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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微信虽小，世界很大

8月6日下午， 张瀚铎在驱车前往巴中的路上。

他在电话里大声地说，这是今年的工作重心，为了

这个城市综合体项目，今年没出唱片，要明年再说。

这就是他的A 、B两面。

他是一个“欢型”的房地产公司董事长，他是

张瀚铎。

他也自诩是音乐圈新科奶油小生，微博粉丝已

经13万多，他是“张道儒”。

董事长张瀚铎 12岁开始赚钱

以前的张瀚铎白白胖胖，有173斤，而现在，他

只有110多斤。在减肥这件事上，张瀚铎很得意，他

说自己的特点在于，执行力强，热情，胆子大，脑子

灵。他似乎天生就是个生意人。

他是独生子，祖籍山东，出生在辽宁。由于家里

从事建筑行业，天南海北，哪里有工程就往哪里走，

他随着父母，在城市之间迁徙，光是小学6年就换了

6个学校，北京，唐山，东北……

12岁那年，他策划了一个车模比赛，居然采用

了现在超女一类比赛使用的 “X X 进X X ” 规则。

“用现在的话说，那叫资本运作。”当时有朋友的四

驱车车模不好卖，他主动提出代卖，于是策划了这

个比赛。

“比赛那天，每个人交5元的报名费，来了100

多人。两个好哥们拿着表掐时间，100进50�，50进多

少……”带来的几十台车模，也顺便卖完了。

赚的钱， 几个好兄弟大吃了一顿。“其实并不

在乎挣多少钱，证明我能挣钱了。”

19岁那年，他从学校毕业，回家待着。就想做点

事情。父亲的公司，在承建的一个写字楼项目，买了

1577平米用作新办公地点。 他找到爸爸。“装修的

事，我亲力亲为来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卷。他看了

看我，行啊，你试试吧。”

只有45天的时间，从基础工程，到硬装，软装，

家具，要全部完成。尽管从没做过装修，但他胆子

大：“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啊”。

他在公司找了一个工程师做帮手。施工队伍也

要自己请，从木工多少钱一个工，水电工多少钱一

个工，都是他自己谈。有时大楼停电，他那时还是

170多斤的胖子，也得爬上37楼。

“开放前一天，我爸去看了一圈，很欣慰。我悬

着的心就落下来了，胜利的感觉。”

那年，他20岁，名正言顺“赖”进了公司。

看着合作的工程师那么开心，他明白了一个道

理：“请人来做事，就要让人开开心心，这也是道德

仁义中的‘德’和‘仁’，就是你自己有所收获的时

候，也要让人有所收获，你不能光顾着自己。”

歌手张道儒 我希望只要炫，不要耀

“如果没做房产，还会有其他工作适合你么？”

“做餐饮，娱乐。把事业当爱好，把爱好当事业。”

