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1年06月28日 星期二
编辑：于浩 E-mail：shangxy610@163.com 校对：高秀峰 美编：王祯磊 先锋浙江

在杭州市“工业
兴市”大会上，
杭州市委、市政
府给予有突出
贡献的青春宝
集团董事长冯
根生、娃哈哈集
团董事长宗庆
后、万向集团董
事局主席鲁冠
球三位企业家
每人 300 万元
奖励。肯定了企
业家在推动经
济发展中的独
特作用。

CNS供图

冯根生：
缔造“江南药王”传奇
本报记者 周慧敏/文

籍贯：浙江宁波
创业地：杭州
出生年月：1934年 7月
参加工作时间：1949

年 1月
职务：1972年 7月———

2010年 8月，中国青春宝集
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现任杭
州胡庆余堂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正大青春宝药业有
限公司副董事长。

社会职务及荣誉：首届
全国优秀企业家，首届“五
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
劳动模范，党的第十三次全
国代表大会代表，首届全国
经济改革人才金杯奖，改革
开放三十年功勋企业家，风
云浙商终身成就奖，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以权谋公，胆子大点没关系；以权谋私，胆子要越小越好。枪打出头鸟，但只要保护好心
脏（没有私心），索性只管自己拼命飞，飞得快，飞得高，飞出射程之外，就没事了。

———冯根生语录

冯根生档案

他是一段历史。经历新旧社
会，跨越两个世纪。他的身上浓缩
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整个过程，他
是历史的见证人和创造者。

他是一个奇迹。作为一个中国
国有企业的老总在位 38 年，并且
一直站在企业改革的风口浪尖而
屹立不倒，世人誉之“常青树”。

他是一个“国宝”。从胡庆余
堂末代弟子到现代大型中药企业
董事长，62 年的中药生涯缔造了
一个现代“江南药王”。

他是一个老党员。以一颗“以
权谋公”、“无私无畏”的“公心”，
坚定 52 年的党性坐标。

他就是冯根生。

坚持中药为主的方向

“已经过去的‘十一五’已经
验证了我们坚持以中药为主线，
走医药产业链的道路是正确的。
正因为我们坚持主业，因此在‘十
一五’的金融危机中能够安然渡
过并获得长足发展。在‘十二五’
期间，青春宝仍将坚持走中药为
主线，深化医药产业链的道路。积
极做好中药试验平台项目，加快
中药产品的升级，并力争尽早开
拓国际市场。”这是 77 岁高龄的
青春宝集团创始人冯根生为企业
定下的方向。
也许有人会问，在中国改革

开放、市场经济的浪潮中，几多风
雨，几多沉浮，冯根生和他掌舵的
青春宝成为“常青树”到底有何奥
秘所在？但冯根生从来不认为自
己有什么秘诀，他只是做了他的
本分：坚守中药这一主业，做专做
精做强。
“未来五年，医药行业态势在

宏观和微观上都将发生很大的变
化。”冯根生说，首先，全国医药行
业生产企业通过几轮 GMP 认证，
现在大部分医药工业企业都已符
合 GMP 生产，青春宝原先的优势
已不复存在，新的竞争将会明显
集中到产品的升级、创新与营销
创新方面。其次，广大老百姓从以
前生病、看病就医吃药已逐步转
入通过中药进补来起到个人的养
生保健作用，防病治病的意识逐
步增强，因此我国的医药产业依
然会保持较快发展的势头。第三，
做大做强，资产重组仍将是“十二
五”期间我国医药行业的重头戏。
这将迫使一些弱小企业向优势企
业靠拢。第四，中药作为中华民族
的文化遗产，一直以来不能走入
国际市场中去竞争，其主要原因
是中药其成分的复杂化，因此提
升中药产品质量将是一个优秀中
药企业的重要使命。

2010 年 8 月，杭州市两个常
委亲赴青春宝集团，正式宣布冯
根生退休。自此，工作了 62 年的
古稀老人终于卸下重担。而他创
下的青春宝，早已不是当初那个
只有 37 万元的中药作坊了，在不
断发展的近 40 年里，冯根生带领
青春宝在中药领域精耕细作，资
产规模比当初整整放大了 4000
多倍。

