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1年04月29日 星期五
编辑：汪静赫 E-mail：hhym2011@163.com 校对：王培娟 美编：马丽人物

相关链接

【全国劳动模范】
每 5年评选一次，是我国劳动工作者的最高

荣誉，由国务院命名表彰。全国劳模是从全国五
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及其他优秀劳动者中评选出
来的。一般工人系统评劳模，领导评先进工作者，
但随着时代变迁，这一传统已经打破。2005 年，
民营企业家首次获此殊荣。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每年评选一次，是全国总工会为奖励在社会
主义各项建设事业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先进个人
而颁发的荣誉奖章，是中国工人阶级最高奖项之
一。其评选对象是所有为国家和经济建设作出贡
献的劳动者，其中也包括私营企业的劳动者。
2002年，民营企业家首次入选。本奖章主要集中
在“五一”劳动节期间颁发，平时也有少量颁发。

4月 22日，世界地球日。2011 年中国绿色公司年会
如期呈现。同往年一样，在地球日这一天，世界听到了
来自中国企业家的声音。在他们之中，可以看见全国劳
动模范金志国、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朱新礼等
企业家的身影。

如今，发展低碳经济，推动经济发展由“黑金时代”
向以绿色能源、绿色经济为标志的“绿金时代”转变，
已成为企业家社会责任的体现。企业“绿不绿”，也会为
企业家的奉献值加分。

过去的几年里，2005 年全国劳动模范、潍柴动力集
团董事长谭旭光最关心的话题是“低碳”，在身为中国内
燃机工业协会理事长的谭旭光看来，内燃机既是耗能大
户，同时也是实施节能减排最具挖潜空间的产品。他觉
得“抓好中国内燃机行业，就是抓住了节能减排的牛鼻
子”。

此前，谭旭光已代表中内协向社会发出“绿色制造，
和谐发展”的倡议，而潍柴集团也以绿色模范的形象引
领中国内燃机行业企业共同承担社会责任。

2009年，谭旭光成为由潍柴集团、山东省汽车工业
集团有限公司等几家企业组成的山东重工集团董事长。
为适应低碳经济的发展，谭旭光提出了“绿色动力战
略”，其中包括自主创新开发一系列以电子控制和电力驱
动为主的核心技术，建立起以混合动力技术为特征的产
品技术平台，同时进一步加大新能源动力研究。

朱新礼一直致力于汇源果汁集团生态果园的建设。
他认为优秀企业家应有绿色意识，因为这是一种社会责
任的体现。
“我认为绿色、低碳是一个企业家，特别是一个优秀

企业家必须牢牢记住的。一个没有社会责任的企业是没
有眼光的企业。”朱新礼说。

郭本恒记忆中的 2010年，最开心的事是光明乳业赢
得了“中国低碳杰出贡献企业”绿色称号。2010 年度，
光明乳业对全国工厂环保投资共计约 1153.40 万元，年
节能量 2711.38 吨标准煤，按平均每消费 1 吨标准煤换
算成二氧化碳 2.46 吨计算，二氧化碳排放减少了约
6670 吨。
“光明乳业一年节约下来的能耗，相当于全世界 3 秒

的排碳量。”这是郭本恒最引以为傲的数字。
2010年全国劳动模范、青岛啤酒董事长金志国是一

位“低碳达人”。在他看来，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就
是一种低碳经济模式。

2010年 3 月，青岛啤酒与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中国
质量认证中心签订了啤酒行业第一份“低碳研究协议”。
有数据表明，2010年青啤公司废弃物综合利用率 100%，
综合利用价值达 158 亿元，在青岛啤酒的“低碳”账本
上，已经有了实实在在的收益和回报，树立了行业低碳
典范，具有模板和样本的意义。
“绿金时代，需要将低碳融入企业的血脉。今天的企

