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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村笔记
宁肯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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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研究成果——
—汉卡
比如柳传志讲故事的能力就让倪
光南折服，有一天晚上，熄了灯，大家躺
在床上，柳传志给大家讲电影《基督山
恩仇记》。 倪光南读过大仲马的这部名
著，对故事情节了然于胸，本不会对电
影故事有什么兴趣。 但柳传志将整个电
影讲得绘声绘色，将近两个钟头倪光南
听得津津有味，对柳传志的文学功底和
表达能力佩服不已。
柳传志听说倪光南记忆力好，能够
—那可是无线
背得出麦克斯洛方程——
电基础里的一个基本公式，非常长，长得
令人生畏。 有一次柳传志和几个人想考
一考倪光南， 便假装不会这个方程，特
谦虚又有点使坏地向倪光南请教：“我
说老倪，你能写出麦克斯洛方程吗？ ”
“干嘛？ ”倪光南警惕地看着柳传
志，柳传志使劲忍住笑，“你能不能写一

下，我实在记不清了。 ”倪光南当即提笔写
起来，除了前面常数项没写，剩下的全部
都写了出来，一丁点儿差错也没有。 外表
宽怀和气、内心自命不凡的柳传志一下服
了，觉得此人可畏。 从倪光南身上，柳传志
看到自己的差距，无论如何自己没有倪光
南的记忆力。 记忆力强是一种才华，不能
不相信这点。
而事实上，1985年的倪光南和1984年
的柳传志一个样， 内心也有一种怀才不
遇、有劲使不出来的憋闷感。 作为一个在
计算机领域造诣相当深厚的研究人员，倪
光南取得过很多科研成果，一项研究完成
了，很高兴，接下来写个报告，交给领导，
领导看了以后再把成果报告给上一级领
导，直到上报给国家。
国家就给倪光南发个奖， 奖发完了，
却没人把这些成果应用于实践生产，然后
这些成果就被锁进保险柜里，像“坐监”一
样。 自己的成果坐监，自己也像坐监一样，
日久天长不知道坐了多少年了。
不过，如果下海就是卖白菜，蹬三轮，
倒小商品——
—倪光南也决不会干这种事，
这是倪光南的不同。 柳传志可以干，彩电
被骗之后，除了违法，没什么柳传志不能
干的，这是柳传志与倪光南的区别。 不过
公司有了第一桶金之后不用卖白菜了，不
用倒小商品了， 当然蹬三轮还是免不了，
人力三轮车是那时中关村下海科技人员
的主要运输工具，这点和当年天桥的板爷
没差别。
不过有别人蹬不会让倪光南蹬的，倪
光南要来公司那可是个宝，会把他“供”起
来。 而且现在公司这第一桶金还是有些技
术含量的，是和电脑打交道，此时迎请倪
光南，包括他手里的最新研究成果——
—汉
卡，是时候了。
那时在国外个人计算机已有10年历
史，比尔·盖茨提出的
“
让每一个办公桌，每
一个家庭都摆上电脑”在美国已成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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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希望“
发挥余热”
伊藤博文在韩国曾多次公开宣称，
“日本没有必要合并韩国，韩国必须是独
立自治的”，或许是戏份太足，连桂和小
村都以为他是真的决意存韩， 十分担心
他会反对这份草案。 但此时听完这两人
的解说，伊藤抽着烟，几乎不置一词，良
久，低语道：
“
也想不出别的良策啊！ ”此
言一出，桂太郎长出一口气，没想到伊藤
会如此轻易就点了头， 而朝鲜半岛的命
运，就已在轻描淡写的几句对谈中确定。
伊藤博文确实公开表达过反对合并
韩国，因此被视为鸽派，然而政治向来只
有永恒的利益，所谓鹰派鸽派，不过此一
时彼一时，就像十九世纪70年代反对西
乡隆盛征韩的伊藤博文，到了90年代变
成了侵朝侵华之战的主导者，鹰鸽转换，
还是取决于日本的利益需要。 桂和小村
满意地告辞。两天后伊藤觐见天皇，上奏