�他笑着自诩，是娱乐圈中的新晋奶油小生。

此时，他是“张道儒”。

在不少K T V里，已经能点唱张道儒的歌，因为

他的新专辑，已经发行。

张道儒在北京有自己的文化公司，也是自己公

司的签约艺人，出专辑，参加演唱会，赶通告，和艺

人们的生活没有不同。

有段时间，他背着吉他在北京行走，唱歌，为的

是历练。2009年起，他开始在北京做娱乐公司，2010

年做专辑，请了制作人，导演等，阵容华丽。他把音

乐，也带入了企业文化，不但在公司也成立了合唱

队，自己担任乐队的主唱和主音吉他手，还在自己

的办公室旁开了一个酒吧，员工们休闲时可以喝着

咖啡开会，聊事情。

2011年7月， 他的个人第二张专辑开始发行，

《请别说我爱你》， 其中还有一首歌是他自己写的

歌词。而现在，他又收了不少好歌，正在筹备自己新

的专辑。

面 / 对 / 面

一、怎么评价你自己？

张：对事情，不管眼前压力多大或是多么困扰，

我对明天总是充满希望，很乐观，阳光，压力再大总

要过了这个坎，你总要面对。

二、你认同别人称你为80后房产新一代吗？

张：我是踩在父亲肩膀上的。对于我来说，现在

是又守业又创业，把它推向一个高端，传给我的下

一代，这样一代一代传承下去，一个品牌的延伸，我

觉得这是有意义的。我还有个想法，拍一部关于第

二代的故事，真人真事，演自己。

三、上任以来，是否给公司带来一些新改变？

张： 我们企业是做建筑出身的， 从乙方变成甲

方，人力和理念要更新，把魂找到，是最关键的。

中国的不少建筑是抄袭，我坚持做原创。

四、未来的打算是什么？

张：想多做几个项目，把企业做大，也涉足其他

产业，比如酒店、教育、娱乐等，把企业做好，好好传

给下一代。对于同龄人，希望用我的热情感染他们，

也为弟弟妹妹做榜样。

地产江湖风起云涌，一时多少英雄豪杰？曾有资深人士感叹，最近几年成都楼市的领军人物越来越少。回望

20

年前，“陈氏三杰”沦为

成都开发江湖的悲剧英雄。

1993

年春天，港商陈冠杰组建了东洋集团成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选址郫县犀浦镇

317

国道旁以国际大都

会命名的花园住宅式开发，然而却以被业主告上法庭收场。另一名风云人物陈家刚，他操盘的上河城从

1998

年

4000

万大手笔广告而举

国知名，到

2001

年因资金链断裂全面断工，上河城的梦幻之旅变成一场梦魇。此外，这期间对成都楼市历史影响最大的还有一个陈姓开

发商，这就是陈宇光。他曾是一个位列福布斯富豪榜第二的主，在“亚洲第一

MALL

”的熊猫城项目上硬撑

13

年之后，选择出售熊猫万国商

城给“华南虎”的富力地产。

10

年前开始，成都楼市进入了“杨家将”时代，楼市领头的两员悍将，正是蓝光的杨铿与置信的杨毫。金房集团

董事长王晓白曾作诗《咏二杨》：“入蜀兵团似强龙，图霸西川硝烟浓。二杨率众擎天倾，半壁河山还姓‘蓉’。”

反观现在的成都楼市，缺乏了以前“不成功便成仁”的英雄情结，本土企业的领军人物在外来的“洋和尚”面前底气不足。然而让人欣

喜的是，成都楼市的第二代、甚至第三代已经渐渐成长和成熟起来。我们选择了一些年轻的中坚力量进行采访，他们的成熟、睿智、谦和

……让人看到了成都楼市未来的希望。下一个

10

年，是他们的时代，也是让他们为楼市烙上自己姓氏的时代。

一、怎么评价你自己？

陶：你告诉我，多富才算富

二代？ 我觉得自己才不是富二

代，只能算拼二代。

二、 你认同别人称你为80

后房产新一代吗？

陶：我会跟我哥一起努力，在

3

到

5

年内让企业更上台阶。我自己

的传媒公司也不会放弃，我觉得搞

好家族企业跟自己创业并不矛盾。

三、上任以来，是否给公司

带来一些新改变？

陶：现在几百号人跟着我们

追求更好的生活，这让我感到存

在的意义和责任。 公司在

2012

年捐资

1000

多万元在贫困地区

修建了营山县星火镇晶宝实验

学校，我觉得这还不够，对社会

的贡献还不够，自己的实力也要

不断增强才行。

姓名：张瀚铎

职务：广东兴合集团 董事长

四川省山东商会副会长

年龄：28岁

在成都开发的房地产项目：蓬莱尚岛

目前重心：全力打造巴中项目，城市综合

体，预计10月开盘

学计算机的宅男，周末拒接工作电话

敖建军34岁，一张娃娃脸，显得比实际年龄小。

他亲和力强，为人随和，能在极短的时间里和周围

人打成一片。让他评价自己，他笑着说，有点懒。

他的Q Q 签名出卖了他：“一万年太久，只争朝

夕”。

从计算机到房地产 他玩起了跨界

康普雷斯这个位于凯丹广场对面的写字楼和

酒店项目，是敖建军进入公司后全程操盘的第一个

项目。基于这一点，康普雷斯对于他而言，有着特别

的意义。这个项目在短短的一年时间就清盘，目前

已经交房入驻，企业的入驻率高达90%以上。

2008年， 敖建军进入了父亲的房产企业。之

前，他在做计算机。这一直是他的兴趣爱好，“我是

中国的第一代网民。” 而且当时父亲也颇为支持，

就是现在，公司也一直都在。

尽管从计算机到房地产，跨度很大，但他笑着

说， 其实自己不能算是门外汉。“大学本科学的是

建筑工程。 由于家庭环境和父辈朋友圈子的影响，

从事房地产该知道的东西都知道一点，对这个行业

的了解，比很多人都多，当然多精通倒不算。”

尽管这是他第一次全程操盘， 但项目区位较

好，基本没遇到什么波折就走到了今天。他要面临

的一个问题是，公司成立时间很长，有很多经验丰

富的前辈帮忙，不少人是看着他长大的叔叔阿姨。

这个问题必须分两面看。 一方面前辈们经验丰

富， 有他们的帮助， 很多事情不是想象的那么难，

“在你要下决定的时候，无外乎多听多看多比较。”

