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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冠球，1945
年 1月出生于浙
江省杭州市。现
任万向集团董事
局主席兼党委书
记。

本报记者 汪静赫/文

郭凤莲：
从铁姑娘到“大寨 CEO”

如果没有1991年的一纸调令，现
在的郭凤莲只属于久远的一段记
忆———那段记忆有着夺目的红色。

如果没有1964年兴起的全国农
业学大寨运动，郭凤莲会是个平凡的
农家女子，在那个名叫大寨的山西小
村庄耕作生活，然后和其他中国人一
样聆听每一次时代的潮声。

———如果，只是如果。
曾经的铁姑娘，现在的“大寨

CEO”，郭凤莲的人生没有如果。
铁姑娘的青春

1963年8月的一场特大洪水，使
大寨村一贫如洗，但又很快载誉全
国，因为村支书陈永贵说了句很著名
的话：“我们只要有人在，什么事情都
能办，有我们一把锄头两只手，一条
扁担两条腿，一定能够战胜穷山恶
水，一定能够战胜自然灾害！”

这样的豪言壮语，最终换来了
“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红字标语，
并在此后的十几年中，成为刻在大寨
墙上同时也是中国外表的印记。

陈永贵的队伍中，有16岁的郭凤
莲。

郭凤莲每天同22名年纪相仿的
姑娘们一起，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拼
命干活。陈永贵称她们“铁姑娘队”。

在那段青春的日子里，郭凤莲和
她的伙伴们是这样度过的：天不亮下
地，天黑才回来，晚上还得加班，修
路、修房子、修堤坝。一天只吃两顿，
吃的都是掺着盐和野菜的酸饭，挨饿
受冻的姑娘们没有一个叫苦喊累。郭
凤莲是她们的队长。
在饥饿和奋斗中进入到1964年。

一篇被毛泽东主席称为“穷山沟里出
好文章”的新华社通讯让大寨走进国
人视野。

17岁的郭凤莲和“铁姑娘”的称
号一起传遍中国。在当时宣传大寨的

诸多照片中，有资格作为主角表现
“遥指远方”这一先进姿势的只有两
个人，一个是陈永贵，另一个就是郭
凤莲。

1973年6月，陈永贵不再担任大
寨党支部书记，26岁的郭凤莲接掌大
寨的帅印，成为大寨村第三任党支部
书记。大寨进入“铁姑娘”时代。

从巅峰到落寞

有数据显示，1964年至1978年，
全国各地先后赴大寨学习参观的人
超过了1000万，有时候一天就有上万
人。这个数字记载了大寨的巅峰时
期。在这巅峰时期的尾声部分，郭凤
莲成为大寨的当家人。
在那个大寨被树为中国农业旗

帜的年代，郭凤莲拥有无比闪耀的光
环，并一步步走向更高的政治台阶。

1978年8月，郭凤莲随中国农业
代表团赴美国访问。在20多天的时间
里，郭凤莲走过了美国13个州，她在

心里默默地思考着，大寨只有几百公
顷，人口又多，论自然条件是比不过
美国农场的。有个问题盘旋在她的脑
子里：“大寨能仅仅依靠人均几亩地
就实现社会主义吗？那么，大寨要怎
样才能实现富裕呢？”

令郭凤莲没有想到的是，在疑问
没有解答之前，她就离开了大寨。

1978年12月，从十一届三中全会
会场回到大寨的郭凤莲发现村庄渐
渐不再热闹，因为参观的人越来越
少。随着质疑大寨的声音越来越多，
郭凤莲在惊讶不解中感到了落寞。

1980年11月，中共中央83号文件
转发了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运
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郭凤莲
身上的光环一夜之间变成了芒刺在
背。几乎在这同时，郭凤莲接到了离
开大寨村的调令。

此后的11年里，郭凤莲没有再当
过村支书，更加没有再回到大寨。属
于“铁姑娘”的时代过去了。

大寨新生

1991年，郭凤莲重新被任命为大
寨村党支部书记。

郭凤莲回来了，但她面前的村庄
已经沉寂多年。在中国农村因改革开
放散发生机的时代里，大寨似乎被遗
忘了。

郭凤莲发现尽管当时改革开放已
经实行了多年，但大寨人的思想仍然
很保守，10多年前的辉煌似乎成为挥
之不去的前进阻碍。郭凤莲要改变这
一切，已过不惑之年的她决心拿出当
年“铁姑娘”的干劲儿。

1991年，郭凤莲4次北上，3次南
下，带领村干部从当年“全国农业学大
寨”变为“大寨学全国人民”。在此过程
中，她学会了自我推销，并很快意识到
大寨品牌的新价值和时代机遇。

