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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NZHAI

洛克菲勒：第六代财富依然庞大

奇人洛克菲勒

长寿从来不是稀奇的事情，但是，统计表

明，要活到

98

岁，概率是

500

万分之一。因此，当

1937

年，洛克菲勒

98

岁的时候，保险公司不得

不付他

500

万美元。

1896

年，因为病情严重，洛

克菲勒不得不离开标准石油公司管理一线。但

谁也没有想到， 洛克菲勒居然又坚持了

41

年，

险些活到

100

岁。

除了长寿， 洛克菲勒的经历也是个奇迹。

他经历了南北战争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经历了

1890

年美国经济危机和

1929

年世界经济大萧

条；他导演了石油业大收购，参与了钢铁产业

大整合，创造并导演了历史上的托拉斯，也目

睹了美国之外的石油巨头的崛起。

当然，洛克菲勒牵动世界的，还是他的财

富奇迹。 根据各种机构的可比式推算与换算，

如果洛克菲勒健在，其财富目前在

2000

亿美元

左右，远远超过巴菲特、比尔·盖茨等富豪。 这

就是说， 洛克菲勒是真正的世界第一富人，即

“首富”。

为了创建石油帝国，洛克菲勒曾带领他的

团队无情地打击对手， 甚至不惜政商勾结，以

托拉斯之名，行垄断之实，并美其名曰“合作”。

因此，洛克菲勒与他的石油事业，是建立在抢

劫与控制基础之上的。 因此，洛克菲勒的“首

富”前，应该加个“恶”字，是为“恶首富”。不过，

在积累财富并使用各种手段击垮竞争对手的

同时，洛克菲勒又是世界慈善业真正的建设者

与实践者， 美国的一流大学与重要民间组织，

几乎都是在洛克菲勒家族的资助下成长起来

的。他的善款，不仅哺育了美国的医疗事业，哺

育了中国的医疗事业，而且催生并扶植了芝加

哥大学等名牌大学。 洛克菲勒的慈善规模之

大，运行方式的可持续，正随着时间的推移，不

断地获得新的认识。

因此，“恶首富”同时还是“首善”。 恶与善，

在一个人身上如此集中， 真是令人大跌眼镜。

怪哉！

洛克菲勒为什么如此之恶？又为什么如此

之善？

是什么造就了洛克菲勒

欲成非凡之事，需要非凡之人；而非凡之

人，需要的是非凡机遇。

洛克菲勒与他的家族能够成为集首富与

首善于一体的第一家族，源于洛克菲勒在商业

上的巨大成功。 应该说，在这方面，可能永远也

不会有人超过洛克菲勒了。不管我们怎么评价

洛克菲勒和镀金时代的商业领袖， 但不可否

认，洛克菲勒们的商业贡献，是开天辟地式的，

具有划时代意义。 在洛克菲勒之后，任何商业

领袖的贡献，都是产业性的、阶段性的。 福特、

杜兰特、斯隆，都是如此。

究其原因，洛克菲勒个人的特殊禀赋当然

不能低估，但更重要的、居首位的，还是时代机

遇。

洛克菲勒赶上了南北战争，那是美国的改

革开放，是美国崛起的重大历史机遇，更是世

界商业的一次伟大复兴。那是美国商业巨人辈

出的时代，钢铁大王卡内基、金融大鳄摩根都

在南北战争期间获得了人生第一桶金。除了时

代机遇外，洛克菲勒非常幸运地进入了石油领

域。 石油是世界过去

100

年来最重要的行业，因

此，洛克菲勒的公司成了美国最重要的原始财

富积累的机器之一，洛克菲勒家族因为这个机

遇而成为美国乃至世界第一家族。

与同时代的巨人比起来，洛克菲勒最大限

度地利用和发挥了石油的特殊作用，并以此为

基础建立那个时代最高效与最具规模的公司。

如果没有洛克菲勒， 美国公司的超常发展模

式，可能还要摸索很长一段时间。 天时、地利、

人和，洛克菲勒占齐了，因此，才有那么大的成

就。

2010

年夏天，央视乘拍摄《大国崛起》的余

威，拍摄了纪录片《公司的力量》，中国公众第

一次领略了公司在一个国家经济建设、全球经

济一体化中的特殊作用、特殊地位。 当然，影片

也形象而生动地展现了公司特别是超大公司

的两面性：既是国家进步的利器，也经常是妨

碍社会进步、公正的恶魔。

而说到妨碍社会进步、 妨碍公正的恶魔，

就不能不提洛克菲勒与他的标准石油公司。公