另一方面，两代人之间，有时不可避免有理念

上的冲突，在项目初期表现比较明显，在整个过程

中也有，他的应对是“据理力争，自己认为对的事

情就坚持下去。” 而且他开始引入一些年轻人，让

公司的员工结构更加年轻化。

父子也会起冲突 他坚持对的

他和父亲两代人之间，也会有不同。

“我们每天都会交流，他对我的影响是深入骨

髓的。”他说，父亲影响他的，主要是做事的方式，

而父亲敬业，能吃苦，对事情的把控细致全面等优

点，他都深有体会。

他对父亲的感情是尊敬和崇拜， 但这深藏于

心。表现在工作上，他和父亲的理念有时会冲突。他

并不是一味地听从于父亲的权威， 而是坚持自己认

为对的。“其实有碰撞是好事情，理念的冲突，工作方

式的差异还不少，但是并不影响公司的正常运作。”

这几年来，他给公司带来的变化，是人员结构

的年轻化，越来越多像他一样年轻，充满活力的新

人进入这个团队。“年轻人最大的优势在于敢冲敢

想，敢承担责任。我们公司最大的变化是，公司的发

展思路会更加跳跃和大胆。 康普雷斯结果还不错，

而下一个项目还会更加大胆， 结果如何难以预测，

只能说，我们尽力去做。我们自己的信心是足的。”

未来，除了更加跳跃和大胆，他将为公司带来

多大的产值？

“我不太习惯用数字说话， 有时会比较感性，

对我们而言，第一尽力了，第二机遇抓住了，第三，

团结一致向上，就行了，如果这三点都达到了，再差

都会发展的比较好，至于目标是什么，定得太早了

不一定是好事情。”

“遇到周末，没大事别打我电话”

为公司，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这绝不是敖建军的作风。作为总经理，他爱工

作，爱公司，作为敖建军，他爱生活，也爱家人。

工作中，有些时候他会有点“懒”，比如他

最讨厌的是开会，讨厌开几个小时的会，讨厌所

谓的例会。“在我看来， 某种意义上这些会议很

多都可以取消。”他说，公司本来就不大，天天在

面前晃，有啥子事情早就知道，不需要再专门开

会。比如周例会，把所有人喊到一起，说说这周

发生了什么事情， 其实这些事情早就知道并且

已经解决了。

除了工作外，他和朋友的聚会很多，但是很多

都安排在周一到周五。周末的时候，他是典型宅男，

时间都留给家人。

“周末我一般不处理工作上的事情，除非有特

殊情况。我已经打过招呼了，周末不要给我打电话，

我要在屋头。”

