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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争锋十八载，分明非梦亦

非烟；

武士挥戈书生累，风雨同舟战

友贤；

攻无不克扫强虏，所向披靡众

志坚；

叱咤往事历在目，留赋豪情伴

余年。

人生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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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者的传奇人生
—— 记“振华重工”原总裁管彤贤

管彤贤，1933 年生，高级工程师，我
国现代集装箱港口装备制造业领头人，原
上海振华港口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总裁。1992 年 59 岁下海创办上海振华港
机公司，曾担任公司董事、总经理。被评为
上海“走近他们”十大人物之一、上海解放
60周年有贡献的 60名人之一、2009年度
上海两名科技功臣之一。1992年，在浦东
创办“振华”。17年创业，振华重工占据了
全球行业市场78％以上的份额。

简 介

1992年，港口机械制造领域完全被国际巨头
把持。在上海，一个只有 10多名员工，100万美元
资金的小公司成立了。他们没资金、缺技术，连模
仿别人都费力。

“世界上凡是有集装箱作业的港口，都应有
中国振华港机的产品。”这是管彤贤 1992年说的
话，当时，谁听了都觉得可笑。谁知，在接下来的
10多年内，这家小公司逐一击败国际巨头，创造
出二十多项世界领先的核心产品，拿下 78%的市
场份额。

不论从飞机上还是轮船上远远望去，港口岸
边那数十米高的桥吊，这些“钢铁巨人”的身上都
打上了“ZPMC（振华重工）”的标志，从鹿特丹到
汉堡港、从旧金山到釜山港，莫不如此。管彤贤笑
着说：“它们是不花钱的中国广告！”

科技创新

科技创新，是管彤贤赋予“振华”不断攀登的
动力源泉。“振华”首创的全自动化双小车集装箱
起重机，是目前世界上科技含量最高、自动化程
度最好的产品；独创的应用超级电容的轮胎式集
装箱起重机，达到降耗 30%、降噪、消除黑烟的环
保效果；首创的高效环保智能型立体集装箱码头
装卸系统，取消传统码头用内燃机驱动的平面水
平运输，将码头装卸完全置于轨道上用电驱动来
实现，被称为集装箱装卸史上的一场革命。

2002年，胡锦涛主席访美期间途经旧金山，
恰逢“振华”的整机运输船运载着 4 台“钢铁巨
人”通过金门大桥。起重机顶端距桥下只有 30厘
米，为慎重起见，当局临时关闭大桥 25 分钟，造
成旧金山市交通堵塞，万人空巷，都到两岸一睹

“肇事者”“中国起重机”的风采。胡主席的车队也
停了下来。当晚，旧金山市市长在晚宴上致辞：

“感谢胡主席为我们送来了中国的集装箱起重
机。”胡主席非常高兴，特意嘱咐中国驻美大使杨
洁篪打电话向“振华”祝贺！

“ZPMC”产品进入德国市场，受到德国政界
一片责难声，“为什么要买中国产品？”但是，当
装载着 4 台为德国汉堡生产的起重机的整机运
输船行驶在易北河上，易北河两岸游人如织，争
睹这一壮观场面，有家游乐场竟奏起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歌》，全体船员听了非常激动。船长

来电报告：“我今天体会到了作为中国人的骄
傲！爽啊！”

2005年，公司自主研发的“新一代港口集装
箱起重机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项目获国家最高
荣誉“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照例，这个奖项应该
由“总裁”去“领”的，而管彤贤却推荐田洪副总裁
去领奖。2006年，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科技大会上，
胡主席亲自把奖状授给领奖代表，并亲切地说：

“我知道，你们干得不错！”
2006年 6月 13日，胡主席去“振华”的“长兴

基地”视察，看到一系列自主创新产品，特别是誉
满全球的一次可吊两只“40 英尺集装箱起重
机”、使生产效率提高一倍的新产品，现场肯定了

“振华”自主创新的成绩，鼓励他们继续努力做
大、做强，为国家和中华民族争光！

管彤贤说：“我们用 15 年的时间，跨越了世
界同行 40 年走过的道路，达到他们永远无法占
据的市场份额，令他们惊讶的技术进步，令他们
叹为观止的每 1.5天生产一台重达 2000吨、高 70
米的‘钢铁巨人’。我们用骄人的业绩显示了中国
人的聪明智慧和勤奋。”

人才战略

人才是“振华”的关键。管彤贤说：“人才是买
不来的。真正的人才要自己培养。”振华已建立起
强大的设计队伍，招聘培养了 2000 多名专业设
计人员，保证了自主品牌的设计任务，形成了专
业科研开发部门，对 30余项新技术、新产品进行
研究，成为公司技术创新的坚强脊梁。

