顿大学研究
院$攻读历史和哲学$

$.!$

年转入哥伦比亚
大学研究院$ 并于

$.!0

年回国参加北伐&

$.!2

年
2

月$从北大毕业
2

年后$罗家伦以
北伐少将的身份$ 被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
任命为国立清华大学的校长& 罗家伦对清
华产生了重要影响$ 他增聘名师$ 裁并学
系$招收女生$添造宿舍$裁汰冗员$创设与
大学各系相关联的研究所$ 对清华大学的
发展有所建树&

$.).

年$罗家伦去了台湾$任国民党中
央党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 考试院副院
长%国史馆馆长等职&

$.0.

年
$!

月
!(

日$在
台北病逝$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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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也是数学考零分$却得以破格跨进
北大校门的$ 还有合肥才女%) 张家四姐妹*

中的老四张充和&

张充和
&

岁前就学会了背唐诗$七八岁
开始学作对子%写诗&

$.&&

年
.

月$

$.

岁的张充和来到北平$

参加姐姐兆和的婚礼& 也是在这个时候$第
二年夏天$张充和参加了大学入学考试& 当
时的大学入学考试$主要包括四个领域---

国文%历史%数学和英语& 对于前两门$张充
和信心十足$因为自幼基础打得牢& 加上她
曾在父亲的学校中学过一年英语$又在上海
中学里学了一年

3

所以觉得英语也并不难掌
握$但充和之前从未接触过数学$她看不出
数学证明题和代数方程式的意义何在$也不
明白该从何入手&

$.&)

年$ 数千学生从全国各地赶来北
平& 考试当天$家人为充和准备了圆规和曲
尺&) 我没用$*她说$) 因为我简直连题目都
看不懂& *

张充和的数学考了零分$但国文%史地%

英语成绩都十分出色$尤其是作文" 我的中
学生活# $更是拿到了满分$总成绩相加$居
然超过录取分数线&

此时$胡适已升任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
学系主任& 在看到张充和作文的第一时间$

他立刻大喊,) 这个学生我要了/ *但当时的
北大规定$) 任何一科是零分$ 都不能被录
取*$胡适便跑去找到数学改卷老师$请对方
无论如何在张充和的卷子上找出几分& 谁知
这位老师也很坚持原则$反驳说) 零分就是

零分*$一分也不肯多给& 胡适只好找到校务
委员会拍桌子吵架& 北大终于答应破格录取
张充和$而她也成了北大中文系当年录取的
仅有的两名女生之一&

CD1$EF$EGH,

在罗家伦和张充和之后$另一位名叫叶
曼的女生也因胡适的赏识被北大破格录取&

提起叶曼$ 不少大陆人或许会感到陌生$但
/"

多年前她曾是北大法学院政%经%法三系
唯一的女生$是胡适相当器重的女才子& 她
还是南怀瑾盛赞的弟子$三毛%林清玄等著
名作家推崇的前辈$也是当今极少将儒%道%

佛文化融会贯通的国学大师之一$在台湾几
乎家喻户晓&

$.&0

年$叶曼参加了北大%北师大和清
华三所高校的考试$其中$清华是她心目中
最向往的高等学府& 可结果是$叶曼并未在
清华的录取名单中找到自己的名字& 至于北
大$则以试读生的名义录取了她&

叶曼在多年后这样回忆自己的) 高考经
过 *& 那一年 $ 北大国文考试的作文题目
是---) 你生平最感到悲哀的一件事 *$或

) 喜欢的一件事*$或) 感动的一件事*& 当时$

叶曼的父亲刚过世不久$她便选了) 最悲哀
的一件事*&) 我简直是一边哭一边写这篇文
章$真的是用真情写的& *她说&

胡适看了这篇文章$大为赏识& 但因为
其他评委一致认为$这考生的其他科目确实
差了点儿$胡适只好让步,) 好了$想办法能
让她来就行& *而他所想的办法$就是给叶曼
安了个试读生的名号& 这种做法$最终成就
了一代才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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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环球人物&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