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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光环掩盖了的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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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传记

《腾讯传 1998-2016：中国互联网
公司进化论》
作者：吴晓波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全景式地记录了腾讯崛起的经
历，并以互联网的视角重新诠释了中国
在融入全球化进程中的曲折与独特性。
从 1998 年开始创业到成为世界级互联网
巨头，腾讯以即时通信工具起步，
逐渐进
入社交网络、互动娱乐、网络媒体、电子
商务等领域，在超高速发展的同时亦饱
受争议，在“3Q 大战”的激烈冲突之后又
进一步走向开放……腾讯的发展路径，
亦是中国互联网企业成长的缩影。

在 2004 年的集体上市热中，腾讯显然
不是最耀眼的那一家，它的风头被其他更有
炒作题材的公司所掩盖。
春节过后不久的 3 月 11 日（纽约时间 3
月 10 日），TOM 互联网集团在美国和香港
两地正式挂牌交易，一举创造了两个纪录：
它是第一家在香港上市的内地互联网企业，
也是首家在纳斯达克和香港创业板同时挂
牌上市的中国互联网企业。此次上市，
TOM 净融资额约为 1.7 亿美元。TOM 由香
港首富李嘉诚家族控制，总裁是年轻的王雷
雷，他的祖父王诤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
中央军委电信总局局长，也是第一任邮电部
党组书记。正因如此，TOM 的短信收入先
后超过腾讯、网易以及新浪等，成为梦网业
务中的
“SP 之王”。
5 月 13 日，中国最大的网游公司上海盛
大网络在纳斯达克上市，得到国际投资者的
大力追捧，短短半小时之内，成交超过 150
万 股 ，股 价 由 11.30 美 元 高 开 后 一 路 升 至
12.38 美元。在后来的半年内，盛大股价一
度摸高至 44.30 美元，成为市值最高的中国
互联网企业。31 岁的陈天桥以超过 150 亿
元人民币的身家，取代丁磊，跃升为新的中
国首富。
在 TOM 和盛大两大明星企业的笼罩之
下，
没有光环
“加持”
的腾讯则显得低调不少。
有一次，在香港长江中心召开的上市策
略讨论会上，高盛与腾讯在融资规模和市盈
率上发生了分歧。高盛认为腾讯提出的方

案“起码应该缩水 1/5”，而马化腾则认为香
港人对内地市场所知甚少，腾讯的价值被严
重低估了，沟通陷入僵局。刘炽平见状，便
把马化腾从 67 层的会议室叫出来，两人坐
进电梯，跑到大厦外面抽起烟来，他向马化
腾耐心解释了投资人的心态，两根烟过后，
马化腾的心情才有点平复下来。
在紧张的工作中，刘炽平开始慢慢喜欢
上了腾讯的这些创始人，他回忆说：
“他们都
是一些特别较真的人，很单纯，甚至有点书
呆子气，与我之前接触过的企业家或职业经
理人都不同。在写招股书的时候，有些部分
是例行公事，比如行业现状、趋势分析等等，
可是马化腾和其他创始人一字一句地斟酌，
有时还会激烈地争论。在对于未来的预测
上，
他们不愿意写上可能做不到的数字。
”
6 月 2 日，腾讯与高盛证券联合在香港
举行了第一次投资者推介会，宣告已通过联
交所的上市聆讯，即将招股上市。招股文件
显示，腾讯在过去的 2003 年实现营业收入
7.35 亿元人民币，利润为 3.22 亿元人民币，
公司将发行 4.2 亿新股，相当于 25％股权，每
股招股价 2.77 至 3.7 港元，约为 2004 年预期
市盈率的 11.1 至 14.9 倍，集资总额将达 11.6
亿至 15.5 亿港元。
在后来的两周里，腾讯高管们开始了魔
鬼拉练式的全球路演，他们分头参加了 80
多场投资人见面会。曾李青甚至飞到南非
去做路演，
“印象最深的是，要硬背很多拗口
的英文单词，而事实上，很多南非人根本不