管彤贤有本事留住员工的心，每年 12月和 7
月，员工有两次机会加薪，额度为100元到500元
不等。加薪不看级别，不看学历，全凭一张特别的

表格。表格上方写着老管 4个特别的要求：“能操
心，能着急，能解决问题，出手快”。按照这 4个要
求，每个员工详细填写半年来自己的“工作业
绩”，出了什么力、解决了什么问题，等等。填完后
将写有姓名的一角封死，交到各部门。部门领导
要进行两轮打分：先不看姓名，完全依据所陈述
的内容进行判断，给出加薪的额度。第二轮，拆开
姓名，对照此人的平时表现，最终确定加薪额度。

管彤贤直言：“学历高没用，关键是能不能急
企业所急，想企业所想。平时付出多少，直接反映
到工资上去。他独创的薪酬体系，牢牢拴住了优
秀员工的心。这样一来，谁不尽心尽力！”

为了调动员工不断学习的积极性，他奇招迭
出。管彤贤一向重视英语。为啥？“振华”拿下 78%
的市场份额，大部分产品是卖给“老外”的。从售
前沟通到拿下订单、出国安装机器、再到售后服
务，员工的英语水平直接决定着订单数量、服务
质量。以前，“振华”懂技术的人不懂外语，无法沟
通，非常尴尬。老管下决心大范围提高员工英语
水平。可是空喊口号不起作用，他想了个办法
——考试：每年组织两次外语考试，请外国人来
当考官。最关键的是，通过考试的人可以凭考试
成绩加工资 600 元到 1200 元不等，享受两年。他
笑咪咪地说，“这可是自愿考试”，员工们炸了锅，
每天下班加紧学外语，拦都拦不住。“振华”类似
这样的考试还有很多，“振华”不愁没有学习
氛围。

为了鼓励员工积极参加业余学习，公司规
定，凡考试及格者，学费一律报销。与此同时，公
司也开设了各种学校。这当中，要数MBA项目最
引人注目。如今MBA班已经办了五六年，150多
名员工拿到了MBA硕士学位。老管乐了，创造条

件让员工拿文凭，他们自然会
努力工作、拼命学习，而且高度
忠诚。

在企业中，历来有两类人
才：一类是科班出身的知识分
子，懂理论、能设计；另一类是
有热情、想得出、做得到、有动
手能力但没有学历的“行伍出
身”的员工。对待这两类人，管
彤贤毫无门户之见，积极发挥

“行伍出身”员工的积极性。他
认为，只要对创新有贡献，都应
重奖。每年公司在鼓励创新方
面，支出近千万元。2003 年“振
华”举办了科技颁奖大会，设立
了 4个 100万元大奖。后来又评
选“振华功臣”。评选时不问职
位高低，不问学历，只问贡献。
在他和其他高层管理者的推动

下，这一奖项变成了公司最高荣誉。得奖者，不仅
有纯金奖章和奖金，今后的住房、医疗保险和退
休后的生活全部给予周到安排。

对于“人才战略”，管彤贤向来不拘一格。他
先喊出“退休不按年龄划线”的口号，只要技术
好，而且可以一口气爬到起重机顶端，就继续留
用。振华总工程师邬显达，比他还大 3岁，照样坚
持工作。他说，“让老同志留任，解决了很多人的
后顾之忧，员工不会在退休前‘捞’一把”。管彤贤
说，企业管理是从实际出发不拘一格的科学，概
括起来，就是 5个“不拘一格”，即“不拘一格组织
机构、不拘一格降人才、不拘一格搞分配、不拘一
格抓经营、不拘一格谋发展”。

人格魅力

星期天，在简陋的宿舍里，管彤贤眯着眼在
欣赏着由卡拉扬指挥的柴可夫斯基“第六交响
曲”，时而露出“卡通式”的微笑。他曾经是中国
上市公司最早的、兼有 AB 股的、最“长者”的
CEO，别把他看作仅是一位企业家，他的爱好极
为广泛。读传记、历史书籍，听古典音乐是他的
最爱。别看他是个效益非凡的上市公司的老总，
但他却是个“无产者”，他的薪水大部分用在买
书、买碟、慈善上了，他喜欢给人送书送谍，他研
究曾国藩、胡适，满腹经纶……振华的高管层
中，每人手中都有管彤贤赠送的《中国通史》《话
说中国》《影响世界进程丛书》等；公司白领每年
报销 800 元书费，有行政职务的 1000 元。管彤贤
经常说：企业没有抱负不能长久，人没有抱负没
有出息。