面 / 对 / 面

一、怎么评价你自己？

敖：一，耍心比较重；第二，比较懒；第三，坚持

自己的想法，为自己的想法而付出努力，最终能得

到认可。

二、你认同别人称你为“房二代”么？

敖：“二代”，在某个意义上是贬义的，措辞应该

稍微注意。

中国的传统观念，子承父业，我觉得这是无可

厚非顺理成章的事情。而且我们不是要取代职业经

理人，两者并不冲突，只是说在公司发展的前期和

中期，父辈对子女的培养所需要的一个过程。

所谓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某种意义上是谬论。

在没有一定基础条件的情况下， 这是一句空话，废

话。而我们这种情况，假设对这个行业有兴趣有爱

好有关注，我们为什么不能来做这个事情呢？关键

是结果，好与不好。但这需要时间来证明，不是一两

句话就能说清楚的。

身边有好几个这样的朋友， 如果给他们足够的

成长空间，他们肯定都是精英。不过中国的家长式管

理，会影响一个人的手脚放不放得开，我都算好的了。

三、做房地产的这几年，最得意的事情是什么？

敖：这个项目中，最得意的事情，就是得到父亲

的认可。但是还不全面。

四、如何面对非议？

敖：其实，最大的非议来自我爸，他说，你到底

行不行，这才是关键。通过“康普雷斯”项目后，我觉

得这个问题应该不存在了，可能惟一的非议，就是

觉得我有点懒。

五、上任以来，给公司带来什么新变化？

敖：最明显的是人员结构的年轻化。

六、未来的打算是什么？

敖：还是商业地产，继续做，主城区和郊区都

有， 做城市综合体项目。 接下来我们新的项目有

2

个，一个是城市综合体，一个是商住项目。其中一个

项目已经动工了，很快就会亮相。

姓名：敖建军

职务： 成都谊兴房屋开发有限公司 总经

理

年龄：34岁

在成都的操盘项目：写字楼康普雷斯已经

交房入驻，2个新项目 即将启动

家里定的规矩

不准开两门车

姓名：陶振华

职务：成都晶宝实业有限公司副总

年龄：27岁

在成都开发的房地产项目：晶宝·塞纳国际

目前重心：预计2014年推出的“犀浦项目”和规

划中“晶宝·世纪广场”“海南度假项目”等

成都商报记者对面的陶振

华，思路开阔，说话井井有条，有

着符合副总身份的理性和冷静。

虽然他故作老成地穿着白衬衣

黑西装，但那张娃娃脸还是“出

卖”了他的年龄。是的，他是标

准的85后，今年只有27岁。小小

年纪，陶振华已经是成都晶宝实

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了。

大学就下海经商

成都商报记者采访那天，他

刚从外地出差回来， 又忙着要跟

合作公司讨论犀浦新项目的定

位。记者的采访，被打断了数次，

但这个思维清晰的副总总是能找

到之前的话头接回来。 成都晶宝

实业有限公司始创于1996年，以

家具制造为起点， 经过十余年的

努力， 公司业务已涉及房地产开

发、家具制造、环保科技、LED 光

电科技、矿产品加工等多个领域。

陶振华的父亲是公司的创始

人，现在已经逐渐淡出一线。陶振

华的哥哥，学的是经济管理专业，

现在是公司的总经理。 排行老二

的振华在很多人眼里， 是含着金

钥匙长大的“富二代”。不过陶振

华非常不喜欢“富二代”这个称

呼，“你告诉我，多富才算富二代？

我觉得自己才不是富二代， 只能

算拼二代。”他跟记者说起，当初

父亲创业时， 是找人借了10万块

钱， 白手起家。“父亲对我们兄弟

俩管教很严格， 一直用中国的传

统文化来教育我们。比如说，我们

家有不少硬性规定： 不准开两门

的车！25岁之前不准谈恋爱！

……”猛然谈到恋爱这个话题，这

个大男孩的脸上露出一丝腼腆地

笑，“父亲的严厉管教， 让我比同

龄的孩子懂事要早一些， 我在大

学读书时就下海做生意了。”讲起

自己的生意经，陶振华挺自豪，虽

然年纪不大， 但他的经历不少，

“我大学在川师读的酒店管理，那

时候我找了一个运动品牌代理，

投资了30多万， 搞起了校园流动

专卖店。赚的钱不多，足够我大学

时候的生活费了。2008年就快毕

业时，我搞起了广告公司。当然也

有失败的经历， 我曾为了传播传

统文化，成立了天韵女子学堂，第

一年就亏了300多万……”

向刘氏兄弟看齐

在晶宝，陶振华负责的是营

销策划及成本管理等方面的事

务，与此同时他不断地参加经济

管理类的培训班， 提升自己。

“我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喜

欢学习吧。”陶振华说。他参加

过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企业经

营管理班、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

院高级金融专修班和四川大学

的国学班，目前正在清华大学经

济管理学院读企业家管理班。

之所以参加那么多培训，陶

振华想的是“增加知识，拓展人

际圈，为企业下一步发展提供支

撑。” 聊起企业发展的话题，这

位年轻的副总展示了超乎年龄

的成熟。“我会跟我哥一起努

力， 在3到5年内让企业更上台

阶。我自己的传媒公司也不会放

弃，我觉得搞好家族企业跟自己

创业并不矛盾。咱们四川的刘氏

兄弟不就是成功的典范吗？”

所以，他把自己定位成一位

“拼二代”，“我的业余时间很

少，业余爱好也不多，平时有空

的时候看看书， 打打羽毛球、高

尔夫。 我总觉得时间不够用，需

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我没

有偶像，但我觉得所有人都有值

得让我学习的优点。”跟很多的

“富二代”不一样，这位年轻人

对奢侈品没有特别的兴趣，而是

喜欢跟朋友煮酒论史，“我爱看

的书是：《论语》《资治通鉴》

《史记》……前日之事，今日之

师，历史让我的内心更强大。”

面 / 对 / 面

如果一定要给过去20年的成都楼市命名一个姓氏，那么前10年姓陈，后10

年则是“杨家将”的天下。下一个10年，成都楼市姓什么？这个问题还没有现

成的答案，但在成都的本土房地产企业里，80后的年轻人已经挑起了重担。

他们，让人看到成都楼市的希望

本报资料图片

董事长是歌手，还想当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