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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培培 任鸽/文

宝成集团发展党员先锋队

宝成集团党组织始建于 1993
年，创业初期，企业生产的民炉产品
因技术不成熟，用户纷纷退货，企业
濒临倒闭。非党员的退转军人、宝成
集团董事长柴宝成，主动寻找党组
织，在全市率先与临近的厂家建立了
联合党支部。1997年，成立了企业独
立党支部；2000 年，建立了党委，下
设 7个党支部。目前企业党支部增至
8个，党员突破百名。柴宝成说：“党
建也是生产力，不论创业还是发展，
都需要党员这支先锋队。”

（王新景）

军地互动促就业栏目开办

为做好退役士兵职业教育和技
能培训工作，国防部网、中国军网、
中国君仁爱心工程协会（北京君仁
爱心创业咨询服务中心）联合开办
中国复转军人就业爱心工程《军地
互动促就业》专题访谈栏目。此访谈
栏目将致力于传播价值资讯，整合
创富资源；传播名企的复转军人就
业创业典型先进事迹，深入挖掘成
功背后的故事；解读精英的独特精
神追求，塑造中国企业中的明星级
英雄。

（朱兴月）

华艺军乐队提升服务质量

张家口华艺庆典通过不断改革
庆典行业新技术，率先组建一支军旅
风采华艺独家军乐演奏队，以轻松活
泼的旋律、诙谐幽默的风格，独树一
帜的气派，带给观众一次全新的感
受。华艺庆典一直以客户要求、消费
者需求为中心，以优质服务、开拓创
新为理念，通过合理化方案为客户
提供全方位服务，为企业优秀品牌
形象再添辉煌。在华艺庆典孜孜不
倦追求创新的同时，企业背后的文
化意境也带给每一位聆听者全新的
体验。 （李晓庆）

军旅华商委员会传承责任

在社会各条战线上，为建设社
会主义和谐社会，处处有军旅企业
家的身影。在中华民族千载难逢的
崛起之际，2007 年世界华商联合
会成立了军旅华商委员会，前有历
代老兵榜样，后有新兵不断上岗。
转业心系军营、成功不忘战友，枪
虽不在肩头，历史责任在心上，继
承革命传统，为国再立新功。深刻
理解，努力做到胡锦涛总书记提出
的“四个坚定不移”。实业报国、共
创和谐。

（刘培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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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林寿：
“五千年”打造深厚文化平台

“五千年公司”———一个仅仅以
名字就能引人无限遐思的企业。而这
个企业的创建人，就是具有军旅背
景、来自安徽安庆的企业家朱林寿。
在他眼里，艺术是需要献身的，需要
用一辈子的时间来从事，需要献出的
是供全社会来享受的财富。而正是他
身上所具备的这种军人的情怀，将
“五千年”这样的地方小企业，从无到
有、从二十几平方米到数万平方米、
从安庆带到了世界面前。

问起公司为什么取名叫“五千
年”，朱林寿说：我们做的都是文化产
品，没有文化内涵的东西我们是不做
的。而中国的文化，历史悠久，上下五
千年，不断涌现文化艺术的奇葩。我
用“五千年”来注册，一来寄托了我许
多美好愿望，二来也是希望文化就像
醇酒一样，年代越久远越有陈香。

五千年文博园
承载“三道合一”理念

坐落于太湖县的五千年文博园
项目，是朱林寿带领五千年公司开发
出的拳头产品，也是在悠久的历史文
化和丰厚的旅游资源背景下，当代人
对安庆太湖县风貌的最佳诠释。

文博园不仅展现了中华五千年
文化立体的精彩，浓缩了历史的浩瀚
烟尘，更把古老的辉煌与现代的骄傲
涂上一层厚重的光环和美丽。它洗涤
了中华古今国人的心灵，重塑了中华
民族灿烂的一页，将大自然的鬼斧神
工与艺术大师的创造才华完美地结
合在一起，使之园中有馆，馆中有园，
深刻地体现了自然艺术与人类艺术
的再创造。它让我们带着一份神秘爱
慕的心而来，让我们震撼，让我们自
矜，以至在归途中“人离心未别，不作
游人去”。

在很多游人眼里，文博园可谓是
保护、传承、发展中国民间文化艺术
的一座丰碑，是集生产、展演、研讨、
贸易、休闲的综合典范基地，它把古
典徽派建筑与园林风格结合到匠心
独运，让我们逐一欣赏，慢慢品味，如
同进入一个人间仙境，叫人拍手惊
奇。
“三道并流”是五千年文博园的

一大创举，同时又是五千年文博园和

谐文化的集中体现。五千年文化广场
的三方分别是高 15米的道家学派创
始人老子头像、孔子和众弟子周游列
国群雕，还有一尊神情悠然自得的
“吉祥卧”式卧佛，分别代表道家、儒
家和佛教。