了对“韩国倂合”计划的看法，并辞去统
监之职，回韩国办理交割后，于6月离韩
返日，再任枢密院议长。
虽已年近古稀，伊藤还希望“发挥余
热”，在北海道休养消夏之后，就筹备着
秋天的哈尔滨之行。 此行名为
“私人身份
的漫游”，实则暗含重要外交使命：作为
天皇的代表， 会晤俄国财政大臣弗拉基
米尔·科科夫切夫，当时美国铁路大王哈
里曼正试图参与中国东北的铁路修建，
同视该地为禁脔的日俄两国急需协调应
对。 10月14日，伊藤离开大矶的沧浪阁
别墅，乘火车赴下关，那里正是他的故乡
长州， 也是当年他逼迫李鸿章签约的得
意之地。 抚今追昔，伊藤诗兴大发，于车
上作七绝一首云：
秋晚辞家上远程，车窗谈尽听虫声。
明朝渤海波千尺，欲悼忠魂是此行。
两天后， 伊藤一行由下关渡海到北
九州的门司港，转乘商船“铁岭丸”驶往
大连，在船上度过了68岁寿辰。 18日中
午轮船到港， 日本设在满洲的关东都督
府以及满铁公司一干要员早早迎候，当
晚设宴接风。 次日， 中国官员又隆重款
待，应接不暇。
10月19日，伊藤博文抵达大连的次
日，另一艘渡船在海参崴靠岸，同样载来
一位异乡客——
—安重根。
此时， 日俄中韩各国媒体都已聚焦
伊藤的满洲之行，消息铺天盖地，是以刚
在海参崴下船的安重根， 就从当地韩国
侨民的报纸《大东共报》上获悉。
这消息对安重根来说不啻为福 音
书，又像是动员令。 对伊藤，他早思之切
齿，一直想亲赴日本行刺，但且不说这毫
无成算，以他现下的经济条件，连旅费都
凑不出来，正空自愤懑，不期伊藤博文竟
要自己送上门，怎能不说是喜从天降？ 安
重根曾为《大东共报》撰稿，通过该报编
辑，他又从俄文报纸《哈尔滨铁道报》上
核实了信息。

9 月装修 如何比工厂价更便宜
江南美家博会即将开业 9 月 16 日庆新店开业优惠提前享
被你发现，你跟他说，他心里还会不安逸。
“这个人怎么这么多事， 出这么点钱还有
这么高要求。 ” 后期还可能出现拖延、躲
避，工程未完包工头不见了等现象，你却
投诉无门。 但是，装修公司再怎么跑得掉
和尚跑不了庙。钱花了，到底谁更划算？ 你
心里一定有了一本账。

秘密三：
哪种适合？ 全包套餐要比内涵

近年，武汉家装市场出现了多种装修模式，均声称自己性价比极高，掀起家
装行业一股勇争“冠军”的风潮。 一时之间消费者无所适从，到底选择何种装修
模式才更划算、更令自己满意呢？ 对此，记者采访了武汉套餐全包家装模式“第
一人”江南美装饰总裁王汉雄，为你深入浅出地揭开套餐、整装性价比的秘密。
到底谁更划算？ 到底谁更具优势？ 9 月装修业主，你不看，会遗憾。

秘密一：
谁更便宜？ 自己买再低也是零售价

秘密二：
谁更划算？ 跟马路装修队算笔账
很多初次装修的业主喜欢找游击队
或者熟人装修，主要考虑就是直观感觉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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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修中占去大头的费用就是材料。 自
己购材料与装修公司购材料价格到底有
什么差别呢？ 材料进价要比装修公司高出
30%左右；—个人到建材市场购买建材，
再低也属于零售价， 哪个材料商不留
10%的毛利呢？ 加上总代理、区域代理、零
售商门店、销售人员、设计师等层层运营
成本，至少比进价再增加一倍左右。 而装
修公司购买材料，再少也会从渠道源头购
进，属于工厂价。

击队更便宜。 真实的情况是什么呢？ 游击
队的工人人工费并不低， 工艺水平差，野
蛮施工，施工现场脏乱差。 素质高的工人
怎么可能不进正规公司？ 工人可能会说装
修公司规矩多，管得严！ 一个不懂规矩，不
服从管理的人你敢用吗？ 马路游击队安全
隐患多， 没有监理自己又不懂工程验收，
工程质量得不到保障。 此外，由于统筹规
划不专业，施工材料损耗率至少 10%，让
你浪费了材料费。 而且，若施工中工人有
工伤或劳资纠纷， 即使事先有书面约定，
还是无济于事，需业主巨额买单，雇人风
险性极高，这样的案例每年都不少。
此外，有人喜欢找亲戚朋友施工。 这
样平时好烟好酒伺候着，质量不好不但不
好意思说还落人情债。 因为出了点小问题

