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评：《华为精神》。天才、人工智能、大数

据、算法、编码和硬件的考验、磨难、失败和成

功，成为 5G和 ICT领域的全球巨头。崛起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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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中国 16 年的大街上， 卜杰富  

(Jeff J. Brown) 写的 jeff@brownlanglois.com 

看这里，几秒钟的时间... 



 

通过 FundRazr 支持我几个小时在崛起的中国电台上 （CRRS） 
研究和撰写文章。FundRazr 接受银行卡，PayPal，与经常性或一

次性捐款。 

https://fundrazr.com/CRRS_2021_fundraiser?ref=ab_78aX23 

在崛起的中国电台上（CRRS）上支持我所有的努力的付出，视

频，音频和采访，接受 PayPal，银行卡支付重复或者一次性的捐

款。 

https://www.paypal.me/ChinaRisingRadioSino 

如果你更喜欢通过 Patreon 来支持，那就选择这种方式。崛起的中

国电台（CRRS） 或者 中国科技新闻 

https://www.patreon.com/China_Rising_Radio_Sinoland 

https://www.patreon.com/China_Tech_News_Flash  

  

和中国人民一起工作和生活了十六年的,卜杰富 

可下载的音频（在文章的底部），还可以在 Brighteon, iVoox, RuVid，iTunes，Stitcher Radio 和
Reason.fm 下载（下面有链接） 



Brighteon 视频频道: https://www.brighteon.com/channels/jeffjbrown 

重要通知：技术性的法西斯主义已经出现在我周围了！我已经被 StumbleUpon （现在混合） 和
Reddit 取消平台账号。我正受到 Facebook 、推特和 Youtube 的严格审查。他们取消我的平台账号也

只是时间问题。请开始使用 Brighteon 观看我的视频，然后通过下面列出的其他社交媒体与我联系，

尤其是 VK、Telegram、Parler和微信，它们不是西方 MSM 大谎言宣传机器 （BLPM） 的一部分。 

Brighteon 不审查和支持言论自由，所以请订阅和观看这里。 

不要错过任何一个节拍!注册我的免费 Substack 通讯, 

 原来的英文本： 

 https://chinarising.puntopress.com/2022/08/01/book-review-huawei-spirit-trials-tribulations-failure-and-
success-with-geniuses-ai-big-data-algorithms-coding-and-hardware-becoming-the-global-titan-in-5g-and-
ict-china-ris/  

文章： 

 这是我读过的第三本关于华为的书。关于前两本的基本情况如下： 

Jeff J. Brown评论，《华为故事：先驱者》，作者田涛和尹志峰。读完这本书，难怪华为是 ICT

领域的全球领导者？崛起的中国 210423  

https://chinarising.puntopress.com/2021/04/23/jeff-j-brown-reviews-the-book-huawei-stories-pioneers-by-tian-

tao-and-yin-zhifeng-after-reading-this-book-is-it-any-wonder-that-huawei-is-the-global-leader-in-ict-china-

ris/  

《远见者》的书评。哪家头脑正常的公司会透露其所有的财务和会计问题，以及如何解决这些

问题？那就是华为。崛起的中国电台 220509 

https://chinarising.puntopress.com/2022/05/09/book-review-of-visionaries-what-company-in-its-right-mind-

would-divulge-all-its-financial-and-accounting-problems-and-how-they-were-fixed-that-would-be-huawei-

china-rising-radio/ 

众所周知，书评是干巴巴的，但崛起的中国的华南电台粉丝对华为的兴趣是显而易见的。到目

前为止，之前的两篇评论已经有近 41，000名访问者，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上升。《纽约书评》