业家最大的扩张能力是你的责任扩张能力。这种责任的
扩张，这种责任的做大才是我们现在企业家真正的胸
怀。”金志国说。

我认为绿色、低碳是一个企业
家，特别是一个优秀企业家必须牢牢
记住的，一个没有社会责任的企业是
没有眼光的企业———2002年全国“五
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朱新礼

爱低碳

本报记者 汪静赫/文
劳模是最具中国味道的名词之

一。每年的五一劳动节充满了中国
特色的鲜花和掌声。

全国劳动模范、“五一”劳动奖
章，这是属于中国劳动者的最高荣
誉，承载了时代的重量，也寄托着公
众的景仰。近日，圆园员员 年全国“五
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名单揭晓，96
位企业负责人赫然在目，其中包括
36位民营企业家。

处于社会中坚阶层的企业家们
从不缺少时尚光鲜的头衔，但这份
属于劳动者的最高荣誉仍显得意义
非凡。在荣誉的光环下，公众看到的
是时代符号下企业家极具亲和力的
人本情怀。

劳动创造了人，劳动者创造了世界，当企业家成为这个社会的主流阶层，他们的劳动以及他们劳动所创造
的价值便映画在时代的背景中并且为人所注目。而当时代让英雄回归于人，这个特殊的群体，依旧永恒。

———是谁站起来永不倒下，身后的大地上开满鲜花。

企业家“劳模”：
时代符号 VS人本情怀

4月22日，一位上海学者承诺对其
微博转发一次即捐出一元善款给药家
鑫案受害者家属，引来网友热烈回应。
数小时之后，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好心
人通过朋友表示愿意捐出10万元为这
位学者的头脑冲动买3个小时的单。

这位慷慨的匿名人士身份很快得
以证实，他就是河南飘安集团董事局主
席王继勇。而在不久之前，他刚捐了一
亿元给中国妇联，成立了“母婴健康爱
心救助飘安基金”。该基金要做的事是
组建母婴流动爱心车队服务于祖国各
地的孕妇及新生儿，为他们提供相关的
医疗保障。

王继勇是2003年全国“五一”劳动
奖章获得者，他的慈善之路要比这份荣
誉来得更早。

2002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
者中首次出现了民营企业家的身影。3
年之后的2005年，33位民营企业家首次

入选全国劳动模范。欢庆“五一”的人群
中，公众看到了佩戴劳模勋章的“老板
们”。在由此引发的关于劳动者新定义
的热烈讨论中，让公众觉得最直接的是
企业家的其中一种社会奉献———感恩
与慈善。

2002年，首次获得全国“五一”劳动
奖章的4位民营企业家中，包括现任汇
源果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朱新礼。这
位1992年下海的企业家，在历经商海的
惊涛骇浪之后，觉得最有价值的事是做
慈善。
“你要有爱心，你才能成为一个企

业家，当企业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后，要
更多地去做一些捐赠活动、慈善活动。”
朱新礼说。

2009年8月27日，朱新礼和壹基金
创始人李连杰站在了一起，共同启动慈
善项目的战略合作，除向壹基金一次性
捐助100万元善款外，消费者每购买一
瓶汇源某系列商品，将会有一元钱以汇
源代捐的形式捐赠给壹基金，而所有善
款都将用于双方共同关注的儿童、教育
等领域。

同年，与朱新礼一起荣获全国“五
一”劳动奖章的浙江奥康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王振滔常说，快乐是最重要的。
对于他而言，慈善事业正是快乐之源。
“我有两个事业，一个是奥康，一个是慈

善。这是一个幸福的事业。”
2005年，王振滔出资2000万元成立

了第一个个人非公募基金会。王振滔的
慈善基金会帮全国各地许多大学生圆
了上大学的梦。

26岁到深圳打工的农村青年陈华
瑞，22年之后，创办了深圳畅鸿塑胶制
品有限公司的他，以企业家的身份当选
2010年全国劳动模范。

从一贫如洗的农民工到成功的企
业家，陈华瑞的内心从未远离过去的自
己。1988年初到深圳的陈华瑞，除了挣
钱之外的理想就是在这陌生的城市有
个家。如今，他实现了更多人的理
想———将公司变成了员工们的“家”。
多年来，陈华瑞为家乡修路、建桥，捐资
筹建老年康乐中心，做了很多实事。
“我们都是农民的儿子，我们绝不