司这个怪物，不是洛克菲勒的发明，但要说起

现代公司，尤其是美国版的现代公司，鼻祖还

真的是标准石油公司。 美国第一家

100

万美元

注册资本的公司，法人是洛克菲勒；第一家注

册资本

200

万美元的公司，法人是洛克菲勒；美

国第一家

300

万美元注册资本的公司， 法人还

是洛克菲勒； 美国第一家注册资本

500

万美元

的公司，法人更是洛克菲勒。请注意，这里的美

国与世界，是可以画等号的。

在洛克菲勒之前，世界上没有注册资本达

到

100

万美元的公司。

一个人创下这么多的吉尼斯纪录，当然是

牛人了，不过，当时还没有吉尼斯纪录这个东

西。 而低调的洛克菲勒，从来也没有把打破什

么纪录作为人生的奋斗目标。

垄断的大鳄

公司集约化程度越高， 越有可能降低价

格，从而令各方受益，这是洛克菲勒的发现。仅

有发现还不够，洛克菲勒以特有的执着，将这

一信条运用到标准石油公司的实际运营中。于

是， 商业史上最有效率也最恐怖的商业形

式———托拉斯诞生了。

结果，标准石油公司生产的煤油，售价比

所有公司都要低，居然利润比价格高的公司还

要高。 这种大公司运营模式，后来成了美国商

业繁荣、国家富强的重要手段。 这也是商业史

大师钱德勒的重要发现。

跨国公司是全球一体化的产物，也随着全

球一体化成为主宰世界上的主要商业力量，其

巨大的政治、外交作用自然无法回避。 而开创

跨国公司模式的，就是洛克菲勒。 当标准石油

公司刚一成立，洛克菲勒就派自己的弟弟威廉

先是到纽约开办分公司，并在时机还不成熟时

就在伦敦等地开辟国际市场。 在电灯没有出现

前，中国人点煤油灯用的煤油就是标准石油公

司拓展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的产物。 在那个

时候，我们将非常好的一个名字送给了这个给

中国人带来光明的使者：美孚。 即使到了今天，

我们还习惯将埃克森石油公司（标准石油公司

被拆分的一个）称为美孚埃克森。

不过，当标准石油公司规模达到相当程度

之后，失控现象也就诞生了。 标准石油公司成

了不正当价格扮演者，为了垄断利益不惜收买

情报、监控竞争对手。 于是，洛克菲勒和他的标

准石油公司，以托拉斯之名，行垄断之实，以任

何手段摧毁可能阻挡自己获得商业成功的任

何力量。 洛克菲勒与标准石油公司为了自己的

利益，无形中成了商业进步的敌人。

当然，尽管这样，洛克菲勒的远见卓识至

今还是让人叹服。 一个小贸易商人是如何一脚

踏进了石油行业的？ 在成千上万的石油淘金者

中，为什么他能够成功？ 是什么力量促使他不

惧与整个行业为敌， 以近乎偏执的意志力，将

美国石油江山统一并产业化、标准化，成为美

国外贸的最大收入，并因此带动了世界石油的

开采浪潮？ 要知道，即使到今天，世界

500

大公

司中，前十名中过半仍是石油公司，说明石油

对世界的巨大影响。 而这种影响的渊薮，是洛

克菲勒与他的标准石油公司。 事实上，

1911

年

标准石油公司被肢解后，原来的标准石油摇身

一变为多家石油公司， 今天大多仍是世界最

大、最重要的公司。

真正的慈善先驱

离开商业与石油，如果谈到慈善与公益事

业，可能更离不开洛克菲勒。

了解慈善、 公益历史的人可能都知道，即

使在美国这样历史短暂的国家， 即使是做慈

善、公益的事情，也都是以近乎血腥的方式开

始的。 开创美国慈善事业的，是钢铁大王卡内

基。 这位钢铁大王生前在美国建立了无数图书

馆。 但很少人知道，卡内基为了捐建图书馆，与

无数地方官员进行了几乎是殊死的搏斗，并为

此毁坏了健康。 如果不是这样忘我地投身慈善

事业，卡内基可能还能多活几年。

另外一位慈善家可能大家更熟悉，那就是

石油大亨洛克菲勒。 不过，很少有人知道，为了

处理雪片般的慈善捐赠要求，洛克菲勒在

56

岁

时险些丧失性命。 为了为黑人捐建学校，洛克

菲勒甚至收到过子弹礼物。 为了按照洛克菲勒

的慈善理想成立基金会，洛克菲勒父子甚至与

管理部门沟通了十几年。

因此，美国今天辉煌的慈善事业，是慈善

事业的鼻祖们用生命代价换来的，同时也是多

方利益博弈多年的结果。

今天一说起慈善， 一般都会想起卡内基，

因为这位钢铁大王在

1897

年率先发表文章，认

