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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议特斯拉

我非常着迷于把自己的产品变得更

加完美。我们在某些方面尽我们所能去达

到完美，追求极致，能够使每一个细节都

是正确的。我们并不能说我们的车每一个

细节都是正确的，但是我们能够想象到的

每一个细节都是完美的，我们尽力做一些

修改能够把车在每一个月都有所提升。

但大多数人没有注意到这些变化，

但是我们自己知道， 我们的产品有数百

个变化，这样人们可以理解这些变化，在

无意识的层面可以理解这些变化， 他们

虽然不知道这些变化， 但是他们会感觉

到更加舒适、安全等等，所以人们才喜欢

我们的车。 很多时候这些客户并不清楚

的说明为什么他们喜欢这个车， 比如说

他们看到一个屏幕很喜欢， 或者车开得

很快喜欢， 并不能够清楚描述出车的好

处， 但是这些微妙的差异使得人们非常

喜欢我们的产品。

我并不是说一定要搞破坏、 搞颠覆

性的创新， 但是有一些很重要的东西是

需要实现的。如果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一

定要有些颠覆的话，我是会做的。比如汽

车界最重要的一点是要转型， 由以前的

稳定性变成快的， 这个可能还并不是说

真正特别革命性的。 真正能够鼓励我的

是，要进行颠覆性创新的时候，我才会去

做必要的颠覆，必要的破坏。

我们公司曾经遇到一个

NASA

（美国

国家航空与航天局）的项目，它是一个商

业项目，当时太空船退休了，需要有一个

替代品，但又只有很少的一点预算，所以

他们就搞了一个竞争。一般来讲，这样的

竞争一定是大公司最后赢，但是波音一看

这么点钱不够， 所以他们根本就不投标

了。后来我们说愿意干，就参加了投标。那

些大的空间公司想，他们这样的小公司肯

定做不成， 这样

NASA

还得跟我们签约。

但幸运的是我们没有失败。他们真的是很

自大，非常傲慢，所以是他们自己放弃了

这样一种投标的机会，才给我的公司一种

去参与的机会。最后我们做成了，我目前

还是难以置信，觉得非常不可思议。

说实话， 我不知道自己有什么独特

之处。你看那些大公司早期的历史，他们

也都是一点一点进步， 我想这也是给那

些创业者的一个建议吧： 一般从小规模

开始做，逐渐完善自己，这样客户会给你

越来越多的信心，你的积累会越来越多，

积小胜为大胜，慢慢积累你的成功，一步

一步地做，从小到大，这样你就逐渐成长

起来，拿到的合同也会越来越多，金额越

来越大。

我们是一点一点赢得了

NASA

对我

们的信心， 包括那些商用卫星公司对我

们的信心，所以才获取了这些资源，能够

进行进一步的开发。刚刚我已经说了，飞

行器发射以后能不能再次使用， 成本的

差别至少是

100

倍的。所以，未来有了我

们这样的努力， 可能连普通公民也能承

担得起去太空旅行的费用了。

（本文出自埃隆·马斯克

4

月

21

日在北京

出席《创新者峰会

2014

》并接受央视《对话》栏

目的演讲及专访，有删节）

惧怕、崇拜特斯拉都没必要

特斯拉不是 “哥斯拉”，它

只是用成功的设计和完美的营

销， 将一台电动车卖到了豪车

的价格， 其背后仍旧是一场生

意， 是市场经济创造的又一个

品牌神话。惧怕、崇拜特斯拉都

是没有必要的， 我们要做的是

冷静观察和研究。有时候，某个

行业的飞跃式发展必须依靠天

才和他们非凡的创意。 我们期

待下一个乔布斯， 或者马斯克

能诞生在中国。

特斯拉未来或面临多重挑战

被热炒的特斯拉未来将会

面临很多挑战：其一，充电站的

数量上不去，销售也将受影响，

而建设大量充电站需要投入巨

资；其二，大肆炒作带来的股价

虚高有可能会 “水落石出”，届

时来自投资者的压力将会让马

斯克们倍感煎熬；其三，一旦电

动车核心技术成熟， 拥有上百

年造车技术和体系的传统车企

们将会给特斯拉重重一击 ，就

像奥特曼“成全”小怪兽那样。

影响市场更重要的因素是政策

特斯拉很难凭一己之力开

拓时代， 影响纯电动汽车发展

更重要的因素是政策。目前，中

国政府也在通过补贴、 税收优

惠和加强相关基础设施建设等

方法来支持和鼓励使用电动交

通工具。也正是在政策推动下，

很多国内厂商开始在电动汽车

领域进行大量的投资， 既包括

内部研发项目， 也包括进行外

部的战略投资。不同于苹果，特

斯拉最大意义在于让消费者了

解了电动汽车的实用性， 进一

步打消了消费者对充电和安全

问题的顾虑， 从而使更多国内

企业参与到市场竞争中来。

这几天， 特斯拉的创始人马斯克正

在国内访问， 所到之处几乎都掀起一阵

旋风。 一个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企业家

一趟中国行为何会有如此大影响， 国内

媒体对他的到访是否有点过度关注？

自从乔布斯驾鹤西游之后， 国内科

技媒体一片哀号。 让他们感到悲痛的可

能不只是损失了一位科技界的巨人，更

可惜的或许是从此少了一个具有超强话

题制造能力的科技大佬。

好在马斯克适时地出现了。这个同样

出现在硅谷，传奇经历和励志故事可以跟

乔帮主相媲美的科技狂人，成功地“填补”