忘本。”陈华瑞说。
2011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

者、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裁郭本
恒，有一个心愿是让1200万弱视病童重
见“光明”。在看到需要救助的弱视儿童
时，郭本恒觉得“眼泪快流出来了”。早
在三年前，这项旨在救助弱势儿童的公
益行动就已启动。2007年6月，光明乳业
与儿童少年基金会共同签署合作协议，
成立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儿童弱视专
项基金，此基金旨在为患有“弱视”的儿

童提供经济上的援助。
“不是说我们的境界就比别人高，

也不是为了换回多高的荣誉，而是因为
我们知道感恩。”郭本恒说。

2005年首批当选全国劳动模范的
恒大集团董事长许家印，很早就有了
“穷尽毕生心血将慈善事业进行到底”
的理想。在2010年全国两会上，许家印
的表现令外界惊讶。这位地产界大佬对
房价一字未提，而是在会上大力呼吁改
善慈善环境，建立“慈善事业法”。几个
月之后，许家印在广东省“扶贫济困日”
上捐款1.2亿元，用于广东的扶贫事业。
“当选‘全国劳模’的民营企业家创

建的企业具有高度的公民意识。企业不
仅仅在为社会创造财富，更要创造社会
价值。”许家印说。

从2007年起，许家印连续数年荣获
中国慈善领域最高政府奖项———“中华
慈善奖”。在4月26日公布的最新2010年
度慈善家捐赠排行榜上，许家印以
25410万元的捐赠数额排名第八位。而
排名第二位的大连万达房地产集团公
司董事长王健林则是2008年全国“五
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他的捐赠数额是
10亿元。

在这张榜单上，王健林和许家印的
相似点并非只是地产巨子，更在于他们
拥有同一份属于劳动者的最高荣誉。

当选全国劳模的企业家要具有
高度的公民意识，不仅仅在为社会创
造财富，更要创造社会价值———2005
年全国劳动模范许家印

2002年，就在民营企业家为首次入
选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而鼓舞振奋之
时，同年上映的电影《首席执行官》的主
人公原型正是一位当时中国知名的企
业家全国劳模———张瑞敏。在这部讲述
振兴民族工业的主旋律影片中，张瑞敏
是没有演出的男一号。影片不仅向国人
普及了CEO这个当时的新名词，也让更
多的人知道了张瑞敏的敢冒险。

1985年的一天，张瑞敏的一位朋友
要买一台冰箱，结果挑了很多台都有毛
病，最后勉强拉走一台。朋友走后，张瑞
敏派人把库房里的400多台冰箱全部检
查了一遍，发现共有76台存在各种各样

的缺陷。张瑞敏当场宣布，要把这些冰
箱全部砸掉，并抡起大锤亲手砸了第一
锤，这一场景在影片《首席执行官》中得
以再现。张瑞敏用锤子砸开了企业发展
的桎梏，也用冒险闯出了海尔集团的飞
跃之路。

时隔多年，张瑞敏依然在说：“我们
不是‘居安思危’，而是‘居危思进’。”

比张瑞敏小5岁的王继勇，年近不
惑方始创业。1989年，他辞去乡政府的工
作，筹了5万元办厂，要做他压根不懂的
医用卫生耗材。王继勇原先放过电影、
推销过窗纱，创业对于他来说，既像一
部未知结局的冒险电影，也如同被窗纱
掩映的景色———迷茫而模糊。