不久，大寨成立了经济开发总公
司，第一个动作是和江苏省江阴市联
手办羊毛衫厂。1992年11月28日，“中
国大寨羊毛衫厂”在北京举行新闻发
布会，这是郭凤莲复出后的第一次高
调亮相。

此后郭凤莲大力推进村办企业和
第三产业的发展，走农工商一体化的
路子。她马不停蹄地跑项目，打造大寨
品牌。5年之后，全村总产值达到了
4796万元。

从自力更生到自主创业，从红色
样板到经济品牌，郭凤莲带领大寨人
走出了“被遗忘的世界”。

如今的大寨人几乎户户都有两套
住房，一套是车厢式的窑洞，一套是位
于村东南的楼房，窑洞开饭店，楼房自
己居住。大寨经济开发总公司生产出
了大寨羊毛衫、大寨核桃露等10多种
招牌产品，总公司下属有煤矿、羊毛衫
厂等多个企业。

郭凤莲曾说：“让岁月带走那些该
带走的，留下那些该留下的。”那些逝
去的红色记忆，依然在她的心里，但已
经被定格为不断前进的动力。

郭凤莲，山西省
昔阳县大寨镇大寨村
人，1947年9月生，1966
年 1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现任全国人大常委
会委员、昔阳县大寨村
党总支书记、大寨经济
开发总公司董事长。

1928 年深秋，江苏吴家基（现江
苏省江阴市华士镇华西村）的一户贫
寒人家诞生了一个男婴。祖父为其取
名“仁宝”，意在“招财进宝，为富要
仁”。

美好的期许在多年之后成为现
实。

那个叫仁宝的孩子，不但给自家
招财进宝，更实现了全村人的共同富
裕。

他就是吴仁宝。
虽然自 1974 年以后，吴仁宝就

同时担任江阴县领导或其它要职，但
人们记得的永远是这个头衔———华
西村党支书。

一台石磨起家

1961年 10月 15日，今华西村所
在的华墅人民公社将原有 17大队分
为华西、前进、向阳、立新 4个大队。吴
仁宝被任命为华西大队党支部书记。

华西，这个位于江苏南部的小村
庄，从诞生那天起就与吴仁宝紧密相
连。
几天之后，吴仁宝来到邻村向阳

大队，在人们的惊叹中，买走了一千
三四百斤重的大石磨。
吴仁宝和一起来的三个华西村

民将石磨捆了个结结实实，然后喊着
号子，扛起石磨回村了。这一路，艰难
吃力，但兴奋喜悦。
那条路，在后来的时光里，吴仁

宝多次想起。
华西村的起家，竟是这台大石

磨。
吴仁宝与村民到河里捡石块、捡

砖头，拆了一座土地庙，建成了一座
磨房，为群众加工粮食和饲料。这便
是华西村最初的工业前身。1967年
时，加工厂一年能挣 1万元。这久远
年代的微小数字，却是后来华西村工
业化的最初起点。
在那个“以粮为纲”的时代，吴仁

宝开始寻找致富之道，他扳着指头算
来算去，算出了一个道理：仅靠种植
业，农民出力流汗只能填饱肚子。在
人多力量大的年代里，吴仁宝敏锐地
感到了劳动力迅速增长将会带来问

题，他认定随着人地矛盾愈来愈尖
锐，再继续把农民捆在土地上刨食，
肯定不是出路。吴仁宝决定先下手为
强，从工业入手，办一个为农业服务
的五金加工厂。

经历了找产品学技术的最初难
关后，在盛行“割资本主义尾巴”的
1969年，只有 20多人的华西五金加
工厂在破草屋里诞生了。

偷偷办工业

吴仁宝把五金厂办在了一片泽
地之中，周围林木环抱，因为只有这
样，工厂才不会被外来者发现。
“当时，办工厂是资本主义，我们

偷偷地办厂，检查的人来了，就把工
厂的门锁上，人走了，就回来加班加
点地干。”吴仁宝后来回忆道。

吴仁宝很快发现自己的判断没
有错，在办厂之前，全村人拼死拼活，
农业总产值 24万元，而只用 20个人
办的小五金厂，三年后就达到了 24
万元的产值。

1974年的夏天，在南京大学任教
的胡福明为了做调查研究，独自来到
了华西村，他到处仔细观察，不仅看
到田里的庄稼长得好，而且发现了一
个工厂，可是大门锁着不让参观。胡
福明相信华西村致富的绝招就在这
紧锁的大门之内。他在后来的文章中
赞许吴仁宝具有超人的胆略。