中的大部头有这么多观众吗？我不太确定。对华为这个惊人故事的兴趣在于，它是地球上最大的员

工持股公司，以及 20年前它如何冲入全球高科技领域，成为要击败的竞争对手。此后，我们继续看

到欧朗格洛兰对这一挑战的可悲的帝国主义回应，试图粉碎和摧毁华为。 
为了表明人们对华为的兴趣有多大，尽管西方大谎言宣传机（BLPM）尽一切努力妖魔化和压

制它，我只是验证在过去两年中，超过 50万访问者访问了我与华为相关的帖子。50万人是明星般

的力量，我亲爱的朋友们！亲自看一下， 
https://chinarising.puntopress.com/search/?q=huawei  



当我意识到华为是中西之间巨大的地缘政治斗争的完美故事，我就开始并维护了一个双语的华

为在线图书馆， 
https://chinarising.puntopress.com/2021/02/20/huawei-online-resource-collection-by-china-rising-radio-

sinoland-and-china-tech-news-

flash-%e5%8d%8e%e4%b8%ba%e5%9c%a8%e7%ba%bf%e8%b5%84%e6%ba%90%e6%94%b6%e9%9b%86

%e3%80%82-%e5%b4%9b%e8%b5%b7/ 

事情是如何发展的这个过程很有趣。前两本书是我的小女儿给我的，她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

获得了人力资源学士学位。她的第一份工作？她在德国杜塞尔多夫的华为人力资源部门工作了六个

月，在巴黎的约瑟夫-路易斯拉普拉斯数学研究中心工作了半年，我去那里参观了该中心。

(https://chinarising.puntopress.com/2021/03/20/invited-to-huaweis-protecting-ip-driving-innovation-

2021-white-paper-forum-here-is-my-analysis-and-what-you-need-to-know-for-your-ict-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她是否进入了巴黎的人力资源部门？不。。。这是华为，傻傻的！一个 24岁的新

手被要求担任该中心的行政经理，另外还有一个在巴黎做软件编码研发（研发）的人，但她在这个

领域没有任何经验！两个价值数百万欧元，超高科技，世界级的研究中心，他们现在是她来管理。  

读完前两本书，现在是第三本书《华为精神》，我知道这是老式的华为：挑战年轻、值得信赖

的员工承担新的、完全不相关的任务——在工作中接受战火的洗礼——自己弄清楚。为什么？因为

是的，坏事可能发生，但它们并没有超过发展的惊人发现和创新。成千上万的华为年轻人帮助重写

了内部部门和部门手册，在早期，他们从头开始学习破碎的玻璃，他们自己写了第一本手册！  

与此同时，我的女儿对这些研究中心正在做的事情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决定在一个备受追捧

的领域获得硕士学位：商业数据分析。她将她的梦想告诉了华为，他们完全支持她的计划。去年 9

月，她在巴黎与 ESSEC高等商学院（商业）和中央理工大学（工程）一起参加了世界五大商业数据

分析课程之一，开始了她的硕士学位。我们告诉她，她正在继承家族遗产。我的岳父毕业于高等电

力大学，他的父亲毕业于中央理工大学——两所 20世纪顶尖的科技学校——之后合并了。两人在他

们的一生中都是非常成功的工程师（分别是材料和水电大坝）。她为这个事实感到非常自豪，我们

也为她感到骄傲。 

碰巧的是，《华为精神》一书就是关于这一点的：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软件编码以及使

用它们的硬件。就像前两本书一样，华为敢于自我批判，有许多有时是代价非常高昂的错误，他们

多年来所经历的管理不善和糟糕的时机。他们不怕让我们和他们一起欢笑、哭泣和同情，因为他们

在全球高科技舞台上爆炸，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成为最大、最快、最便宜和最好的世界一流的 ICT