当然，对冯根生而言，最为欣
慰的是，“十二五”规划方向已定，
他的继任者接过他的接力棒，在
坚持中药为主线、走医药产业链
的道路上坚定前行。

冯根生的七次改革

冯根生的中药情结，要追溯
到 62 年前的那一天。

1949 年 1 月 19 日，才满 14
岁的冯根生进入曾有“江南药王”
之称的胡庆余堂当学徒。不久，
1949 年 5 月 3 日，杭州解放。由于
胡庆余堂每年只招收一名学徒，
而传统的收徒制度解放后即被取
消，冯根生便成了胡庆余堂惟一
的“关门弟子”。

从此，“冯根生”三个字与中
药血脉相连。

也许正是因为其浸润在血液
里的中药情结，为了中药事业，冯
根生俨然是一个斗士，左冲右
突———他又是“破三铁”又是“罢
考”，他亦无可奈何“披洋衣”，任
凭“持股风波”漫天舞……据粗略
统计，在冯根生和青春宝“江湖地
位”的形成过程中，有“七次改革”
可圈可点。

第一次发生在 1978 年。当时
青春宝抗衰老片虽通过药理检

验，但由于体制和人为等方面的
原因，企业始终未能获得生产批
文。坚冰未破，冯根生怕错过药品
推出最佳时间，毅然决定先投产，
专供内销不出口。这无疑是个胆
大的决定，说白了，做了这个决断
后，冯根生和青春宝都命悬一线。
好在当时有国家医药总局一些老
专家的鼎力支持，再加上有一位
国家领导出面过问，最后此事才
化险为夷。

第二次发生在 1984 年。冯
根生向旧体制发出挑战，在全国
还没有实施厂长负责制之前，率
先在全国试行干部聘任制，全厂
员工实行劳动合同制。第一个打
破“铁饭碗”、“铁交椅”、“铁工
资”。同时打破传统的医药企业供
销模式，凭自己的努力，消解了二
级站的发难，建立了企业自身完
整的供销队伍。

第三次发生在 1991 年。面对
名目繁多的针对国企厂长的考
试，冯根生率先“罢考”，引发一场
轩然大波。最后，在《人民日报》等
强势媒体的推波助澜下，全国范
围内掀起了一股“为企业领导人
松绑”的大讨论。

第四次发生在 1992 年。青春
宝受困于机制，发展缓慢。为求一
个好机制，冯根生与泰国正大集
团合资，并让外方控股。但与当时
大多数合资形式不同，冯根生独
辟蹊径采取了“母体保护法”，保
留品牌，重新评估总资产，只将其
核心部分与对方合资。此举既有
利于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又为
企业发展赢得了机会。

第五次发生在 1996 年。冯根
生在胡庆余堂制药厂濒临倒闭、
负债近亿元的情况下，没有看着
这块金字招牌关门倒灶，在 60 多
岁高龄毅然接手。“儿子”兼并“老
子”，一时传为美谈。

第六次发生在 1998 年。青春
宝改制，实现“工者有其股”，冯根
生作为经营层，董事会要求其必
须持有 2豫的股份，折合成人民币
300 万元。但以冯根生的收入根本
买不起，这就引发了著名的“冯根
生难题”。为了改革成功，冯根生
一咬牙，向银行贷款 270 万元，再
加上家里所有积蓄 30 万元，买下
了股份，使改制工作得以顺利进
行。

第七次发生在 2000 年。冯根
生再次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
人。企业家的贡献有多大？身价几
何？冯根生要“量化”一下。浙江浙
经资产评估事务所最后作出评
定：冯根生的贡献价值是 2.8 亿
元，利润贡献价值是 1.2 亿元，其
管理要素对效益的综合贡献率在
15豫—20豫之间，现阶段是 18豫。

七次改革，不仅使青春宝集

团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也使“冯根
生”三个字与国药紧密相连，并以
此奠定了冯根生和青春宝“江南
药王”的地位。

当诚信成为习惯

当然，冯根生和青春宝之所
以能重塑“江南药王”牌子，其根
本原因在于，冯根生一生坚守胡
庆余堂的店规———“戒欺”，也就
是我们现在说的诚信。这应该是
冯根生和青春宝之所以常青的另
一个秘诀。
“我第一天进胡庆余堂当学