然而，胡福明的观点并不代表大
多数人。上世纪 70年代的华西村工
业更像是一种冒险游戏。

在工厂发展的过程中，吴仁宝一

边必须面对政治形势，一边要抓经营
促生产。从找原材料、钻研技术到开
发新产品，吴仁宝带领华西村民一关
关地闯过了。

当绝大多数中国农村还在为能
否办厂争论不休的时候，1978年时的
华西村固定资产已达 100万元，银行存
款 100万元，另外还存有三年的口粮，
在全国的数千乡村中可谓富甲一时。

1980年冬，江阴县农村开始推行
联产承包责任制，吴仁宝带领华西村
走的是不一样的改革之路：全村 600
亩粮田由 30 名种田能手集体承包，
绝大多数劳力转移到工业上去，这使
华西在发展市场经济的道路上跨出
了至关重要的一大步。

75岁退休
1978年底，吴仁宝找一家一户谈

心，劝村民把年终分配的钱投入建
厂、入股分红，这就是具有华西特色
的“少拿现金多入股”、以群众股份投
入为主体的股份制新集体经济制度，
正是此举造就了后来华西村的共同
富裕。

1992年 3月 1日，深夜的一通电
话铃声成为华西村的加速发展的先
声。

听了广播里邓小平南巡讲话后
的吴仁宝辗转难眠，他抓起了床头上
的电话，通知党委委员、正副村长、各
厂厂长，凌晨 3点钟准时参加紧急会
议。

正是在那个早上，吴仁宝告诉他
的大将们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就是

“借钱吃足”：“钱借得越多越好，原材
料吃进得越多越好！现在就行动！”短
短半个月内，华西村用尽各种办法购
进了近万吨钢坯、1000吨铝锭、700吨
电解铜等原材料。

当别人还在学习领会邓小平南
巡讲话精神时，华西已经在经济发展
的大潮中一路飞奔。

此后的 10多年里，华西村的工
业总产值呈几何级数增长，在此过程
中，吴仁宝也从村支书变成了一个企
业家。

1999年 8月 10日，江苏华西村
股份有限公司正式上市。

2001年，在建党 80周年大型图
片展中，华西被称为“天下第一村”，
吴仁宝则是“天下第一村的带头人”。

从 2001年起，吴仁宝创造性地
提出了“一分五统”，所谓“一分五
统”，即：村企分开，并入华西的村子
仍由本村村民自治选举村委会；由华
西集团经济统一管理，干部统一使
用，劳动力统一安排，福利统一发放，
村建统一规划。

在华西村，家家分别墅、发汽车，
村民要用钱就向村里打个报告，需要
多少取多少。这里民风淳朴，家家和
睦，多年来犯罪记录保持为零。

2003年 7 月 5 日，75 岁的吴仁
宝从干了 42 年的村支书位置上退
休，按照华西村（000936）当日股价
和总股本，华西村市值达 256704万
元。

从 1961年至 2003年，华西村由
一贫如洗到市值 25 亿元的上市公
司———这就是吴仁宝走过的 42年。

吴仁宝：42年支书和 25亿市值
吴仁宝，1928 年

11 月出生，1954 年 10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
任华西大队党支部书
记、江阴县委书记、华
西村党委书记、华西村
党村企总办主任。2003
年 7月起，任华西集团
公司副董事长兼副总
经理、企业集团总办公
室主任等职。

马铭/文

逾

从穷则思变的创业青年，到享誉海内外的企业家典范，鲁
冠球实现了父辈在他名字上的期许———“誉冠全球”，更创造
了一个响当当的民族品牌———万向集团。

鲁冠球不仅是一位杰出的企业家，他还有一个“党员之
家”，在他的家庭中，10位成员中有 8位是中国共产党员。
创业的曙光

鲁冠球出生在浙江省萧山区宁围镇，家境清贫。15岁时，
鲁冠球辍学了。萧山县铁器社多了个叫鲁冠球的小学徒。他勤
奋学习，工作努力。然而，3年后，由于精简人员，鲁冠球被辞
退了。
“没想过要当企业家，我办企业是逼上梁山。”鲁冠球后来

回忆。
回到宁围后，鲁冠球看到乡亲们磨米面不方便，于是他想

如果办个米面加工厂一定很受欢迎。亲友们给他凑了 3000
元。鲁冠球用这笔钱买了一台磨面机、一台碾米机，办起了一
个米面加工厂。

在那个年代，私办工厂是不被允许的。小厂被扣上了“地
下黑工厂”的帽子，被迫关闭，所有机器设备被强行贱卖。鲁冠
球不得不将过世祖父留下的三间老房子变卖，才还清了外债。
第一次创业几乎使鲁冠球倾家荡产，但这艰难的开头也让他
找到了创业的感觉。