1、包得全 江南美装饰全包装修套餐
66800 元 /100㎡, 以两室两厅一厨一卫
一阳台为例，仅需 66800 元。
装修：半包部分，水电工程、泥工 工
程、乳胶漆工程、木工工程；
主材：瓷砖、实木地板、洁具（马桶、花
洒、龙头）、浴室柜、定制橱柜、移门、衣柜、
门和门套、集成吊顶、开关、插座、门槛石、
卫生间小五金、地漏；
软装：窗帘、墙纸；
灯饰：灯具、厨房照明、卫生间照明。
2、配置高 江南美装饰集团目前拥有
武汉装饰界规模最大超一万方的两大装
修建材家具体验馆。 内涵高中低档品牌近
200 家、款式上万件，套餐产品任意挑选。
开关面板用德国的西门子、弱电用荷兰的
飞利浦、 水管用金牛的高档金翡翠系列、

家
分
店

电线采用美国金貂阻燃电线。
3、规模大 江南美装饰集团拥有 8 大
子品牌、20 多家直营店面， 分布武汉及周
边各区域。 武汉市区每直径 1 公里必有样
板房，每直径 5 公里必有分公司。

全城比价 两倍补差
活动比价不限户型，只要是新房准备
装修的准业主均可参与。 凡是拨打电话报
名之后，到店领取装修预算、设计方案，你
可以根据报价清单全城比价。 如果您发现
有比此价格更低情况， 可报给江南美装
饰，经工作人员调查核实后，给予两倍补
差的奖励。 同时，所有参与活动的其他业
主均能享受到全新的价格。

新店开业 优惠提前享
活动时间：9 月 16 日
活动地址： 汉口新荣客运站旁汉黄路十大家
车站对面 1.5 万方建材家具体验馆新装开业。
◆报名活动
不用带户型图，报楼盘名字即有详细
方案到店领取，现场有更多优惠，欢迎电
话报名：027-8666 1666
◆快速报价
索取免费方案 发送短信： “姓名 +
楼盘 + 面积 ” 至 15623537370，快
速方案报价！

新荣 新荣客运站旁汉黄路十大家车站对面 万店长 15072461218
合富金生 白沙洲合富金生建材城 v2 馆 4 楼全层 陈店长 13026147805
北湖 江汉区新华路人德里 84 号（汉庭酒店旁） 王店长 15871799275
硚口 古田四路轻轨站附近古田帝园小区门面一楼（刘胖子酒店旁） 马店长 13667216838
古田 古田二路汉口春天门面（藻云轩酒店旁） 黄店长 18707119430
后湖 江岸区后湖大道同鑫花园 12-1 号门面 方店长 15071467216
塔子湖 后湖大道汉口花园一期 B8-4（石桥地铁站 B 出口前行 50 米） 柳店长 13437152192
唐家墩 发展大道 440 号富贵轩酒店对面（近田园小区） 高店长 15107102453
徐东 徐东团结名居枫园 1 栋 2 单元 3 楼 夏店长 13971236679
青山 青山法院斜对面友谊大道 848 号工业路天桥旁 叶店长 13986016841
铁机 铁机路地铁站 C 出口前行 50 米（链家地产旁） 张店长 13476022116
积玉桥 和平大道沙湖苑路公交车站（华润置地凤凰城楼下） 李店长 15972108836
光谷 珞瑜路金鑫国际家居建材城（武汉体育学院斜对面） 李店长 15907143925
南湖 丁字桥南路富安街南湖名都 A 区 9-1-1 江南美装饰街边商铺 汪店长 18502797868
中南 中南武珞路 211 号五月花大酒店旁 颜店长 15207137845
雄楚 雄楚大道关山中学斜对面光谷智慧城沿街一栋二单元一楼 武店长 15623552055
汉阳 汉阳大道麒麟路 495 号
（
四号线七里庙地铁站 A 出口直走 300 米) 袁店长 13554169240
钟家村 汉阳大道与归元寺路口交汇处 186 号（平安银行旁） 黎店长 13627149491
龙阳 汉阳区芳草路与汉城路交汇处 和昌森林湖 10 号商铺 唐店长 电话 18827004502
沌口 经济开发区宁康园 1 号门门口金迪超市 3 楼 柯店长 13437132138
江夏 文化大道鸿发世纪城 2 栋 111 号 周店长 13163338357
盘龙城 巨龙大道美景天城二期 20 号（售楼部旁 200 米） 张店长 15926396981
吴家山 东西湖大道东建金鼎湾 1-12 号商铺 张店长 189862857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