在很多员工眼里，管彤贤很有个人魅力：他
对创新情有独钟，想法独特，常常有新点子，鼓励

技术人员大胆尝试，而且允许失败；他处事果断，
待人随和，没有自己单独的办公室，坚持与6个下
属同在一间屋子里办公；他不设专职秘书，讲话
稿都是自己起草，从不让下属代劳；他不要专车，
不配备豪华办公家具。用老管的话说：“没有豪华
的办公室，我们照样创新，在世界上拿第一！”

管贤彤是个对金钱没有追求的人。熟悉他的
人都知道，他对生活的要求并不高：戴价值百元
的“振华”定制手表，爱穿简单的蓝色工作服、白
衬衫。

2007 年到 2009 年期间，尽管振华重工的销
售收入和利润都不菲，但管彤贤仍然拿着 30 多
万元的年薪，不仅比自己公司的几位副总裁少，
与其他央企的CEO 相比，也只是对方的三分之
一或者二分之一。

在他的观念里，央企所取得的成绩不仅是个
人或者几个人的努力，还有国家政策的保护，因
此不应该拿高薪，“一个普通工人拿 3000 元，你
拿的钱如果比他高几十倍，这就太大了，高5到8
倍已经可以了。”

“有钱的人还腐败，腐败的人未必没钱。因
此，不能完全用金钱去刺激别人。”

管彤贤对“振华重工”的人才有 3 个管理方
法，如果你是振华的功臣，你的补助不低。在“振
华重工”里，一个员工的收入分为基本工资、技术
工资、加班费和奖金。退下来之后，基本工资和补
贴仍然有。这样可以保证晚年收入，而且在位期
间也不会想着腐败了。

管彤贤看淡功名利禄，他聊起《红楼梦》中的
一段，“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
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糊在蓬窗上。”
一字一字他清晰地复述了整段文字，“很多事情
不要想得太多、太复杂，淡泊明志的好。”

茅永民

为青少年健康开为青少年健康开““运动处方运动处方””
几天前的一次午休后，华东师范大学生物学系大二学生贺小清

按照预约，来到该校刚刚成立的“青少年健康评价与运动干预”教育

部重点实验室进行心肺功能测试，这是华东师大公选课“健身理论与

实践”的体能测试项目之一，选修这门课的 80余名同学在数月内，都

将陆续来到实验室，进行心肺功能、肌肉力量、脂肪含量等多个指标

的身体评定，也正是基于对健康状况和体能锻炼的个性化需求，这门

课非常受同学们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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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不是普通的体检，单就心肺功能这一项，实
验室就用了台阶测试、200米折返跑、跑台测试等3种
不同的方法进行比对研究。”华东师大体育与健康学
院党委书记、“青少年健康评价与运动干预”教育部重
点实验室主任季浏介绍说，“这既是针对全校非体育
运动专业学生开设的公选课内容，也是实验室面向全
国普通青少年的健康状况开展的科研内容之一。”而
该实验室成立的目的就是围绕我国青少年健康素质
下降、体质健康评价方法、评价体系和评价标准不完
善、运动干预缺少技术规范和有效手段等突出问题，
重新修订中国青少年的体质健康评价指标体系、测试
方法，并定向研制青少年的运动干预技术标准或实施
规范。

从“哈佛台阶试验”说起

在 3至 5名实验组人员的看护下，贺小清做好准
备活动，戴上气体采样装置，进行 10 分钟的台阶测
试。随着节拍器“嘟嘟”的节奏音，她在 35厘米高度
的台阶蹬踏上下，除了气体分析仪器显示的数据指标
录入，贺小清通过手势将自己的实时感受告知实验
人员。

这项心肺功能负荷测试实验源于上世纪 40年代
哈佛大学疲劳实验室的“台阶试验（Harvard Step
Test）”，在之后 70多年的推广过程中，尽管不断接受

“改良”，但在心血管功能检测试验中仍堪称经典。
“我们也对这项经典测试进行了改进。”该实验室

卢健教授介绍说，比如使用由慢到快的踏步频率，在
运动过程中记录数据代替运动后采集，关键一点，在
众多数据中筛选出“最大摄氧量”这个黄金指标来判
定心肺功能。但即便这样，实验的先天缺陷还是无法
克服的，比如因被测者身高、腿长、体重差异造成的实
验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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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此，课题组通过折返跑、跑台测试等多个实
验方法的综合考量，试图找到科学准确又适合向全国
推广的心肺功能测试方法和评价标准。

