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毫无疑问毫无疑问，，马斯克是一个马斯克是一个

充满冒险精神的代表人物充满冒险精神的代表人物。。翻翻

开开《《硅谷钢铁侠硅谷钢铁侠》》一书一书，，阅读阅读

他的人生经历他的人生经历，，无论是创建电无论是创建电

子支付公司子支付公司 PayPalPayPal，，还是发射还是发射

火箭火箭、、建造太阳能城建造太阳能城、、改造特改造特

斯拉电动车斯拉电动车，，你都会被他看待你都会被他看待

事物的天才视角和执行计划的事物的天才视角和执行计划的

““暴风骤雨暴风骤雨””所裹挟所裹挟，，有一种坐有一种坐

过山车时透不过气的感觉过山车时透不过气的感觉。。

然而这样一位冒险人物然而这样一位冒险人物，，

却对低成本有着一种近乎偏执却对低成本有着一种近乎偏执

的坚持的坚持。。在全球面临新冠疫情在全球面临新冠疫情

考验考验，，现金为王的当口现金为王的当口，，企业企业

该如何处理创新这个该如何处理创新这个““烧钱烧钱””

的物种的物种？？或许此时重读此书或许此时重读此书，，

可以帮助我们找寻到一些灵感可以帮助我们找寻到一些灵感。。

典型的宇航公司会提出发典型的宇航公司会提出发

射系统所需的零件清单射系统所需的零件清单，，然后然后

把设计和规格交给众多的第三把设计和规格交给众多的第三

方制造商方制造商，，由它们负责制造由它们负责制造。。

而马斯克的火箭公司而马斯克的火箭公司 Space XSpace X

倾向于尽可能减少采购倾向于尽可能减少采购。。这个这个

做法乍一看做法乍一看，，不那么明智不那么明智。。那那

些专业公司制造无线电设备和些专业公司制造无线电设备和

配电器已有数十年历史配电器已有数十年历史，，自己自己

生产火箭上的每一台计算设备生产火箭上的每一台计算设备

和机器和机器，，可能会增大出错的概可能会增大出错的概

率率，，而且通常会浪费时间而且通常会浪费时间。。但但

是对是对 Space XSpace X 来说来说，，这个策略这个策略

是奏效的是奏效的。。除了制造自己的发除了制造自己的发

动机动机、、火箭箭体和飞船舱体火箭箭体和飞船舱体，，

Space XSpace X 还设计了自己的主板还设计了自己的主板、、

电路电路、、探测振动的传感器探测振动的传感器、、飞飞

行计算机和太阳能板行计算机和太阳能板。。工程师工程师

发现发现，，仅仅优化一个无线电装仅仅优化一个无线电装

置置，，就可以将设备的重量减少就可以将设备的重量减少

2020%%。。而自产无线电设备节省而自产无线电设备节省

的成本更是令人瞠目的成本更是令人瞠目，，其他宇其他宇

航公司使用的行业级设备需要航公司使用的行业级设备需要

花费花费 55 万万~~1010 万美元万美元，，而而 SpaceSpace

XX将其降低到将其降低到50005000美元美元。。

这样的价格落差一开始让这样的价格落差一开始让

人难以置信人难以置信，，但是但是 Space XSpace X 已已

经在几十经在几十，，甚至上百个项目中甚至上百个项目中

节省了大量成本节省了大量成本。。不同于行业不同于行业

中其他公司所采用的中其他公司所采用的““宇航宇航

级级””设备设备，，Space XSpace X的设备往往的设备往往

是由现成的消费电子产品制成是由现成的消费电子产品制成

的的。。Space XSpace X努力了多年才向美努力了多年才向美

国宇航局证明国宇航局证明，，普通电子设备普通电子设备

已经足够优秀已经足够优秀，，毫不逊色于那毫不逊色于那

些在过去几年饱受信赖且更些在过去几年饱受信赖且更

贵贵、、更专业的设备更专业的设备。。

马斯克交付给工程师们许马斯克交付给工程师们许

多看上去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多看上去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有一次有一次，，火箭需要一个可以触火箭需要一个可以触

发平衡动作的舵机发平衡动作的舵机。。工程师戴工程师戴

维斯找了一些可以帮他制造电维斯找了一些可以帮他制造电

动舵机的供应商动舵机的供应商。。对方报价对方报价1212

万美元万美元。“。“埃隆听完后大笑埃隆听完后大笑。”。”