知道有深圳这座城市”。刘炽平陪同马化腾
主攻美国市场，
“整天在美国各个城市飞，最
痛苦的是倒时差，每到一地，我们就预订一
个很早的早餐，服务员来敲门，就不得不起
床了”。
在一次飞行旅途中，筋疲力尽的刘炽平
闭目斜躺在座位上，邻座的陈一丹突然把他
拍醒，提出一个邀请：
“ 喂，你愿意加入腾讯
吗？”在上市筹备过程中，刘炽平的聪明、坚
毅和快速学习能力得到了腾讯创始人团队
的一致认可，
“土鳖＋洋龟”结合产生的化学
作用更是值得期待。
6 月 16 日，股票代码 00700.hk 的腾讯
公司正式挂牌上市，上市交易价定在招股价
的最上限 3.7 港元。开市时股价表现还不
错，一度最高曾见 4.625 港元，午后即遭大规
模的抛盘打压，收盘时跌破发行价，当天共
有 4.4 亿股成交量，以发行 4.2 亿股票计算，
换手率高达 104％。也就是说，绝大多数购
买腾讯股票的股民在第一个交易日就选择
了抛售，
很多年后，
他们将为之懊悔不已。
通过上市，腾讯共筹集资金 14.38 亿港
元，同时造就了 5 个亿万富翁和 7 个千万富
翁。根据持股比例，马化腾因持有 14.43％
的股权，账面财富是 8.98 亿港元；张志东拥
有 6.43％的股权，账面财富为 4 亿港元；曾李
青、许晨晔、陈一丹共持有 9.87％的股权，三
人的财富合约 6.14 亿港元。腾讯的其他 7
位 高 层 拥 有 另 外 6.77％ 的 股 权 ，7 人 共 有
4.22 亿港元。

家长改变心态，才能真正改变教育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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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家庭教育

《爱需要方法》
作者：左辉
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

【内容简介】
没有不爱孩子的家长，
只有不懂如何
爱的家长。
现代的父母更注重亲子关系，
也更强
调爱与尊重，
但在真正面对孩子时，
却还
是会受上一辈的影响，
从父母那里学习如
何做父母，
于是自己小时候面对的创伤，
孩子仍然避免不了；
或者在五花八门的育
儿理论里挑花了眼，
今天用这种，
明天用
那种，
导致大人和孩子都无所适从，
无比
纠结。
这本书是左辉老师家长公益大讲堂
的咨询实录合集，
经过了一些整理，
但尽
可能保留了讲座的原貌，
试图让家长朋友
们能在简单生活般的对话中，
学到有益于
教育孩子、
爱孩子的方法，
在教育孩子这
条路上不再走偏。

《中庸》讲，
“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
修道之谓教”，教育本来是天命、率性、修道
结合起来的，是父母与孩子最天性自然的交
流方式，可惜我们自己不会率性了。作为父
母，成长过程中经历的创伤让我们不得不牢
牢地包扎着自己，我们所面临的教育孩子的
困惑，恰恰是我们自己没能面对的、对自身
生活的困惑。就像哭着要求大人擦眼泪鼻
涕的妮妮一样，我们没有真正面对自己的问
题，而是将这个问题转嫁到了孩子身上，孩
子不能反驳，于是我们压抑的能量就有了一
个发泄的出口和通道。
很多父母都是这么干的。
家庭生活的意义，正是在养育孩子的过
程中，通过孩子的变化，逐步发现自己的问
题，先反省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再琢磨孩
子的问题。有些时候，可能你刚刚反省了自
己的问题，
孩子就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当然，指出这种情形，不是为了指责父
母，也不是为了让大家过度自责寻找自己的
错误。如果你看书的时候发现自己也有这样
的情形，
那么不要觉得自己不好，
不要觉得所
有的问题都是你自己造成的，天底下没有完
美无缺的父母，
也没有从来不犯错误的父母。
任何行为的改变，背后都需要心态的改
变来做支持，而心态的改变需要对情绪的感
知、接纳和疗愈。
所以，改变行为不是我们平常以为的那
么简单。按照大家的理解水平，到底怎样做
是好的、是有利的，我想其实每个人心里都
很清楚，关键就是做不到。
有些家长问我很多技术层面的问题，我
教了，然后他们还是做不好，为什么呢？因
为家长行为背后的心态不对。现在的孩子
一个个特别机灵，家长有点儿啥小猫腻，自
己还没搞明白呢，他们却看得清清楚楚。
有时候孩子配合家长，不是因为家长做
得好了，是因为孩子宽容，不愿意家长为难，
才在自己能够容忍的范围内，按照家长想要
的样子去表现了而已。
所以家长这么勤奋地学习，是在学什么