（信息和通信技术）巨头。 

《先驱者》的序言由编者田涛、尹志峰撰写。有趣的是，现在著名的首席财务官孟晚舟

（Sabrina ）被美国绑架并在加拿大被软禁了三年，为财务和会计相关的《远见者》写了序言。将形

象提升到最高水平，华为创始人兼长期首席执行官任正非为今天的《华为精神》写了前言。 

     任正非奉毛泽东主席为导师而闻名，他经常在全公司进行演讲、写作、诗歌和语录，以点燃部
队，挑战他们以不同的方式思考。(https://chinarising.puntopress.com/2020/05/14/ren-zhengfei-

founder-of-huawei-says-my-mentor-is-chairman-mao-zedong-im-not-surprised-are-you-china-rising-

radio-sinoland-200515/). 当任正非说话或写作时，公司内外的人都密切关注，这是有充分理由的。 



    任正非的前言甚至不到两页，是华为管理团队会议 2018年分享会的摘录。标题为《吸引大量天

才》。他一开始就说，只要公司是世界上最好的，它的标准就会被别人遵循。如何继续保持第一并

设定全球标准？天才是诀窍“什么是天才？天才是在特定领域取得突破的人。我们必须记住，万事通

是无所不能的大师。我们必须吸引大量的天才。世界各地的国际计算机竞赛每年只产生 40名金牌得

主，我们应该招募所有金牌得主。然而，进入比赛决赛的 400名参赛者也非常有才华。因此，我认

为我们可以雇用他们所有人，即使他们没有赢得最高奖项。”任正非以其哲学、人道主义格言而闻

名，比如“我们可以在一杯咖啡上吸收宇宙的能量。” 

引用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的生平和学问，任正非表扬在内部和没有专业知识的不同人会面的惊

人好处，在上级和下级分享想法，跳出框框思考，没有恶意，批评与自我批评。为了表明他的想法

的诚意，任正非说：“对于任何成功将天才带到华为的人，我会亲自邀请他们出去喝杯咖啡。”  