古往今来，多少圣人一直在苦苦
寻求三道合一的方法，意欲构建一种
和谐共存的思想。道家把自然规律看
成是宇宙万物和人类世界的最高法
则。儒家认为“天地生万物”，人与万
物都是自然的产儿，主张“仁民爱
物”，由己及人、由人及物，把“仁爱”
精神扩展至宇宙万物。佛家认为万物
都是“佛性”不同的体现，所以众生平
等，万物皆有生存的权利。由此可见，
儒、佛、道在人与自然和谐的观点上
完全一致。简而言之，“三教合一”实
现了这三道的交汇、融合。

在朱林寿眼里，徜徉五千年文化
长廊，越过千年的时间隧道，又仿佛
看见了这些帝王们曾经的叱咤风云、
五千年来的血雨腥风和跌宕起伏。长
长的千米文化古栈道上的成语小故
事又以另一种方式诠释着中华文字
的精辟和凝练。在这里，和谐就是一
种状态。经数千年来各种思想的融
合，中国传统文化所提出的和谐共生
理想，已成为以“和”为核心，兼顾多
元、和谐有序、包容开放的一套哲学
伦理体系。朱林寿希望，通过打造“中
华文化主题公园”，使五千年文博园
成为世界看中国的一扇大门，一个窗
口，让和谐文化成为中华文化兼容并
蓄的主导思想并贯穿始终，最大程度
的体现中国“和而不同”的内在精神。

公司经营
传承五千年文化底蕴

五千年的文化古道让我们一路
走来，在我们的头脑中打上了一道中
华文明的亮丽底色。
“我现在是在做产业资源整合，

搭建一个平台，用这个平台邀请、吸
引国内搞文化的高端人物共同打造
文化产业链。”对于企业的发展，朱林
寿说：“文化产业是节能、环保、可持
续发展的，目前文化产业面临着前所
未有的大好机遇和良好环境，五千年
公司的发展是符合国家发展潮流，也
是在这样的机遇下，我的文化产业才
得以发展。在目前中国文化产业和旅

游产业大发展、大繁荣的背景下，‘五
千年文博园’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将会更大。”

说起社会效益，五千年公司有员
工 400多人，残疾人员 35人，对于这
些残疾员工，朱林寿倾注了大量爱心。
他表示，如果哪一天企业到了非要裁
员才能生存的时候，也要留着残疾人，
他们更需要帮助。他要在企业中营造
一个家的氛围，不让残疾员工在企业
有疏离感。在他看来，不是这 400多人
在靠公司吃饭，而是公司在靠这 400
多人生存、发展，在靠这 400多人创造
一流的艺术品；因为如何对待这 400
人标志着一个公司的文化理念和行为
道德准则。朱林寿说：“我不仅仅是要

保障公司员工的物质生活，给公司员
工创造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更重要
的是使五千年公司成为员工施展才
华、实现人生理想的大舞台。”

与此同时，他不仅在产品研发、
产业发展的每个阶段上大胆探索创
新，还在研究、生产到销售等传统模
式的纵向发展上又加大了横向发展，
在企业理念、文化、经营、核心竞争
力、长远规划等方面制定了明确的定
位与目标。朱林寿认为，作为后来历
史和后来人，只继承先人手工艺术还
远不够，需要发扬接力精神，承上启
下，在手工艺术事业上有所创造，有
所突破，要开辟崭新的艺术门类，让
后续的艺术历史同五千年艺术历史
融为一体，这才是后人的责任。他说
“我的成功得益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
传承，而成功后的发展，也必定要坚
持对传统文化弘扬与创新。”
走在五千年文博园中，已经很难

产生任何分割性的思维，觉察不到一
丝造字造句的空间，只觉得自己和中
国五千年的文化紧紧融合在一起。那
些衬托文化美景的坚实路基，那些新
桥栏下的石墩，那些指向风景绝佳处
的石径，镌刻下了很早以前曾经有过
的繁盛。是历史，是无数双远去的脚，
是一代代人对文明追求的虔诚，把这
里联结得那么通畅，流转得那么潇洒
自如。

五千年公司，就这样植根于民风
淳厚、文风蔚然的安庆太湖县，意蕴
高远。

位于安徽太湖县的“五千年”文化主题公园
寄托了一个退伍军人的文化情怀

现实生活中的朱林寿有着皖南农民朴实、低调、勤奋的优秀本质，又有着徽商诚

实守信、贾而好儒的商人特征；有军人雷厉风行、专注目标的果敢风格，更有文化人挥

之不去的艺术情结。“百年人才，千年艺术”，正是在这种理念下，朱林寿一直致力于打

造“艺术五千年”品牌。

沽水福源度假村坐落在锡林郭勒大草原南端，原
始坝上草原东北部。康熙大帝御赞的“八百里金莲川
百花争艳”。度假村集食、宿、游、娱、购、会议、旅游、商
务、休闲于一体，其中，蒙族风味食品、工艺品，蒙古佩
刀、牛角梳、马奶酒等民族色彩浓郁的百余种系列旅
游纪念品可以满足客户的不同需求。

沽水福源工艺品
民族色彩浓郁

文博园精品 千草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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