在经过了多次申请之后，鲁冠球开办了一个铁匠铺，生意
很快红火起来。1969年，政府要求每个城镇都要有农机修理
厂，富有经验且有些名气的鲁冠球受公社之邀，去接管破败的
宁围公社农机修配厂———一个只有 84平方米破厂房的烂摊
子。

鲁冠球变卖全部家当，把所有资金投到厂里。
在那个计划经济的年代，鲁冠球找到了一条能够让农机

厂活下来的缝隙———为周边公社的农具提供配套生产。
之后的 10年间，靠着作坊式工厂生产出的犁刀、铁耙、万

向节等五花八门的产品，鲁冠球完成了最初的原始积累。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鲁冠球看到了更明确的方向。1978

年春，鲁冠球的工厂门口已挂上了宁围农机厂、宁围轴承厂、
宁围链条厂等多块牌子，员工也达到了 300多人。此时的鲁冠
球看到中国汽车市场开始起步，于是马上调整战略，集中力量
生产专业化汽车万向节。鲁冠球给万向节起了个品牌名叫“钱
潮”。

十年添个零

回溯鲁冠球的创业历程，有一条清晰的线索，这就是著名
的“奋斗十年添个零”。

在万向集团的官方网站上，有文字记录这一过程：万向力
争“奋斗十年添个零”，日创利从 70年代 1万元、80年代 10
万元、90年代 100万元，到 2009年已达 1000万元。

1980年，鲁冠球已清楚地意识到“市场竞争，就是价格、
质量、成本的竞争”。通过薄利多销，“钱潮牌”产品牢牢占据了
全国 65%以上的市场。

1983年，鲁冠球把自家自留地里 2万元苗木全部拿出来
抵押，承包下了万向节厂，走出了明晰产权关系的第一步。到
年底，全厂超额完成利润 174万元，以后年年超额完成承包任
务。

1984年，美国派莱克斯公司订购 3万套万向节，万向节
厂成为中国第一家在美国汽车零部件市场中获得成功的企
业。

1990年 10月，万向集团正式成立。1994年 1月 10日，万
向钱潮（000559）股票在深圳股市上市，成为中国首家上市的
乡镇企业。同年，万向集团在美国设立销售公司，继而又在英
国、墨西哥、巴西、加拿大、委内瑞拉等国家设立销售公司、购
置仓储设施，逐步建立自己的国际市场销售网络。

在多次成功地跨国收购之后，2007年 7月 6日，万向集
团完成了对美国 AI公司的投资。美国 AI公司是通用、福特、
克莱斯勒的“零级供应商”。万向取得了 AI公司全部优先股，
从而获得该公司 30%的股权，成为其第一大股东。
党的使命

“作为一位党员企业家，不仅要担起企业的责任，而且要
牢记党的使命！”鲁冠球说，“在实际工作中，我努力把企业的
目标融入党的伟大目标中。”

1984年 4月 19日，是鲁冠球终身难忘的日子，这一天，
他多年追求入党的梦想实现了。

早在上世纪 70年代初，一心想入党的鲁冠球便开始写入
党申请书。一份份饱含真情实意的申请书，因为当时各种历史
原因，都被挡了回来。

在鲁冠球第一年完成承包任务后，政府奖励他 44.9 万
元，他却把钱全部用在了工厂培养人才和建造乡村小学上。到
1985年，鲁冠球放弃的奖励达 300万元之多。

1991年，万向节厂成立党委，鲁冠球当选为党委书记。在
浙江，这是第一家乡镇企业成立党委。他提出在先进员工中发
展党员，在党员中选拔干部，如今，万向集团企业正职干部中
党员比例达 95%。

在万向的“产业版图”中，农业是很大的板块。鲁冠球如此
解释个中缘由：“农民、农业、农村是党和政府最关心、最操心
的大事之一。”

万向集团每年必召开 3个大会：一个是企业年终总结大
会，一个是 7月 8日的企业创立纪念大会，还有一个就是 7月
1日建党纪念大会。每年“七一”那天，鲁冠球都会发表讲话，
每年都有一个新的主题。

在即将到来的 2011年 7月 1日，鲁冠球正在思量着新的
主题。

本报记者 汪静赫/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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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冠球：为了党的使命

农业学大寨时期的郭凤莲

mailto:hhym2011@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