提供科学的运动“处方”

贺小清和选修这门课的其他同学都要完成一份
题为“为你自己出具一份运动方案和营养膳食方案”
的考察作业，同学们根据身体评定的数据结果和课堂
所学，以“处方”的形式为自己制定运动锻炼的项目、
强度、时间和频率……这些内容设计引起了同学们的
极大兴趣。“我们的最终目的，是希望同学们能掌握其

方法和手段，培养良好的运动习惯，既合乎规律又能
因人而异。”

“健身理论与实践”公选课火爆的背后，恰恰反映
出多年来青少年健康状况测量评价体系和运动干预
的缺失。在实验室目前开展的体质监测体系的研究
中，还包括针对肌肉力量、身体脂肪、柔韧度等10多个
测试项目。“通过我们的努力，建立面向普通青少年健
康状况的科学测试办法和评价标准，让全国的青少年
以这个标准为参照，改变目前测试方法和评价标准不
够科学合理的现状，但这还只是研究的第一步。”季浏
说，“提供一种定量的、具体的、科学的指导性运动锻
炼方案，通过运动干预帮助全国青少年有效地改善健
康状况，提高身体素质，这才是核心目标。”

—— 记华东师大“青少年健康评价与运动干预”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生态文明与水资源密不可分。近期，频繁发生
的河流、水污染问题，加强了人们对于城市水环境
保护问题的重视。在日前举办的“上图讲座”中，长
期从事水污染控制的同济大学教授周琪为公众作
了主题为“城市河流与生态文明”的讲座。

周琪强调，天然水量并不就等于可利用水量。
水资源指地球表层中可供人类利用并逐年得到更
新的那部分水量资源。据联合国世界淡水资源综
合评价报告，当前世界上约有 1/3人口生活在面
临中度和高度水紧张的地区，预计到 2025年，世
界人口的 2/3 或近 55 亿将面临水资源短缺的风
险。联合国已将我国列为全球最缺水的13个国家
之一。在我国 662个城市中，正常年份就有 300多
个城市供水不足，严重缺水的有110个。在32个百
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中，有 30 个长期受缺水
困扰。

周琪指出，一条健康的河流必须有生态价值、
恢复能力（指重建一种使河流自然过程能够再生
的状态的能力）、为人类服务的价值（如：鱼类生
产、水供应、物质储存与再生、净化能力和美学价
值等）和商品价值。

当前人类活动对城市河流的干扰主要体现
在：河床材料的硬质化、横断面的几何规则化、河
流形态的直线化、河流的不连续化、生态系统的破
碎化与孤岛化。渠道化切断或减弱了水体同地下
潜流带及河岸的联系，干扰了河流正常的水文循
环，断绝了水生物能量来源，使河流自净能力下
降，深槽、浅滩序列遭到破坏，水生物赖以生存的
低速水流以及生物栖息与产卵场所遭到破坏。库
坝建设破坏了河流的连续性，对流态、水温、水质、
生物栖息地、生物迁徙及生态系统本身均有不同
程度的影响。一般生物最喜欢在河道的浅滩处产
卵、繁育，水闸的建立人为隔断了河流上、下游，使
鱼类无法回流到上游。

当生活与生态用水挤占了河流的生态流
量，生物所需的水文条件就会得不到保证，流态
变化将影响河流的冲淤平衡，河流的自净能力
也随之下降，其与河岸带湿地及河漫滩的联系
也会减弱。周琪介绍，水体污染包括外源污染和
内源污染。内源污染主要是河流底泥、水体中的
污染物及营养物质造成，外源污染主要包括城
市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所形成的点源污染，以
及经流域陆地表面入河与由降水、降尘、养殖、
水面娱乐等造成的非经流域陆地表面入河的面
源污染。目前，中国南方的一些小城镇下水道普
及率仅 50%—60%，这意味着：近 40%的污水未
经收集就直接排入了水体，“未来亟需对旧城区
雨水、污水合流制进行适当的改造，建立完整的
下水道系统。”周琪说，“现在很多河流上面加
了‘盖’，已经是马路，很难改了。这成为了一个
棘手的问题。滇池修复就遇到了这个问题。”此
外，他指出，上海城区污水和雨水共用一个管
道，这种情况下，居民把阳台改造成洗衣房、厨
房，等于是把污水排到了雨水管道里，但目前对
入江河的雨水并不进行先期处理，这种做法实
际上是不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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