徒，我的祖母就跟我说，要‘规规
矩矩做人，认认真真做事’。”关于
诚信，冯根生感触良多，“我做学
徒的头一课，就是诚信教育。举几
个例子，冬天半夜里病人来急诊
配药，化痰平喘有一味鲜竹沥，要
用大的淡竹管现烧现烤，方子上
写着‘淡竹沥三两’，你掺个一两
水进去，哪个晓得，哪个去化验？
可心底里正是有了诚信二字，把
它看作天经地义的，不要说你不
会有这样的胆子去做，连这样的
念头也不会有，就是忍着呵欠，眼
珠盯着竹沥看它一滴一滴一滴，
滴满三两为止！”
“还有代客煎药。头汁两百毫

升，二汁一百五十毫升。头汁要用
冷水煎、二汁要用热水煎，再用冷
水，药一缩，药性发不出来的。冷
水热水能随手乱加吗？肠胃药要
幽笃笃煎半个钟头，感冒药越快
越好，你敢不上心吗？人命关天，
你是治病救人的，还是谋财害命
的？”
“还有一桩事情，就是扫地有

时能捡到点钞票，相当于现在的
五块十块，都捡起来放到抽屉里，
第二天交给师傅，当时我并没多
在意，十多年后我师傅临死之前
才告诉我，这是经理有意叫他试
我的，考过十五次才算过关，就看
我诚不诚信。”
“胡庆余堂几乎屋屋有匾，但

最重要的匾只有两块，一块就是
‘戒欺’，还有一块是‘真不二价’。
‘真不二价’是挂在堂外给顾客看
的，‘戒欺’是挂在堂内给员工看
的。我个人认为，‘戒欺’就是诚
信，是胡庆余堂的镇堂之宝，也是
我中药生涯和创业过程所奉行的
‘圣经’。”

熟悉青春宝和胡庆余堂发展
史的人都知道，1996 年青春宝集
团兼并胡庆余堂时，胡庆余堂已
经资不抵债了，为什么？就是因为
不诚信。工人收入低甚至发不出
工资，就想着法子弄来一些药品，
竟然在胡庆余堂门口招徕顾客，
说堂内卖的是假药，他的才是真
货，堂内的则说外面卖的是假药。

到底谁是假的，顾客都搞晕了。兼
并后，冯根生开出了三个“药方”：
擦亮牌子、转换机制、理清摊子。
冯根生把擦亮牌子放在第一位，
就是要重塑胡庆余堂“戒欺”、“真
不二价”的店规。“如今，胡庆余堂
重新焕发勃勃生机，靠的还是诚
信。”

保健品市场一直是各领风骚
三五年，而“青春宝”却能持续热
销 30 多年？冯根生说，没有秘诀，
靠的还是诚信。
首先是确保质量，质量关键的

第一步就是选材，青春宝选材之

严，甚至到了苛刻的地步。首先是
“锁定”产地、季节。其次是严格鉴
别。从药材的形状、大小、颜色、断
面、质地、味道等多方面精心选
材，不放过任何瑕疵。“宁可少赚
点，不搞加工点”，也是保证质量
的又一重要举措。在中国企业里，
一种产品卖好了，来不及生产，于
是开始找很多厂家委托加工，最
后产量是上去了，质量却很难保
证。为了保护好不容易建立起来
的品牌、信誉，对消费者负责，冯
根生坚持不搞加工点，不搞大肆
扩张。

当诚信成为一种习惯，价值的
概念只能用“无价”来描述。

国有企业的常青树

没有冯根生就没有现在的青
春宝，就没有如今的“江南药王”。

从 1972 年当国营企业的厂

长，历经 38 年，成为中国在位时
间最长的国有企业董事长，并且
在这 38 年中，一直处在国企改革
的风口浪尖上，冯根生这个先锋
战士简直成了中国企业界“打不
死”的战神！也正因为这样，冯根
生被誉为“国有企业的常青树”。
站在 2011 年回首远望，中国