需要一个理由知道为什么华为产品比其他所有公司都更强大，更好，更快，更便宜吗？以下是

任正非对 20万投资员工的结束语：“我相信我们的公司将在三到五年内完全不同，我们将拥有成功

所需的一切。我们应该依靠谁来实现这一点？我们的天才。”“随着天才们大量加入华为，我们将没

有无法克服的挑战。我们把一切都投入到未来，有扩张的勇气，这吸引了许多天才加入我们。如果

华为能够作为一根“绳子”，将世界各地的“珍珠”——天才——联系在一起，制作出一条“项链”，我们

就会成为世界的领导者。”无论是否是天才，谁不想为这样有远见的领导者工作呢？我知道我会的。  

在第一章中，我们遇到了一个明显的天才，叶慧慧，他一直在西非的科特迪瓦工作。华为的一

位朋友加班加点招募他，甚至承诺如果他加入，他将获得 6，000元（约合 1，000美元）的奖金。

这位 24岁的年轻人（听起来很熟悉？），在华为工作只有一个月，被送到马达加斯加海岸附近印度

洋非常偏远，非常贫穷的科摩罗群岛。我知道这个地方有多穷。当我们住在北京一个便宜的公寓楼

里时，我们的邻居是科摩罗大使和他的家人。我猜他们的外交部把他们带到了那里，在那里他们只

能自生自灭。他们迷人而有说服力，提供来自该国国花制作的小瓶精油作为“礼物”，让人联想到依

兰，并微妙地请求财政支持。他们甚至接受食物捐赠。我们花了 1000元买了大约 15毫升的东西，

并减轻了我们的食品储藏室。唉，我们的心在向往这个的地方。 

所以，想象一下驻扎在他们的国家。叶慧慧的故事不是好莱坞式的，然而，他对为分散在 22个

岛屿上的 90万公民提供无线服务的事业的奉献精神是发自内心和真诚的，他们只想在他们之间以及

与世界其他地方建立联系。由于叶慧慧多年来孜孜不倦地致力于人们的无线社区梦想，科摩罗成为

第一个拥有 4.5G服务的印度洋国家。 

华为精神的其他方面也都深深影响到到高科技研发领域，因为我们经历了他们的许多陷阱，失

误和最终获得的成功，其中一些是世界第一。 

在《远见者》中，我们了解了财务和会计如何煞费苦心地实时开发一个庞大的、全球性的、综

合的报告和分析平台。霍瑶的“三块大银幕”进一步深入到这种令人瞠目结舌的技术水平。华为于

2016年在全球技术服务（GTS）部门开发了第一款大屏幕。它可以向下获取和分析到全球各个合同

和项目（交付，供应和服务），使用分析系统都可以在其超级大的视频屏幕上实时呈现，全天候不

间断。 

    它有多大？长 86米，高 7.2米！它将三百个 80英寸 LED屏幕融合在一起。它的房间比足球场还

大，图表，图形，分类账，文件和图像沿着它的宽度和高度切换，你可以想象它提供了多么耀眼，



未来主义，科幻的氛围。当时的首席执行官任正非看到 GTS的巨大展示时非常兴奋，他立即想要在

他们的深圳总部安装一个用于财务显示的。一旦决定，CFO 孟晚舟要求他们的大屏幕必须是，1）

实时，2）应该支持即时的可传输的动作，触摸按键，3）它应该是整体的，允许多个区域之间的实

时协作。实际上，它更像是一个指挥中心，而不是一个屏幕，并且将成为地球上最早的此类中心之

一。 

你可以把它应用到银行，原谅双关语，它是开发的，只需要七米宽，两米高，与前面提到的

GTS庞然大物相比。当太阳落在中国深圳时，阿根廷金融中心接管，所以它正在 24/7全天候进

行。它绘制了一张图显示 170个国家和地区，200家子公司，由七个不同部门的 2，000名财务人员

跟踪，在短短五天内平衡了每月月底的 20，000份业务报告，9，000份财务报告和 10，000份激励

报告！ 

随着前两个大屏幕的成功，下一个需求是所有 200家子公司之间的公司间交易。据估计，有超

过 2，500种交易途径。如何把它们放在大屏幕上？起初，我以为它只是看起来像一张航空公司的航

线地图，结果发现它的功能要多得多。如果 B国的子公司 A向 D国的子公司 C出售了一些产品，

他们意识到，在一次交易中，可能会有 10-15笔子交易。如何保持所有这些分离和清晰？虽然不在

本次审查的范围内，但 2012年实验室，一个华为研究中心（就像我女儿在巴黎工作的地方一样）被

要求提供帮助，这激发了使用贝塞尔曲线而不是直线的想法。普雷斯托！现在，将光标放在交易线

上，向上弹出漂亮的曲线连接，以显示所有子交易。这个想法是如此的范式转变，帮助华为获得了

专利。 

我将留给你阅读激动人心的背景故事，这些故事激发了这些华为天才创造这些几乎外星的大屏

幕。他们的目的是中国大片《我和我的祖国》。它显示了与工程师林志远合作的力量，林志远几乎

没有时间为 1949年 10月 1日的中国解放庆祝活动建造一根电动旗杆。更多的大屏幕故事接踵而

至：一个在伦敦，另一个在财政部（如金融，将其大屏幕放在笔记本电脑上），以及华为开发的

DMax，现在是另一个 - 响当当 - 专利全球标准。 

如今，华为拥有许多大屏幕，其中许多屏幕可供员工笔记本电脑在线访问。 

洪玉萍（音译）在构建集成电路时写到了热的诅咒。这个问题如此重要，以至于华为在深圳有

一个 400平方米的房间，里面装满了设备，叫做热实验室。 

1999年，没有人在散热基础研究方面做太多工作。随着设备、信号塔、手机、笔记本电脑、微

芯片和所有其他硬件变得越来越快、越来越小，过热成为产品推出的主要焦点。这一章，“热量的冷

却技术”，有一些关于通过许多杯咖啡吸收宇宙能量的精彩故事，意想不到的合作，包括与一位名叫

瓦迪姆的国际工程师，凝视红杉树叶的结构，寻找灵感，创造生物识别设计的设备，以及更多引人

入胜的轶事。在一个案例中，他们孜孜不倦地研究了两年的尖端散热系统，结果却不可接受，因为

尺寸和速度的创新在每一步都超过了它们。将他的工作比作精英短跑运动员，在 100米短跑中减少

0.01秒。需要多年的奉献精神，纪律和克服许多失败才能实现这一目标。热实验室在任正非的观察

下，向全球各地寻求成功的想法和灵感， 

“（大意）我们应该凝视星空，结交世界各地的朋友。我们拥有的朋友越多，我们的前景就越光

明。” 