了后乔布斯时代一个偶像的空虚。

无可否认， 马斯克身上值得媒体大

书特书的亮点实在太多。 他先后做过支

付公司

Paypal

、 环保跑车公司特斯拉，还

是空间探索技术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兼首

席技术官。他的新公司是

SpaceX

，是一家

私人火箭公司， 正在研究用低廉价格发

射太空飞船。这些元素结合在一起，马斯

克成功了， 成为继乔布斯之后又一个被

送上神坛上的科技巨人。

一个传奇人物：马斯克；一个跨时代

的产品： 特斯拉———这跟乔布斯带着

i鄄

Phone

进入中国的路数惊人地相似。

当各大科技媒体的记者们竞相吹捧

特斯拉如何如何牛时，当雷军、周鸿祎等

大佬交口称赞特斯拉如何智能和高科技

时， 作为一个没有话语权的普罗大众还

能说些什么呢？ 我们只能仰望。 可以预

见：假如特斯拉价格低一点，特斯拉必将

会像

iPhone

手机一样风靡全中国。

但是，特斯拉真有那么无可挑剔吗？

事实上，普通人是极易被蛊惑的，然

后不由自主地人云亦云， 最后甚至会自

觉地集体编造和维护一个谎言。这跟《皇

帝的新装》道理相同。这一类故事并不少

见。比如著名的互联网大煎饼的故事。当

用互联网思维包装过的煎饼被吹上天

时，食客们蜂拥而至，然后排队几十分钟

终于吃到死贵死贵的煎饼， 然后你会说

煎饼难吃吗？不会的，你只会对别人说，

这确实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煎饼。

为什么？ 因为如果一个消费者为吃

上一个煎饼付出了巨大的时间成本和金

钱成本， 他只能安慰自己这一切是值得

的。直到有人说了真话：那家的煎饼实在

是太难吃了， 这时可能大多数人都会松

一口气，终于不用再昧着良心去圆谎了。

最近一段时间， 笔者每刷一次朋友

圈就发现身边有朋友跑去特斯拉体验店

体验去了， 然后都会千篇一律地说特斯

拉酷极了、炫极了，总之所有的溢美之词

都会出现， 然后附上跟特斯拉的合照几

张。一个被供上神坛的产品，一个被众多

媒体及聪明人一致认可的产品， 你会不

自觉放大它的优点， 并可能会忽略它的

缺点。

当然， 我并不是说特斯拉不好不酷

不炫不智能， 也不是说马斯克不牛。相

反，我也一样认为，特斯拉绝对是一个创

新的产品，马斯克也绝对是传奇。我只是

对国内媒体一波又一波的造神运动感到

有些不以为然， 更对国内科技界盲目崇

拜追捧美国企业家偶像的景象感到有点

悲哀。

作为一家企业， 最成功的传播策略

就是尽可能地多讲故事。 无论是有关企

业领导人还是产品，故事越传奇越好，因

为产品说明书是枯燥无味的， 而故事是

有趣的、可读的。 新华每日电讯

时下最火的时尚

品是什么？ 苹果手机？

那已经是过去式了。

现在，如果一个时

尚达人不了解特斯拉

汽车，都不敢在朋友圈

中发言；不认识其创始

人马斯克，就好像没听

说过乔布斯一样孤陋

寡闻。

4月21日， 特斯拉

的创始人马斯克来到

北京，并于22日举行向

首批车主交车的仪式，