为将财富带进坟墓是一种悲哀。 但很少人注意

到，在那之前，洛克菲勒已经形成了慈善专家

队伍，芝加哥大学、医学研究所等后来泽被后

世的机构，都已经创立。 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

除了解决了许多医学难题外，至少还创造了两

个纪录： 第一个诺贝尔医学奖诞生在这里，至

今至少有

20

人次获得诺贝尔医学奖。

我们中国的协和医学院，就是受惠于洛克

菲勒的慈善资金，中国的整个西医体系，就是

在协和的基础上成长壮大的。 到底有多少中国

人是被洛克菲勒间接救活的， 已经无从考证

了。

1917

年， 北平协和医院建院工程奠基仪

式。

北平协和医院为美国洛克菲勒财团于

1921

年创办。

后来，因为卡内基、摩根、福特等商业巨头

的加入，富人捐助财富，回馈社会才成为美国

的伟大传统，才有比尔·盖茨、巴菲特等世界富

人的慈善举措。

2010

年

6

月，巴菲特与比尔·盖

茨联袂向富人发出慈善捐赠号召，率先响应的

40

位富豪中，就有洛克菲勒后人。 此前十年，当

小布什总统

2001

年提出要逐步取消遗产税时，

洛克菲勒家族是第一个站出来反对的。

说起来也怪，很多企业家尽管心中很崇敬

洛克菲勒， 但像比尔·盖茨那样公开地说最崇

敬的人是洛克菲勒的，还真不多。 据说，盖茨当

年面临全世界的反垄断官司时，心灵上的唯一

慰藉就是洛克菲勒。

当然， 真正让人不得不怀念洛克菲勒的，

恐怕还是美国的影响力。 只要美国的霸权在，

世界活动的风风雨雨就必定会有美国的声音、

行动，而一旦美国有动作，作为美国第一家族，

洛克菲勒家族总会以不同的形式、不同的形象

发挥作用。

1972

年尼克松访问中国后，周恩来

总理见的唯一美国人是谁？ 洛克菲勒的孙子、

大通银行董事长戴维·洛克菲勒。 想想看，那是

什么时候？ 再想想看，“

9

·

11

”恐怖事件袭击对

象的世贸大厦，是谁建的？ 那可是洛克菲勒的

儿子的杰作。 如果不是一场不合时宜的离婚，

美国很有可能会有一个名为洛克菲勒的总统。

结果， 美国只出现了一个叫纳尔逊·洛克菲勒

的副总统。

中国人的悲哀之一是富不过三代，而时至

今日，洛克菲勒已经走进第七代，洛克菲勒基

金会还是美国最有代表性的慈善机构之一，洛

克菲勒中心仍然是美国文化的象征之一，洛克

菲勒的后人还是富人。

这不禁让人哑然，上帝为什么这么眷顾这

个家族？ 这个家族到底有什么不垮基因？ 难道

这个家族没有经过劫难？

顺着这样的思路，重温一下世界第一家族

的成长经历，既是一次有价值的商业与财富旅

行，更是一次慈善旅行。

当然，如果哪位能够体会到一颗大心脏在

跳动，甚至试图解密其跳动频率、供血方式等，

可能会另有一番大心得。

（摘自《影响世界的百年家族》）

洛克菲勒（Rockefeller）

提及近现代乃至当代美国史， 人们难以避开洛克菲勒这个家族的姓

氏：标准石油公司、洛克菲勒基金会、大通银行、现代艺术博物馆、洛克菲

勒中心、芝加哥大学、洛克菲勒大学，还有令美利坚合众国悲伤的在“9·11”

中倾倒的双塔。

你的家族

能富过六代吗

“富不过三代”的魔咒给中国富豪的

家族企业传承投下阴影。 为什么老一辈

辛苦创造的财富守不住呢？ 美国的洛克

菲勒家族发展到现在已经是第六代了，

这个家族的财富依然庞大， 而且子孙向

政界和文化界发展的也不少， 有的家族

子弟甚至隐姓埋名独自闯荡世界。 这里

到底隐藏着什么奥秘？

有趣的家庭市场经济

这个家族的财富创造者老洛克菲勒

在发展企业的过程中， 从来没忘记对家

庭的关心和子女的教育。 良好的家风可

能是这个家族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 他

在自己的家里实行市场经济， 让妻子做

总经理，每个孩子都要认真记账———“孩

子们靠做家务来挣零花钱： 打苍蝇

2

分

钱，削铅笔

1

角钱，练琴每小时

5

分钱，修

复花瓶则能挣

1

元钱， 一天不吃糖可得

2

分钱，第二天还不吃奖励

1

角钱，每拔出

菜地里

10

根杂草可以挣到

1

分钱，唯一的

男孩小约翰劈柴的报酬是每小时

1

角

5

分

钱。 ”