王继勇为学技术四处奔波，但都吃
了闭门羹，但他毫不放弃，就在一家厂
附近的小旅店住下，每天都往厂里跑。
一次，当发着高烧的他踉踉跄跄再次走
进厂长办公室时，还没开口就晕倒过
去。厂长终于被他感动了，当即答应派
技术员帮他建厂。

一年之后，王继勇的医用卫生材料
厂生产出了第一批产品，并顺利通过省级

鉴定。如今，他的飘安集团已成为集科研
开发、生产经营为一体，总资产10亿元，职
工5100余人的综合性现代化大型企业。

王继勇的冒险之旅顺利抵达目的
地，他也看到了最美最清晰的景色。

王健林从第一桶金就已完全了解
冒险的意义。1988年，初入商海的王健林
为了让濒临破产的企业“活”下来，接手
了当时没人愿意干的棚户区改造项目。
王健林的冒险以胜利告终，项目开发成
功，万达赚了1000多万。改造后的棚户区
变成了大连现在著名的“北京街”，万达
从此“玩大”。
“创新精神就是冒险精神，不敢冒

风险是不可能有发展的。敢冒险、敢创
新、敢闯敢试才有今天。如果因循守旧，
如果我胆子小一点，也许就没有今天的
万达，也许就没有今天的这一番事业。”
王健林说。

在最近的一次“创业大讲堂”公益行
动中，面对求教的大学生创业者们，王健
林直言：“创业，勇气和胆识最重要。”

以吃饭点菜老三样、生活简朴著称
的刘永好，却是个不循规蹈矩的企业

家。正是刘永好颠覆传统农业的冒险之
举，直接带动了200多万农民走上致富
道路。

刘永好另一个著名的冒险是作为
民生银行的创建者之一。时值邓小平南
巡讲话后，民企快速发展，当时国有银
行坏账率很高，负担很重，金融改革停
滞。刘永好于是有了新设想：办一家机
制创新的银行。不久之后，刘永好在全
国政协工商联小组上正式提出了自己
的想法。在当时来说，刘永好的想法大
胆而冒险。

之后，刘永好与另外40位企业家提
交了一份“组建主要由民营企业投资、
主要为民营企业服务的商业银行”的提
案。刘永好又向全国工商联主席经叔平
做了报告，经叔平很赞同，专门给时任
国务院副总理的朱 基写了报告。最
终，第一家民营银行———中国民生银行
得以批准成立。

2005年，刘永好被评为全国劳动模
范，并同时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这
位敢于冒险的民企领袖，终于到达劳动
者的最高荣誉殿堂。

创新精神就是冒险精神，不敢冒
风险是不可能有发展的，敢冒险、敢
创新、敢闯敢试才有今天———2008年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王健林

敢冒险

贵广铁路北岭山隧道是一座国人
关注的特长大隧道，在施工中面临我
国隧道施工史上许多至今仍没有得到
彻底解决的难题，比如，长大隧道的通
风问题、光面爆破问题、防山体水渗漏
问题、防水板的铺设问题等等。针对这
些难题，张国辉充分发扬民主管理，广
泛吸取群众的意见与建议，用大家的
智慧来改造大自然。

有创造就会受到尊重
给大家充分的表达权，就要认

真听取大家的意见，这就是民主管
理，这就是激发人智慧的有效方式。
晚上大家下班了，一边吃饭一边凑在
一起商量，几天下来，有人提出了一
个滑槽式流送混凝土方法，张国辉马
上组织人们论证，派出实验小组试
验，结果发现，把混凝土从台下送到
衬砌台车最上面，然后通过滑槽往下
分流的方法非常有效，如果再能让滑
槽移动就更加方便了。几经实验，他