因此，华为已成为全球商界与学术界合作的典范。 

     胡邦宏（音译）的章节将我们带入《结构材料的“小老虎”》。作为一名新加坡人，曾在一家世界
500强公司工作，他加入了华为，并帮助推进了任正非格言的放大版， 

“一杯咖啡吸收宇宙的能量，并拿一桶浆糊可以连接世界。”他接管了一个团队，你猜对了 - 十

几个年轻，缺乏经验的结构工程师 - 他称之为他的“小老虎”。材料科学和工程可能比散热更具挑战

性。温度+湿度波动，压力，拉伸强度，脆性，腐蚀，重量，硬度，质地，体积和许多其他因素发挥

作用。他们发展成为一种凝聚力，以至于他们创造了新的合金，以参与其中的团队成员的首字母命

名，如 XF和MW。本章中有一些精彩的故事，但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防刮手机屏幕的发展是最

令人兴奋的。华为是第一家将蓝宝石玻璃手机屏幕推向市场的公司，震惊了全球公众和竞争对手。  

    如今，胡律师的团队有 40人，其中一半是博士。他们已经创造了近 100项专利，因此，华为与领

先的行业参与者建立了 20多个主要技术合作。杨海滨的《暖起冷光纤的心》展示了电缆系统和板材

小型化的挑战。更小的电路板，更细的纤维，同时推动越来越大的《一和零》（数据）遍布全球。

如何跟上？ 

     杨海滨和他的同事们通过手工将电路板和电缆连接在一起来学到了很多东西。他们还想象了千足
虫，梳子，八字形，环去环，以及汗水桶。电视上的一个科学节目给了他使用显微镜连接电路板的

想法。使用光纤对数百台不同设备进行的数千次失败测试，让您了解在现实生活中坚持不懈和耐心

意味着什么。如今，流行词“砂砾”。杨海滨和他的团队帮助华为在全球 ICT领域保持领先地位。当

我住在深圳时，我经常看到技术人员在街道下方的长隧道中一遍又一遍地安装巨大的光纤电缆线

轴，以使市民拥有最大的带宽。我怀疑华为至少参与了其中一些合同。 

“华为的精神在杨海滨的结尾段落中得到了很好的表达，很难相信我已经在华为工作了 19年。

公司一直是我年轻，雄心壮志和辛勤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展望未来，我希望华为能继续成为

我生活的一部分。没有抱怨，没有遗憾！” 

    《持续努力，直到你成功》由陈帅、徐超飞、朱金伟三人组编剧。在这里，我们进入了令人兴奋
的 AI世界。他们都很年轻，没有经验，他们从学校顾问那里得到勇气告诉他们“年轻人就像小船，

不断在海洋上冒险。您可以从无限的方向中进行选择，这意味着无数的可能性。你有能力经历反复

试验，你只需要出去尝试。这可以丰富您的经验和知识。”这就是陈所做的。他和另一个新手一起被

扔进了新兴的尖端人工智能部门，几乎知道在这个问题上蹲了下来。忠于华为的作案手法，他们负

责为（当时）备受期待的华为Mate 10手机中的摄像头开发算法。他们被期望使相机执行以前在全

球市场上从未见过的功能，特别是制作清晰，清晰的长焦照片，在高放大倍率下快速对焦。 

章节标题告诉你他们所经历的惊人，充满失败的旅程的一切，因为他们实际上是在工作中学

习，生活在任正非的咖啡隐喻中，寻找想法：“（大意）我们设法带来的希望的余烬被熄灭了。每当

你认为自己已经走到了死胡同时，命运就会让你相信自己可以转过弯来。” 

