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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人在香港

在百度上搜索“胡野碧”， 资料
显示他在纽约唐人街出生长大。 而
实际上，“我是土生土长的常德人，
现在吃面包还抹辣椒酱， 别人都怪
我破坏西方的饮食习惯。 网上的资
料靠不住啰。” 至今唱粤语歌还带着
湖南口音的胡野碧笑称： “朋友都
说我在唱湖南民歌。”

本科在湖南大学读电子工程，
研究生学管理， 毕业后在湖南经济
管理干部学院教书。 本以为人生会
在三尺讲台上度过， 但偶然的机会
改变了他的轨迹。

“学校派我去荷兰国际管理学
院攻读MBA， 毕业后我在阿姆斯特
丹一家证券公司担任证券分析员。”
那一年是1989年， 胡野碧正式开启
了他的金融之路。

此后， 公司基于中国股票市场
马上要开放的考虑， 派胡野碧到香
港专攻中国市场。 但好景不长， 因
为中国股票市场并没有对外开放，
胡野碧在短短10个月后就被公司炒
了“鱿鱼”。

胡野碧四处奔波找工作。 至今
回忆起来， 他仍百感交集： “当时
我和太太挤在沙田一间小屋里， 觉
得辛苦和茫然。 被炒了以后我能够
想到的就是生存下来， 只要能找到
一份工作就行。”

所幸， 胡野碧没有花太多时间
就找到了一份在基金会当研究员的
工作， 之后他又几经转战， 于1994
年加盟星展银行。

“星展银行当时把业务定位在B
股， 因为美资大行不做， 他们觉得
这块肉不够肥， 因为最肥的是H股，
做同样一个项目， 在H股赚的佣金可
能是几千万美金。” 但胡野碧一直坚
持到了2001年， B股对内开放的时
候整个市场就火起来了， 这使胡野
碧亲手做成了很多IPO项目， 并出任
该行投资银行业务的董事总经理,带
领该行成为中国业务前十的海外银
行， 他也因此在业界有了“B股之
王” 的称号。

2002年， 胡野碧自立门户， 创
办博大资本国际有限公司， 并出任
主席。

香港的金融圈是个很残酷的地
方， 狭路相逢勇者胜。 “没有勇气，
没有谋略是无法在商战中存活的。”
胡野碧声称， “惟楚有材， 于斯为
盛。 湖南人火辣豪迈、 敢拼敢干的

性格让我果断坚定， 对我的事业起
着关键作用。”

胡野碧还将这些年在香港打拼
的经历， 创作成了全新的脱口秀作
品———《湖南人在香港》， 并在此次

“资本点亮文化梦想” 的主题活动上
献出了首秀。 其幽默且不失睿智的
语言， 博得了台下观众阵阵笑声和
掌声。 他说， 和当年 《北京人在纽
约》 一样， 《湖南人在香港》 反映
的是他们这一批人在香港奋斗与挣
扎的生存故事。

此次受聘为湖南文化创意产业
研究中心顾问， 胡野碧免不了为湖
南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积极筹谋：

“湖南的文化产业创意好， 点子新，
湖南文化企业还可以积极走出去，
收购兼并境外的文化企业， 譬如香
港的新媒体企业。 新媒体绝对是文
化产业的生力军， 是文化产业的未
来， 也是金融投资者相对喜欢投资
的产业。”

要开心赚大钱

胡野碧有自己的一套赚钱理论：
不忙， 要开心赚大钱。

2006年， 胡野碧开始二次创业，
创办了睿智金融集团， 出任董事长。
公司定位为： “不是香港最大， 也
不是香港最赚钱的公司， 但却可能
是香港最快乐的公司。”

这个理念是对第一次创办运营
博大资本的反省。

2006年的一场股权风暴， 胡野
碧被亲手创办的博大公司扫地出门。
直到现在， 胡野碧仍用“匪夷所思
的戏剧性一年” 来形容。

胡野碧回忆， 当时有一个客户
与他们发生很大的冲突， 最后客户
收买了公司中理念不合的一个人，
在外面把他们的股权恶意收购了。

“一夕之间， 4年辛苦运营的公司分
崩离析， 辛苦得来的IPO业务牌照全
没了。”