为了让孩子们学会相互谦让， 他只

买一辆自行车给

4

个孩子。小约翰长大后

不好意思地承认说，自己在

8

岁以前穿的

全是裙子，因为他在家里最小，前面

3

个

都是女孩。

反思：看过老洛克菲勒的家教方式，

很多富豪是该反思一下了。 由于创业比

较辛苦，一是没时间照顾家庭，二是觉得

不能让孩子再过苦日子， 孩子如果伸手

要钱，父辈从来都不打折扣，这样就把孩

子培养成一种衣来伸手、 饭来张口的寄

生虫心态。 真正的财富创造者都知道财

富来之不易， 但是往往因为人伦之爱而

忽略了对孩子的苦难教育， 让孩子们觉

得财富像是大风刮来的， 这样的家庭教

育模式是培养不出合格的财富继承人

的。

慈善让家族事业走得更远

大卫·洛克菲勒也是这个百年家族

中的出色人物， 他对这个家族最重要的

贡献是让这个家族以“助人家族”形象名

载历史。他受过很好的教育，除了公司的

日常经营外，他还亲自写了一本名为《论

文集》的书，讲述他在美国实力最雄厚家

族中的个人生活。 他还写了本家训式的

书———《回忆录》，在书中，他告诫子孙和

世人：“拥有财富， 也就拥有了他人所没

有的机遇，抓往这些机遇，同样是一件非

常重要的事情。 有钱人应该对社会负有

一种责任感，做些对别人有益的事情。 ”

他的一生不断地做各种慈善， 也正得力

于他的努力， 洛克菲勒家族的声望上了

一层楼， 并作为一种好的家族企业文化

发扬开来。

反思：中国的富人也在做慈善事业，

但是不乏功利目的和作秀嫌疑， 只有真

正发自内心地去做慈善， 并且把慈善作

为家族文化发扬开来， 才能让子孙们真

正理解财富的意义： 财富不仅仅是个人

享受， 更重要的是利用财富为社会做更

多有意义的事情。

家族成员多元化发展

在这个庞大的家族中， 后来不少人

没有选择经商，而是寻求多元化发展。比

如著名的纳尔逊·洛克菲勒就是一个出

色的政治家。即使含着金汤匙出生，他也

从没把成功的希望寄托在家族财富上。

他克服所患的严重的阅读障碍症进入政

坛，曾经成功创下

4

次连任纽约州州长的

纪录，成为自罗斯福、杜鲁门和艾森豪威

尔以来最受瞩目的一位政治家。 在这个

家族中，还有不少人干脆隐姓埋名，做着

各种和商业不相干的工作。

反思：家族成员的多元化发展，保证

了这个家族人才的平衡。 对于家族人才

的培养， 同样应该遵循着不要把鸡蛋放

在一个篮子里的投资定律， 都经商容易

造成人才失衡，人际网络单一，而且在家

族财产方面争端也会很多， 最近的王永

庆身后遗产案就是一个例子。

（摘自《辽宁日报》）

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中心高中。

约翰·D·洛克菲勒和家人在克利夫

兰市火车站。

美军打道回府致装备水平退化

毛驴成阿富汗

军队“直升机”

随着美军带着直升机撤离， 阿富汗国民军对毛

驴的需求量激增。 不过， 要想维持这种原始运输手

段运作下去， 首先得确保相关款项不被腐败分子贪

墨。

在

20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 阿富汗人手中只有

最简陋的战争工具： 泥砖修葺的哨所和老掉牙的苏

制冲锋枪。直到新世纪之初美军来到，许多当地人见

识过的武器才被提升到现代水平， 其中包括在崇山

峻岭间飞行的先进直升机。可惜好景不长，如今随着

美军地面部队逐步撤离， 曾为偏远哨所不断运送给

养的“钢铁蜻蜓”一天少似一天。 接管当地防务的阿

富汗国民军，不得不重拾古老的运输方法：求助于几

个世纪以来一直穿行在高海拔地区、 吃苦耐劳的毛

驴。

最大优势在于“养得起”