而首批8名车主也不是

非凡之辈———像新浪

曹国伟、汽车之家李想

这样大名鼎鼎的人物，

几乎不是董事长，就是

总裁、CEO。

有趣的是，在现实

中，常常会碰到有人会

将特斯拉无意间念成

“哥斯拉”———一头在

动漫世界非常出名的

传奇怪兽。也许在很多

人眼里， 特斯拉来了，

还不完全是狼来了，而

恰恰像是一个颠覆传

统的怪兽哥斯拉来了。

面对大公司的傲慢

创业公司要积小胜为大胜

编者按：

特斯拉是又一个传奇还是皇帝的新衣

2014年1月30日，美国科技界领先的创新

奖之一爱迪生奖被授予联想集团董事长兼

CEO杨元庆。巧合的是，特斯拉的马斯克也

是爱迪生奖的获得者。4月21日， 马斯克与杨

元庆在一同参加《创新者峰会2014》之时，针

对“科技互联网领域发生的变革及创新的本

质”进行了深度对话。

如何进行创新

马斯克：

创新可以是更好的产品，也可以

让同样的产品变得价格更低， 总之是那些让

人类生活变得更美好的东西。 创始一个公司

就要明白它有失败的可能， 最重要的是要提

前做好失败的准备， 包括怎样应对失败所带

来的风险； 其次就是做产品要把目标订到一

个高位。汽车行业是一个非常传统的行业，互

联网对它的最大影响便是对于消费者反馈信

息的收集， 以及口碑营销方式下消息的快速

扩散。 确实我们在网上听到了网友们一些刺

耳的声音，比如说我们的车卖得太贵等等。

杨元庆：

相比动作幅度较小的传统制造

业来说， 科技企业无时无刻都在跟创新打交

道，硬件、软件、服务，这三大项在一个很短的

周期内作者更新换代。可以很明确地说，如果

一个科技企业缺乏创新精神， 那么他们很难

在这个领域走得更远。

企业的营销模式

马斯克：

客户更希望特斯拉能够多建立

一些实体的直营店面， 就像苹果的Apple�

Store那样， 而不是把产品交给授权经销商去

做。 汽车这种产品的性质决定了消费者需要

更谨慎的考虑及面对面的交易保障。

杨元庆：

像Apple� Store这样的实体店面可

以让初级消费者快速了解产品，因为店里驻有

熟悉产品的讲解员，这种面对面的沟通虽然牺

牲了时间但更有效率，信息传递更直接，并且

在三、四线城市，传统渠道依旧是主导。

对产品的态度

马斯克：

我们追求完美，完美的产品才能

带来更好的销量。 客户可能也不知道他们具

体喜欢这车的那些方面， 他们可是只能被一

些小细节所吸引， 所以需要我们把它做得完

美。当然成本也是我们所不能忽略的，性能翻

两倍价格翻十倍的产品消费者也不会埋单。

杨元庆：

联想是一家出产消费级产品的

公司，我们注重客户的反馈。客户说老的产品

不能触摸，续航时间短，不够便携，所以才有

了今天的YOGA，我们满足客户的需求，然后

再去引导消费， 当然我们也更加注重简约的

设计，比如我们的电视遥控器只有一个按钮。

马斯克VS杨元庆

纵论变革与创新

投稿邮箱：

cdsbsypl@163.com

□

马斯克（特斯拉

CEO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