们终于试制成功了我国首次“移动式
滑槽”混凝土输送工法。这一方法成
功解决了隧道二次衬砌时的混凝土
接管、堵管、移管、挤管等问题，同时
解决了因换管而中断混凝土浇注的
问题，不但减轻了劳动强度，而且大
大加快了施工进度。这一方法的创造
性应用很快在贵广铁路全线推广，并
被评为全线技改优秀项目。当各级奖
励发下来时，张国辉大张旗鼓地给技
术人员发奖，让他们登台戴花，他是
想通过这种方式让更多的人知道，创
造不但是个人的事，也是企业的事，
更是国家的事，企业中鼓励这样的
人。

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这一举
动给了全体参建员工一个正确的信
号———创造就会受到尊重！

创造，给了他们幸福；创造，也给
企业带来了财富；创造，更加推动了
社会进程，在这里，他们已经把创造
性工作当成人生的一种幸福与快乐，

由于他们有了大量的创造成果，被上
级赏识，被同事尊重，被同仁羡慕，被
社会认可。这一群建设者获得的不仅
仅是劳动的收获，还有更多的人们对
他们的尊重。他们说，他们真的感到
很幸福。

有幸福就会点燃激情
病危中的人都想活着，而活着

的人都想活得更好。张国辉说，“组织
派我来这里负责，我的主要工作之一
就是要让每一个在这里工作的员工
都生活得更加舒心、更加快乐。”

工程上场之初，他提出要建设
花园式的工区，每个房间都配备空
调，让大家下班后有电视看、有网络
上。无论职工还是民工，他们为了祖
国建设，抛下温柔多情的妻子，管不
了正在成长中的孩子，到月底要让
他们及时领到应得的工资，一般工
人月收入不低于 4000元，队长、技
术员不低于 6000元，并保证及时发

放。他做到了。翠绿的群山下一排排
明窗几净的屋舍，一片片竞相开放
的鲜花环抱着工区，一天紧张工作
后的疲劳，在轻松洁净的工区内得
到充分地休息，无论有过怎样的疲
劳都会在一夜间消散。该项目考虑
到企业中的职工与民工都来自全国
各个不同的地方，饮食习惯不同，为
了尽可能满足大家，根据当地物价
情况，每人每天补助 11 元，自费 2
元，共计 13 元伙食费，由炊事班调
节伙食，保证每餐 6菜一汤。尽管如
此，张国辉还怕关心职工不够，总在
责怪自己工作忙与职工沟通少，唯
恐慢待了职工。

有奉献就会树立人格
在贵广铁路工地谈起张国辉，

人人都说他是一个好人。说他好不
是因为他为谁办过什么事，而是因
为他那令人尊敬的人格。施工 3队
技术人员杨斌说：他有今天的成长

与张国辉分不开。那是 2008年 12
月 18日他到这个工地来，正在北岭
山隧道出口现场测量放线，下午一
点左右，他高兴地给张国辉打了个
电话：张经理，中心线找到了，洞门
的中心点找到了！正在局指挥部开
会的张国辉一听这个消息，马上高
兴地蹦起来，“太好了太好了，你等
着，我回去请你喝酒！”

他从开会的广宁县到现场最快
也要两个小时。张国辉连夜召开现
场会，布置明天的战斗，一部挖掘
机、一台装载机、三辆自卸车，谁来
指挥、谁落实，谁组织人刷边坡……
好像那事真就在一瞬间可以干完。
说完了，他走了，人们不知道他回去
后已是几点，但人们只知道他们都
落实完明天的工前准备已是凌晨 1
点多了。在他们落实完的时候可能
就是张国辉到家的时候，因为现场
到他所住的地方还有一段距离。

在这个项目上，两年多来，他究
竟付出了多少，没有人总结过，他究
竟优化过多少施工方案，也没有人统
计过，人们只知道他脑子里想的只有
工作，心中装的只有职工，唯独没有
他自己。也正是因为这样，人们对他
格外敬重。 苏民/文

中国铁建十六局集团二公司贵广铁路项目经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张国辉:让职工生活得更有尊严
项目经理张国辉(中)、党工委书记

梁禄祥(左)、项目总工刘景齐在北岭山
隧道查看石质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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