     在巨大的发布日期压力下，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当 Mate 10上市时，它拥有当时最好的相机规

格，他们不断推动 P20-P50系列的发展，以保持行业领先地位。通往成功的旅程并不总是一个激动

人心的故事。通常，这只是关于更努力地思考和尝试。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努力工作总会得到回



报。徐也有类似的经历，但在计算机编码方面，他的学位和经验是化学。他全心全意地接受挑战：

“（大意）所有学科实际上都以某种方式相互联系......实际上，不同学科之间的界限已经被打破了。” 

    我真的很喜欢朱金伟的故事，因为我认识到了我女儿硕士课程中的许多概念和系统，因为我跟随
她的进步，数学有两个方向：一个是从简单到复杂，另一个是从复杂到简单。让复杂的事情变得简

单是前进的方向。数学建模可以做到这一点。数学的奇妙还在于它存在于我们周围无处不在的事

实。从数学到编码。代码到软件，程序和应用程序。应用于硬件和系统，市场。 

蒋晓毅领衔《博士团：破解最硬的坚果》。这个称号印证了任正非梦寐以求的一些天才，每个

博士都像一把“凿子”，能够开辟一条新的道路。你能想象一个由数十名博士组成的团队的力量吗？

当有明确的前进方向时，团队会满怀热情地朝着这个方向前进。当没有清晰的道路时，他们会尽一

切努力创造一条新的道路，即使是通过最坚硬的岩石。 

上海团队负责人毕晓燕博士说：“我们渴望挑战。整个团队在保持镇定的同时快速行动。我们敢

于将我们的目标与业内最好的目标保持一致，并且永远不会接受第二好。” 

“这些大脑也在努力工作，你可以看到年轻人眼下的袋子。” 

“你为什么这么努力”？ 

“我只想找到最好的解决方案”。 

结果是一个革命性的系统，称为非统一密码本。 

     北京团队通过生动、诚实、有时非常激烈和有力的辩论取得了成功，他们提出了不同的技术想法
或建议。主要规则是 1）反对意见总是受欢迎的，因为它们可以推动改进，2）永远不要进入人身攻

击，坚持争论什么是最好的。这个团队成功的另一个关键是信任。这种程度的精英思想需要绝对的

相互信任。 结果是，该博士团队在参考信令领域开发了多项华为专利，帮助该公司为 3G，4G和

5G设定了国际标准。成都博士团队年轻，缺乏经验，无所畏惧，致力于高频 5G。他们为自己有勇

气直面挑战并继续努力而感到自豪，我们就像超级马里奥，我们孜孜不倦地工作，不畏艰辛。抛出

一股浓厚的好奇心，这个集团也把华为推向了全球舞台，树立了国际通信标准。激情也是最重要的

因素之一，他们都说他们一路上有过犹豫和沮丧的时刻，但每当他们实现目标时，他们都会感到一

种压倒性的喜悦和兴奋。在这些时刻，他们看到深夜，眼泪，弯路和挫折并非没有道理。 

邓松一章的标题说明了一切，“木杆上的移动网络”。加纳需要跨越大片地区的 4G移动连接，这

些地区人口稀少，村庄之间点缀着地平线。该怎么办，而不会使国家电网过于昂贵而无法实现？华

为研究了 100米高的塔楼，将距离地面 500-800米的气球系留，并在每个人的手机背面增加了一个

额外的外壳，以增加接收。所有这些都被证明是不切实际的，而且太昂贵了。与村民交谈，在 1000

公里十个站点的距离，为他们提供了使用“无线回程”的电火花，这使得使用简单的杆子而不是更昂

贵，更耗能的基站成为可能。有了众多的木杆接收机，它们可以取代太阳能电池板的柴油发电机，

共同解决人口+供电+输电难题。华为称它为乡村明星。世界上没有其他人有这样的东西。乡村明星

现在已经走向全球，遍布非洲，拉丁美洲，东南亚和中国。 

邓松的章节以这个众所周知的成语结束，毛泽东用这个成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星星之火可以