没有牌照意味无法给客户做上
市保荐， 原来的业务全都不能做了，
而投行要拿到香港证监会的牌照需
要好几年时间。

乌云满天的日子， 胡野碧开始
自省这场风暴：“博大资本的投资模
式比较传统， 以IPO为核心业务， 但
想在香港股票市场分一杯IPO羹， 几
乎就是在面包屑里找油水。”

于是， 胡野碧成立睿智金融集
团， 开拓出一条全新的投资路径，
改组情况差劲的上市公司， 帮助他
们推陈出新。 “这样我们只专注做
几个项目， 却比之前轻松很多， 半
年赚到了比过去 4年总和还多的
钱。”

胡野碧说， 他已过不惑之年，
是不断走向成熟的时候了。 创办睿
智金融集团， 要追求更为平衡、 淡
定、 自在的人生境界。 “睿智的境
界是献身于工作， 却不被其奴役；
勇敢进取， 但也专注于守成； 放眼
未来， 更要快乐地活在当下。”

积累了足够多的财富， 胡野碧
对钱怎么定义？

“现在的年轻人有个误区， 认
为有钱才会快乐。” 胡野碧说， 他并
不否认钱的重要性， 因为“穷开心
是最低层次的快乐”， 但是“金钱只
是人生追求快乐的手段， 快乐才是
人生价值的终极体现。 没机会的时
候不要消沉低迷， 多想想怎样营造
商业网络。 乐观的人永远比悲观的
人更有机会， 更容易赚到钱。”

“金融是个容易扭曲人性的行
业， 和钱打交道久了， 很多人会去
做挑战道德和法律底线的事。” 胡野
碧说， 和他同一代的投行家， 很多
人因为不能把持自己“出了事”。

“如何从金钱世界中超脱出来， 归根
结底是文化的问题。 没有文化作支
撑， 在金融界即使有可能取得辉煌
的成绩， 但绝对是短暂的。 要想把
金融真正做好， 就需要文化来平衡
心态， 根植于文化的金融之树才能
常青。” 胡野碧说。

脱口秀演员

胡野碧还有个听起来和银行家
很不搭调的身份———脱口秀演员。

胡野碧有丰富的金融业背景，
他善于把圈子里那些严肃的事儿，
创作成一个个通俗易懂的小段子。

“在金钱的世界里几经沉浮， 我乐于
把所见所思用脱口秀的形式表演给
观众看。” 胡野碧说。

如果在土豆网上搜索脱口秀
《我要选特首》， 你会发现很多网友
的留言———“很犀利 ， 很有才 ” 、

“另类幽默不同凡响”。
为何选择这个题材创作脱口秀，

就不得不提胡野碧的那段参政议政
经历。 2008年至2009年， 胡野碧被
曾荫权相中， 成为曾荫权智囊团成
员之一。

“我是第一批来香港的海外专
才， 并且在香港事业有成， 对香港
有认同感和归属感。 大家认为我的
视野和视角会和地道的香港人不同，
因此在施政方针上， 想听听我的意
见。” 胡野碧坦言。

两年的参政议政经历， 胡野碧
提出的一些建议也成为现实。 比如
现在的前海发展区， 就是由胡野碧
提议“再造一个中环” 而来。

这些经历都成了胡野碧创作的
源泉。 他将金融与文学结合起来，
不仅创作脱口秀， 主持财经节目，
还创作了长篇财经小说 《股色股
香》。

他说， 脱口秀和写作都需要阅
历的沉淀， 而他的经历和磨练都能
激发他的创作灵感。 他热爱文化领
域， 不仅因为文学能让经济名词变
得生动可触， 更希望文学使金融家
感受道德与艺术的熏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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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野碧：

““在在金金融融和和文文化化两两个个领领域域，，
我我都都很很棒棒！！””

他是土生土长的湖南人，也是首批到港的海外专才；他曾叱咤中国B股市

场，被誉为“B股之王”。

他是专业的投资银行家，也是畅销书作者、主持人，甚至还是脱口秀演员。

在5月中旬举办的第九届中国（深圳）文博会会场，在由省委宣传部主办、

湖南日报报业集团承办的湖南文化产业推介暨“资本点亮文化梦想”主题活动

上，他接过“湖南文化创意产业研究中心顾问”的聘书，幽默地说：“你们算找对

人了，在金融和文化两个领域，我都很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