“毛驴就是我们阿富汗人的直升机。 ”说这话的

是驻库纳尔省的阿军营长阿卜杜勒·纳西里。 目前，

数百头毛驴勉力维持着他主管的基地的运转。 这种

转变凸显了一个事实： 美军和阿军的装备有天壤之

别，前者一旦离开，技术退步将不可避免。

美国方面认为，组建毛驴运输队是“养得起”的

方式， 虽然不理想， 但相比喀布尔官员们的好高骛

远，这招在西方援助资金逐渐减少的当下行之有效。

10

年来， 美国为阿安全部队的投入超过

500

亿美元，

为世界上最落后的军队注入了“时尚”元素，购置了

新的战车和枪炮。不过，随着作战任务移交给阿国民

军和警察， 五角大楼正在研究哪些基地和装备应该

留下，哪些应当运回国内。 事实上，两国军人几乎每

天都围着与此相关的细节争执不休。

阿富汗人想要夜视仪，遭到美方拒绝；想要更多

重武器和爆炸物探测器， 美国人依旧称其没有紧迫

的必要性。 阿军最想要的是直升机———这个国家现

在总共才有

31

架，不少是过时的俄国货；因为美国不

想多给，总统卡尔扎伊非常沮丧，威胁要从北约以外

的国家购买。

与美军撤离同步， 以毛驴为标的的买卖额在这

个国家稳步上升。许多驴子过去干农活，现在开始接

受“军训”，内容是运送从大米到弹药的一切物资。上

周，美军顾问团造访阿士兵把守的一座山地哨所，正

好碰到两名少年牵着

4

头毛驴，每头驮着

10

加仑（约

合

37.85

升）水。

16

岁的小承包商卡姆丁告诉外国大兵：“你们是

世界上最有钱、 最有实力的国家， 当然用得起直升

机。 我们的最佳对策则是毛驴。 没有这些牲口，阿富

汗军队将一事无成。 ”

合同款被吞是头号隐忧

相比训练驴子服从指挥， 后勤补给环节的腐败

和低效更让人着急， 即便像“驴帮” 这样新组建的

单位依然摆脱不掉阴影。 正当阿国民军准备接手几

十个基地， 急需毛驴运送物资时， 当初许诺付给农

民们的合同款却不知去向———这个国家的官僚体制

告诉外界， 它连最古老的工具都无力采购到位。 卡

姆丁表示， 货款

9

个月没动静， 他现在已经萌生退

意。

“我们需要更多水！ ”一名国民军上校朝卡姆丁

咆哮。“好吧，那么我要重新签合同！ ”美国顾问也不

得不花费大量时间解决欠款问题， 特种兵出身的负

责人牛顿中校坦言，“谁知道战争都快结束了， 还会

出现毛驴合同这种烂事？ 我可没接受过解决这类纠

纷的训练。 ”

越是危险的地区， 畜力短缺的情况越明显。 万

一物资供应中断， 就会导致重要哨所瘫痪。 “前沿

哨所一旦失去， 塔利班会趁虚而入。” 另一名美军

顾问表示。 在库纳尔省的某些基地， 美军把军粮送

给阿富汗同行， 这样， 他们就可以把这些物资卖

掉， 再将所得款项支付给提供毛驴的承包商。 其他

军官也允许阿富汗人在基地开小店， 以补贴军费的

缺口。

然而，体制问题不是靠小修小补就能根除的：在

阿国防部与边远驻军之间的某个隐秘环节， 以政府

名义下拨的资金总会像倒在沙土上的水那样漏光。

受影响的不只是毛驴，燃料、备件和武器往往也送不

到前线。国际监察机构

11

月公布的一份重建报告，重

申了问题的严重性：“

2014

年过渡期后， 阿富汗政府

有可能完全无力维持军备设施。 ”

在库纳尔省， 越来越多的人打算放弃与阿国民

军的合作。“我猜我的钱拨下来了，但被不知道躲在

哪儿的腐败官员挪用了。”赶着牲口的承包商齐亚苏

丁说。 他有

4

头毛驴在运送补给时“壮烈牺牲”，两头

死于武装分子的炮火，另外两头跌下悬崖。

巧合的是， 美军历史上的最后一支毛驴部队曾

经驻扎的科罗拉多州卡森堡， 如今正是牛顿中校所

属部队的基地。可惜，那批牲口早在

1956

年就告老还

乡了，当时，连牛顿的营长都尚未出生。“我希望帮阿

富汗人，但做不到，”牛顿说，“他们必须学会的一点

就是自力更生。 ”

（摘自《中国青年报》）

毛驴运输队在崇山峻岭间跋涉

令美利坚合众国悲伤的在“9·11”中

倾倒的双塔。

标准石油一号炼油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