的企业界曾经有多少风云人物！
马胜利、储时健、倪润锋……这一
代代的企业家不管他是成功的还
是失败了，都曾各领风骚三五年，
都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奠基者、开
路人和实践者。但到如今，放眼全

中国，还真找不出第二个冯根生
来！

2003 年 11月 14日，冯根生倡
议 1988 年度 20 位首届全国优秀
企业家再聚首，结果只聚到 10
人，其余的人有的高升，有的退
休，有的出国，有的沦为阶下之
囚，有的甚至已不在人世。只有冯
根生和青岛双星集团的总裁汪海
至今还奋斗在企业改革发展的第
一线。而这其中又数冯根生工作
时间最长，并且一次次地成为中
国国企改革的先锋人物。其中影
响深远的“七次改革”，便是冯根
生作为改革先锋的最好注解。
而在危机考验下的非常表现，

也很好地体现冯根生的性格与境
界。

2003 年“非典”期间，人们争
抢各类抗“非典”相关药品，胡庆
余堂门前更是人山人海。听到此
消息后，刚刚做过手术到外地疗

养的冯根生星夜赶回杭州。胡庆
余堂经理向他汇报，各药号的防
“非典”中药一天出药 3 万余贴，
一贴就要亏 2 元多，尤其是当前
急需的金银花、野菊花等药材普
遍涨价，原 20 元一公斤的金银花
已涨到 280 元，如果不涨价，药店
恐怕撑不下去了。冯根生思虑再
三，做出了向市民的保证：哪怕原
料涨 100 倍，也绝不提价一分钱。
冯根生说，清代同光年间江浙一
带曾流行过一场大面积瘟疫，胡
庆余堂老板胡雪岩开仓放药，救
百姓于水火，被传为江南美谈。冯
根生认为应发扬光大光荣传统，
愈是危难之时愈要体现社会责任
感。他下令集团下属的制药企业
和药店不惜一切代价，全力以赴
生产、研制防治“非典”药品，所有
有利于预防“非典”的药品一律让
利出售，亏损由企业承担。
冯根生在危机面前的果断行

动，迅速造成巨大的社会反响。
2003 年 4 月 26 日，《人民政协报》
头版刊登署名评论文章———《向
冯根生致敬》，指出：“在国家遇到
困难、群众遇到危难的关头，是趁
机捞一把，大发横财，还是依法经
营，‘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甚至
自觉放弃获利的机会，自甘亏损，
而主动承担起社会责任，这是对
企业、对商人们法律意识的检阅，
是对他们良心的考验，是对他们
价值观的考验。从这个意义上说，
冯根生值得所有的商人仿效，也
值得我们大家尊敬。”
也正因为冯根生的正气和党

性原则，从上世纪 90 年代起，冯
根生就是中纪委监察部杭州培训
中心的特聘兼职教授。“冯教授”
的学生，都是全国各地处级以上
干部。算下来，这样的课他已经讲
了 100 多堂。

而“首届全国优秀企业家”，
“首届‘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全国劳动模范”，“党的第十三次
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首届全国
经济改革人才金杯奖”，“改革开
放三十年功勋企业家”，“风云浙
江浙商终身成就奖”，“国家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等等，也从不
同角度证明了冯根生在中国改革
开放中不可磨灭的地位。
“我们这一代是唱着‘没有共

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长大的。从

我们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吃过很
多苦，对党的感情是很深的。做人
不能忘本，要凭良心。没良心的
人，你跟他谈什么党性。”冯根生
说，“在改革中我敢于抓住机遇，
别人不敢做的我做了，因为我没
以权谋私，而是以权谋公，公让我
胆子大。虽然我的脚、翅膀受伤
了，但我的心脏没有被别人打中
过。这个心脏是什么呢？‘私心’，
我没有私心，我一鼓作气飞，飞出
射程之外。这就是‘无私者无
畏’。”

无私者无畏！
岁月峥嵘，风雨兼程。以一副

“以权谋公”的中药，成就冯氏“出
头鸟”不死之谜和永葆青春之术，
成就今日的“国宝青春”；凭一颗
“弘扬国药”的忠心，成为中药现代
化最有话语权的见证人和推进者，
并最终缔造出现代版“江南药王”。
这就是冯根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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