燎原。”刘文杰写了“不断转型，写出最好的软件”一章。我学到了很多关于不断更新和创新新软件代

码的挑战，以跟上硬件和应用程序永无止境的变化（你还记得你的第一部 2G手机吗？）。我喜欢

刘的观察：“在（产品）交付过程中优化软件架构可以与在空中更换飞机的发动机类似。这不可避免



地影响了我们的开发速度。”没有软件就意味着没有硬件可以销售，所以他的部门承受着来自产品线

的不断增加的压力，而产品线承受着来自营销和销售团队的巨大压力。软件部门可以选择做足够多

的事情来满足新产品的需求，但这只会投入很多计算机代码的开发，可以这么说，因为它会出错并

且很快就会过时。或者，花时间做一个爆炸性的工作，但这会导致产品延迟推出。该团队决定采用

两种方式，通过使用闭门开发，将手机留在外面，如果需要，可以不间断地在办公室的地板上睡

觉，在高质量的编码上度过一周。这是一项艰巨的马拉松式努力，但它奏效了。华为创始人任正非

以质量编码超速实现产品长期稳定，2019年致全体 20万员工，题为《全面提升软件工程能力和实

践，打造值得信赖的优质产品》。 

如果你对物流感到好奇，任天柱的章节《仓库的神奇世界》就在你的小巷里。关于华为如何改

善其全球数千种产品和组件的物流，交付，周转和存储，有许多有趣的故事。为了让不同的部门接

受所有的变化，任天柱必须通过显示性能数据来证明这一点。 

    有时这意味着在工作中学习，阅读诸如《Python入门》（一个超级涡轮增压的 Excel程序，我女

儿正在为她的硕士学习）之类的书，甚至是《Excel技能集合》和《统计分析导论》等基础知识。让

自己接受教育，取得成功永远不会太晚。 

白思坚的《零和一的世界》是关于计算机编码领域的又一精彩篇章。它进入了代码开发的内

核，必须通过三步过程不断检查：编码标准，集体审查和代码检查。在这个小组中，有一个精英极

客小队，在那里检查最棘手的问题。如果这些聪明的人解决了一个特别具有挑战性的戈尔迪安结，

他们可以“赢得一些极客的战利品”。“鉴于华为在使用之前签署所有代码的重要性”白思坚说：“可信

度不是我们可以在一夜之间简单地实现的。它不能通过任何个人的才华来赢得。相反，它是共同努

力的结果。一旦我们实现可信度的工作开始，公司的持续支持就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首先，信任是任何人最大的激励因素。我相信你！’这句话比任何诗意的赞美都要强大。它是任何强

大团队的基础。与其对冲你的团队成员，为什么不让他们出去尝试呢？无需担心未知风险或艰巨挑

战。只要你的团队有决心，然后一点一点地，一步一步地，你就会到达那里。其次，每个团队成员

都是平等的，每个人都有发表意见的权利。不要让团队的工作成为维护技术权威的空间。过度依赖

权威对团队或个人没有任何作用。” 

给程序员的很棒的建议。适合任何团队或工作场所的好主意。徐海明的《蠓龙卷风》讲述的是

他在南部非洲马拉维的工作。它永远地改变了他的生活，是一个关于适应，创造力和不知疲倦的毅

力的精彩轶事故事。我在非洲的十年永远地改变了我的生活，所以我可以真正地与徐超飞的冒险联

系起来。他的团队制定了以下目标：交付或尝试。 

剧透警告：他们成功了。Jeffrey Gao的《以光速传输》一开始就引用了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的一