戴维斯说道戴维斯说道，“，“他说他说，‘，‘那个部那个部

件还没有车库门的开关复杂件还没有车库门的开关复杂。。

你的预算是你的预算是50005000美元美元，，去搞定去搞定

它它。’。’戴维斯设计的作动器最终戴维斯设计的作动器最终

成本是成本是 39003900 美元美元，，后来随着后来随着

‘‘猎鹰猎鹰11号号’’飞上了太空飞上了太空。”。”

工程师华生加入工程师华生加入 Space XSpace X

之前之前，，在美国宇航局的喷气推在美国宇航局的喷气推

进实验室工作了进实验室工作了2424年年。。美国宇美国宇

航局对于浪费航局对于浪费、、听之任之的态听之任之的态

度和官僚主义作风让华生心灰度和官僚主义作风让华生心灰

意冷意冷，，而而 Space XSpace X 使他焕发了使他焕发了

新的活力新的活力。。每一笔每一笔 11 万美元以万美元以

上的开支都需要经过马斯克批上的开支都需要经过马斯克批

准准。“。“我们花的是他的钱我们花的是他的钱，，而他而他

对此上心是理所当然的对此上心是理所当然的。”。”华生华生

说 道说 道 ，“，“ 他 确 保 没 有 蠢 事 发他 确 保 没 有 蠢 事 发

生生。”。”马斯克希望华生设计的火马斯克希望华生设计的火

箭主体计算系统花费不超过箭主体计算系统花费不超过 11

万美元万美元。。以航天领域的标准来以航天领域的标准来

看看，，这是个疯狂的数字这是个疯狂的数字，，火箭火箭

的航天电子系统造价通常超过的航天电子系统造价通常超过

10001000 万美元万美元。。华生说华生说，“，“在传在传

统的航天公司统的航天公司，，为讨论航天电为讨论航天电

子设备的会议所准备的食物花子设备的会议所准备的食物花

费都不止费都不止11万美元万美元。”。”