呢？
我们学的是看到自己行为背后真正的自
己，
无论是欲望还是企图、
情结，
无论有多么不
美好、
有多么丑陋，
那都是真实的我们自己！
当我们特自以为是地、光鲜亮丽地出现
在别人面前时，大家全是以各种面具来交流
合作，这是社会的规律；但是当我们面对最
亲密的孩子的时候，你这些伪装和面具，其
实不堪一击。
孩子的心灵面对父母的时候，是最纯净
的，所以，他可以清晰地看清你的伪装和你
的脆弱。他没有揭穿你，这是他的宽容，因
为他同时看到你的弱小和不堪一击，所以他
宁肯假装不知道，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
这是孩子对我们的爱！
所以，我们先不要急于用一个标准化的
所谓好的模式，来把自己限定在这个所谓好
父母的模式中。不要急于改变行为，不要觉
得自己所有的行为都错了。
我一直试图让大家明白的是——先学
会看到真实的自己！
如果抱着一颗改变的心去看自己，你的
潜意识会害怕的，因为害怕自己不够好，所
以不敢轻易释放出来。而潜意识中深藏的
自己，肯定是不够好的呀，要不跑潜意识里
干吗去呢？
所以，放松，放松，你现在所有表现出
的，你自己所认为不好的行为、不符合好父
母的行为，背后都是你自己曾经的创伤，你
小小心灵曾经遇到的痛苦和悲伤。
创伤，大家不要认为就只是身体上的伤
害。比如，我们对八个月大的孩子，会鼓励
他趴着，用胳膊支撑起自己，抬头，然后我们
都很快乐。这个行为本身很正常，也没啥问
题，
对吧？
但是，从孩子自身的角度来感受，之前
都是被抱着的，他就会认为生来如此、历来
如此，就该被抱着！
结果父母突然不抱了，还让他趴着，弄
得他无奈至极，最后只好自己支撑起来——
你们这帮坏人不仅没觉得抱歉，居然还大笑

不止！
这就是一个创伤事件！
这个创伤事件导致的结果，会因为孩子
的天性不同，而走向不同的方向。比如，有
的孩子开始形成对成人的不信任，有的孩子
开始觉得自己被抛弃。
这个例子吓人不？
我要告诉大家的是，这些创伤是孩子在
成长过程中必须经历的。正是这些创伤，让
孩子开始与父母进行分离，开始慢慢走上独
立的道路，
所以，自然界的设置极其巧妙！
这不是父母能够控制的事情，也不是按
照我们希望的意愿来进行的事情。这是生
命最奇特最神秘也最充满创造力的表现。
所以，我之前讲过，父母有时候觉得自己教
育孩子，就好像是孩子的救世主一样，这是
一个错觉。
我们在与孩子的互动中看到的是自
己！如果我们看不明白自己，我们就永远也
不可能理解什么是生命，我们对孩子所做的
努力，大部分都可能是对生命的干扰。
为什么一再地要求大家看自己、感受自
己，看懂自己的情绪、看懂自己的行为呢？
如果你不感受自己，就不可能真的感受到别
人，
同样，你就不可能感受到孩子。
除了大家公认的一些行为模式之外，其
他具体的行为我认为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
是行为背后的心态。
所以，我们一直在学的，并不是具体怎
么做，而是想做背后，你的心态是什么。而
后，具体选择怎么做，心态对了，怎么做都没
关系，但是心态的调整不是说教和给一个准
确模式能够达到的。
好比，你从来没吃过苹果，没见过苹果，
哪怕你吃过梨、山楂、桃子等水果，你还是不
知道苹果的味道。我跟你形容它是红的，瓤
是白的，有汁，甜的，有些还比较酸，有的脆
有的绵，
你就真的能知道苹果的味道了吗？
要想真的知道，你尝一尝，用自己的嘴
尝过了，你就真的知道了，也没太多废话，就
一句：原来，
苹果是这个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