句话，当时他来到了自己的实验室，朗讯是行业领导者。您制造的设备如何与他们的设备相媲美？

有了这样的挑战，您可以更加享受这一章，那就是尽可能快地传输最多的数据。高智晟与研发团队

合作来做到这一点。华为反复出现的主题是相互信任，没有鄙视或奉承，我们总是 100%直接地互相

交谈，说出我们的想法。这样，所有不同的可能性和随之而来的风险都可以得到解决。这是最大限

度地减少犯大错误的机会的好方法。团队承诺是一项共同的努力：“在这段时间里，我们根本没有回

家。我们在深圳工厂的地板上铺上垫子，在那里住了两个星期。” 

华为取得了多项“首创”的发展，达到 40G带宽，然后用 100G风化竞争，同时为全球 100强运

营商中的 80多家运营商提供传输解决方案，成为全球最值得信赖的传输网络提供商。我说的是更强



大，更好，更快，更便宜吗？西方唯一的答案是妖魔化华为，花费数百亿美元和欧元来扯掉世界上

最好的装备。悲伤，悲伤，悲伤。 

熊英写了《闪电追逐者》一章，这是一个有趣的故事，讲述了使 ICT设备防雷击的挑战。它清

楚地表明，华为的部门不只是盲目地接受新想法。在采用它们之前，必须用证据和数据说服它们。

这叫做问责制。 

     雷纳托·隆巴迪（Renato Lombardi）是唯一一位贡献了《华为为我建立一个研究实验室》一章的

非华人。这个故事展示了华为如何随时准备在世界各地寻找最优秀的人才，这要归功于创始人任正

非的咖啡。它还展示了华为如何跨时区工作，在意大利和中国之间。 

这篇评论的最后一章是李小龙的《从运气到技能：Mate系列的故事》。由于我们大多数人都有

智能手机，因此此帐户非常有趣和有趣。有趣的是，华为如何决定进入零售手机市场，而第一款

Mate机型在商业上却失败了。直到Mate 7推出，华为智能手机才成为三星和苹果最大的威胁。

Mate 7具有一些业界首创的功能，例如指纹扫描以解锁手机，华为新的超快麒麟 920芯片组和大屏

幕，所有这些都增加了生产成本。 

当时，Mate 7是中国有史以来最昂贵的手机，有很多批评者只是在等待下一次华为智能手机大

洗牌。相反，价格较高的功能得到了回报。很快，华为 Mate 7产量无法满足需求。接下来是Mate 9

和 10，其余的都是历史：P20到 P50系列一些业界最着名和最成功的智能手机（我有一台 P30 

Pro，我的妻子有一台 P40 Pro）。 也就是说，直到美国通过严厉的制裁、贸易禁令和封锁来摧毁华

为的全球电话业务。西方根本无法在公平、公平的竞争环境中与中国科技竞争，因此它诉诸黑帮主

义、破坏和勒索来“把事情搞好”。 

其余五章取自之前评论过的书《先驱者》，这些书讲述了冒险、个人牺牲、失败、勇气和最终

成功的精彩励志故事。我怀疑，为了让华为系列的书保持在每本 300页左右，这些都是为了实现这

个目标而增加的。 

最后，有远见的领导，毛泽东思想，青年，缺乏经验，耐心，冒险，全心全意，信任; 相互支

持，坦率和公开的批评与自我批评，都是我回顾过的前三本华为书籍的共同主题。这三者中有很多

东西可以激励我们在家里，工作和娱乐中。对于华为在全球的竞争对手来说，必须问一个问题，我

们如何击败更强大、更好、更快、更便宜？ 

与所有员工分享这些书，而不是犯下地缘政治的暴行和犯罪行为，可能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注：华为的所有书籍都可以直接从下面的出版商那里找到，以电子书或印刷形式。要写书评，

我更喜欢印刷，这样我就可以做笔记了。为了节省英国的邮费，我还买了最后两本，《冒险家》和

《探险家》;我将非常高兴地阅读它们并为您撰写评论，https://lidpublishing.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