华生和其他工程师的最终华生和其他工程师的最终

成果是一个全冗余的航电平成果是一个全冗余的航电平

台台，，其组件采用了现有的计算其组件采用了现有的计算

设备和设备和 Space XSpace X 的自研产品的自研产品，，

虽然成本略高于虽然成本略高于 11 万美元万美元，，但但

与马斯克的目标很接近与马斯克的目标很接近。。

Space XSpace X 自己完成了自己完成了 8080%-%-

9090%%的制造工作的制造工作，，包括箭体包括箭体、、

发动机发动机、、电气设备和其他部电气设备和其他部

件件。。这是一个让这是一个让 Space XSpace X 的对的对

手瞠目结舌的策略手瞠目结舌的策略。。以洛克希以洛克希

德德··马丁公司和波音公司的合马丁公司和波音公司的合

资公司资公司ULAULA为例为例，，它曾公开吹它曾公开吹

嘘自己有嘘自己有12001200多个供应商来协多个供应商来协

助制造最终产品助制造最终产品。。ULAULA自恃为自恃为

创造就业机会的机器创造就业机会的机器，，却被马却被马

斯克嘲笑为效率低下的典型斯克嘲笑为效率低下的典型。。

马斯克的雄心壮志和超前马斯克的雄心壮志和超前

想法令想法令 Space XSpace X 的一些供应商的一些供应商

感到荒唐感到荒唐、、震慑震慑，，但也印象深但也印象深

刻刻。。制造火箭涡轮泵发动机的制造火箭涡轮泵发动机的

巴伯巴伯··尼克斯公司回忆道尼克斯公司回忆道：“：“他他

们想要把成本控制在们想要把成本控制在 100100 万美万美

元以内元以内。。用一年的时间建造一用一年的时间建造一

个涡轮泵个涡轮泵。。波音公司完成同样波音公司完成同样

的项目大概需要的项目大概需要 55 年的时间年的时间，，

成本约为一亿美元成本约为一亿美元。。最终最终，，我我

们用们用1313个月完成了个月完成了。。快速地学快速地学

习并做出实物是埃隆的工作哲习并做出实物是埃隆的工作哲

学学，，并且他坚持不懈地想要降并且他坚持不懈地想要降

低成本低成本。。无论我们怎样以白纸无论我们怎样以白纸

黑字向他展示设计及其所需的黑字向他展示设计及其所需的

材料价格是多少材料价格是多少，，埃隆总是要埃隆总是要

求降低成本求降低成本，，因为这是他商业因为这是他商业

模式的一部分模式的一部分。。波音波音、、洛克希洛克希

德以及其他公司都花了太多德以及其他公司都花了太多

钱钱。。Space XSpace X确实胆量惊人确实胆量惊人。。

接手特斯拉以后接手特斯拉以后，，马斯克马斯克

让成本模棱两可的日子成为了让成本模棱两可的日子成为了

过去过去。“。“当时埃隆勃然大怒当时埃隆勃然大怒，，

说我们要完成这项迫切的成本说我们要完成这项迫切的成本

削减计划削减计划。”。”财务总监波普回财务总监波普回

忆说忆说，“，“他发表了一场演讲他发表了一场演讲，，

要求我们在周六和周日依然努要求我们在周六和周日依然努

力工作力工作，，并睡在桌子底下并睡在桌子底下，，直直

到这项计划完成到这项计划完成。。人群中有人人群中有人

表示反对表示反对，，他们认为每个员工他们认为每个员工

都为了这辆车工作得如此辛都为了这辆车工作得如此辛

苦苦，，他们也需要休息一下他们也需要休息一下，，可可

以有时间陪陪家人以有时间陪陪家人。。埃隆说埃隆说，，

我想告诉那些人我想告诉那些人，，我们破产之我们破产之

后后，，他们会有更多的时间陪家他们会有更多的时间陪家

人的人的。。我当时脑海里冒出来的我当时脑海里冒出来的

就是就是，‘，‘天啊天啊！’！’但我知道马斯但我知道马斯

克是什么意思克是什么意思。。我是从军队出我是从军队出

来的来的，，有时候有时候，，你必须让自己你必须让自己

的目标成为现实的目标成为现实。”。”

他要求员工们在每周四早他要求员工们在每周四早

晨晨77点开会点开会，，审阅最新的原材审阅最新的原材

料账单料账单。。他们必须要了解每个他们必须要了解每个

零件的价格零件的价格，，然后制订一个合然后制订一个合

理的计划理的计划，，让价格变得更便宜让价格变得更便宜。。

如果一台发电机在如果一台发电机在1212月底月底

的时候价格为的时候价格为65006500美元美元，，马斯马斯

克希望它的成本能在次年克希望它的成本能在次年 44 月月

下降到下降到38003800美元美元。。公司每个月公司每个月

都会对这些零件的成本进行分都会对这些零件的成本进行分

析和规划析和规划。“。“如果你掉队了如果你掉队了，，你你

将会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将会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波波

普说普说，“，“每个人都会看到的每个人都会看到的，，如如

果你没有完成计划果你没有完成计划，，你就会失你就会失

业业。。埃隆的大脑就像一台计算埃隆的大脑就像一台计算

器器。。哪怕投影仪上出现一个不哪怕投影仪上出现一个不

合理的数字合理的数字，，他都会注意到他都会注意到。。

他不会错过任何细节他不会错过任何细节。”。”

波普发现马斯克的风格有波普发现马斯克的风格有

些咄咄逼人些咄咄逼人，，但很喜欢他的一但很喜欢他的一

个特点是个特点是，，他会耐心听取有理他会耐心听取有理

有据有据、、分析性很强的观点分析性很强的观点。。而而

且且，，只要你的理由足够好只要你的理由足够好，，他他

会改变想法会改变想法。“。“有些人认为埃隆有些人认为埃隆

过于强硬或暴躁过于强硬或暴躁，，甚至像个暴甚至像个暴

君君。”。”波普说波普说，“，“但这些都是因但这些都是因

为我们处在最为艰难的时刻为我们处在最为艰难的时刻，，

熟知公司运营现实的人对这些熟知公司运营现实的人对这些

再清楚不过了再清楚不过了。。我很欣赏他不我很欣赏他不

会掩盖事实这一点会掩盖事实这一点。”。”

要实现如此魔鬼式的低成要实现如此魔鬼式的低成

本策略本策略，，马斯克最重要的武器马斯克最重要的武器

就是打造一支忠诚的就是打造一支忠诚的、、动手能动手能

力极强的工程师大军力极强的工程师大军。。

马斯克倾向于招聘顶尖院马斯克倾向于招聘顶尖院

校的尖子生校的尖子生，，但他更看重那些但他更看重那些

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AA型人格型人格

特质的工程师特质的工程师。。公司的招聘人公司的招聘人

员寻找的是机器人比赛中的优员寻找的是机器人比赛中的优

胜者胜者，，或是制造出非同寻常汽或是制造出非同寻常汽

车的赛车爱好者车的赛车爱好者———目的是找—目的是找

出充满热情出充满热情、、具有团队协作精具有团队协作精

神神，，并且具有动手能力的候选并且具有动手能力的候选

者者。“。“即使你的工作是编写代即使你的工作是编写代

码码，，你也需要懂得机械的工作你也需要懂得机械的工作

原理原理。”。”曾在曾在 Space XSpace X 担任了担任了 55

年招聘经理的多莉年招聘经理的多莉··辛格说辛格说，，

““我们寻找的是那些从小就喜欢我们寻找的是那些从小就喜欢

动手做一些物件的人动手做一些物件的人。”。”

像许多高科技公司一样像许多高科技公司一样，，

应聘者面临严格的面试和考应聘者面临严格的面试和考

试试。。业务员和销售人员虽然也业务员和销售人员虽然也

要饱经折磨要饱经折磨，，但工程师们却往但工程师们却往

往要经历最严格的考验往要经历最严格的考验。。一般一般

企业的面试题目是要求软件工企业的面试题目是要求软件工

程师现场写十几行代码来解决程师现场写十几行代码来解决

问题问题，，而而 Space XSpace X 的标准面试的标准面试

题目需要工程师写题目需要工程师写 500500 行行，，甚甚

至更多代码至更多代码。。

对于那些解决了难题对于那些解决了难题、、在在

面试过程中的表现可圈可点并面试过程中的表现可圈可点并

写出好文章的候选者来说写出好文章的候选者来说，，他他

们获得的奖励就是有机会和马们获得的奖励就是有机会和马

斯克面谈斯克面谈。。Space XSpace X 的前的前 10001000

名员工名员工，，包括门卫和技工几乎包括门卫和技工几乎

都由马斯克亲自面试都由马斯克亲自面试。。随着公随着公

司员工队伍不断扩大司员工队伍不断扩大，，他仍然他仍然

亲自面试工程师亲自面试工程师。。他不怎么在他不怎么在

乎对方是否可以给出正确答乎对方是否可以给出正确答

案案，，他更关注他们描述问题的他更关注他们描述问题的

方式和解决问题的想法方式和解决问题的想法。。在和在和

候选人面谈时候选人面谈时，，辛格会鼓励他辛格会鼓励他

们们，，也会开门见山地告诉他们也会开门见山地告诉他们

Space XSpace X 和 马 斯 克 的 标 准和 马 斯 克 的 标 准 。。

““Space XSpace X 招聘的是一支特种部招聘的是一支特种部

队队。”。”她说她说，“，“如果你愿意接受如果你愿意接受

最高难度的挑战最高难度的挑战，，那太好了那太好了。。

如果不是这样如果不是这样，，你不应该来这你不应该来这

里里。”。”

新员工入职后新员工入职后，，立刻会被立刻会被

发现他们是否真的勇于面对重发现他们是否真的勇于面对重

重挑战重挑战。。他们中的很多人在入他们中的很多人在入

职几个月后就选择离开职几个月后就选择离开，，因为因为

在这里每周工作在这里每周工作 9090 小时以上小时以上。。

另一些人离开的原因是他们无另一些人离开的原因是他们无

法接受马斯克和其他高层在会法接受马斯克和其他高层在会

议中的直言不讳议中的直言不讳。“。“埃隆不了解埃隆不了解

你你，，而且他不在乎一些话是否而且他不在乎一些话是否

会伤害你会伤害你。”。”辛格说辛格说，“，“他只知他只知

道需要搞定这些事情道需要搞定这些事情，，如果不如果不

能适应他的说话风格能适应他的说话风格，，你往往你往往

会感到无所适从会感到无所适从。”。”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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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创新不一定要巨大的预算

在重读此书时，虽然只是选取一个

角度，但我仍觉得素材多到难以取舍，

更无法结尾。最后，我在此书的注释中

找到这样一条，也许可以勉强作为一个

结尾：马斯克寻找人才时，会搜遍整个

森林，把每块石头翻过来，挖遍每一颗

草来寻找他需要的那种拥有特别专长和

技能的人。然后，他可能在三个月的时

间内解雇那个人，仅仅因为那个人和马

斯克的意见相左。尽管如此，员工们还

是觉得马斯克很励志。因为即使特斯拉

的资金缩水，马斯克还是会督促员工好

好工作，承诺会给他们成功所需的一

切。很多人发现马斯克的敬业程度令人

惊讶。即使在凌晨两点半给他发邮件，

5分钟后，你肯定会收到回复。（贝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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