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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丽的江南陶都宜兴，有个民
间文化艺术沙龙———八面来风堂，主
人叫石晓良。他从戎 20余载，2001年
退役转业，选择自主创业，2004年创
办了今天享誉全国、名震江南的文化
艺术沙龙———八面来风堂。他长期从
事文人书画研究，喜收藏，广交友。并
涉足紫砂，亲自设计、手制作品，追求
文化紫砂的独特韵味。关于石晓良，
关于八面来风堂，社会各界名流有过
诸多评价。八面来风堂何以在江南文
化艺术界名声鹊起？石晓良又是怎样
的一个人物？

卖掉老房圆梦想

石晓良当过兵，打过仗，立过功。
10年前，团级干部转业的石晓良原本
可以进入政府部门工作，他却偏偏立
志自主创业。“我的家乡宜兴是中国
陶都、书画之乡，我又非常喜欢收藏
名人书画、奇珍异宝，正是这一机缘
的切合，才决定创办八面来风堂文化
艺术沙龙。”这是他退役自主择业时
的初衷。

为了选择一个创业小天地，石晓
良骑摩托在宜兴城里转了三、四十
圈，最终选中位于市中心一幢写字大
楼的第三层。他当时全部积蓄只有 20
多万元，而当时拿下这个房子、装修
好足足要 300多万元。他一咬牙卖掉
老房，银行按揭 185 万元，再向亲戚
朋友筹借，一举拿下这块“文化阵
地”，踏上了文化产业的征程。

十年创业，石晓良以研究中国传
统文化精神为主题，进行文化艺术推
广、经营，道路越走越宽广。他主持的
八面来风堂与全国十多家主流媒体
协作，开辟文化艺术专版专栏，共同
探讨和弘扬传统文化艺术；他创办了
“紫砂书画网”，和上海《侨报》开辟
“宜兴陶都紫砂名家巡礼”专栏，和
《现代家庭报》开辟“宜兴当代十佳女
紫砂人风采”专栏，和《都市文化报》
开辟“宜兴最具潜力十家文化紫砂
人”专栏等等；他编著了《宜兴陶与文
人画》系列丛书；举债收藏了当代中
国文人画，特别是新文人画代表人物
朱新建的作品。他先后对朱新建访谈
五十多次，由四川美术出版社出版了
近 30 万字的《大丰谈艺》，成为 2007
年度美术类畅销书刊之一；他还向全
国艺术爱好者赠阅书刊价值逾百万
元。

他主持的八面来风堂架起文人
书画与紫砂联姻的鹊桥，先后为 300
多位陶艺家、书画家宣传策划、组织
全国性展览、展销活动百余次，接待
国内外参观者近二十万人次。这一系
列活动，使八面来风堂自身的影响力
也愈来愈大，同时受到众多文化名流
的广泛关注，清华大学工艺美术学院
教授、著名陶艺设计家张守智多次到
八面来风堂考察，他说：“一个纯粹的
民间文化艺术沙龙如此迅速地崭露
头角，是一个文化奇迹！”中国篆刻艺
术院院长、著名篆刻家韩天衡说：“没
想到八面来风堂是一个军转干部开

办的，如此规模和气度，堪称‘江南文
化艺术沙龙第一家’。”

经过十年创业奋斗，石晓良成了
远近闻名的“民间文化大使”。

问道“三教”泰斗

石晓良在本土文化上的辛勤耕
耘，为八面来风堂打下了坚实的生存
和发展基础。但是文化无边界，他把
触角又伸向了新的领域，这就是为本
土文化与异地文化架“鹊桥”。

从 2008年起，石晓良致力于“壶
茶同誉”文化交流，先后十多次走进
武夷山。他与福建南平新闻媒体合作
开发了“大武夷文化壶”，邀请宜兴紫
砂界 28位陶艺家以闽北十县市的人
文历史、地物风貌等为题材创作了 27
把紫砂壶，并由闽北当地著名书画家
书画刻饰。“大武夷文化壶”品牌，成
为联结宜兴紫砂壶茶具产业与武夷
山山水茶旅游产业的红线，当年荣获
全国“诸葛亮”策划大奖。从此，他一
发不可收，与南平市、武夷山市的党
政部门建立了密切联系，连续组织一
百余名宜兴陶艺家在武夷山参加了
三届“海峡两岸茶博会”和“武夷山国
际山水茶旅游节”等。他还引来武夷
山“大红袍”茶叶专家学者和茶企业
家来宜兴举行“壶茶同誉”系列文化
论坛，成了人们公认的两地民间文化
交流的“大使”。

在武夷山，石晓良还完成了一桩

与中国“三教”结缘的心愿，使他对中
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和开掘进入了一
个新阶段。在 2009年秋天举行的“中
国武夷山国际山水茶旅游·体育节”
上，石晓良心诚则灵，与中国孔子学
会会长汤一介教授、中国佛教协会会
长一诚法师、中国道教协会会长任法
融道长这“三教”泰斗在玉女峰下品
茗论茶，探究“和谐文化”的真意。回
到家乡陶都，他灵感突发，以儒释道
三教文化为基础，设计创作了《三智·
合和天下》系列紫砂壶，用宜兴本土
文化来传播传统文化。今年 3 月 1
日，此文化系列壶首次在福建邵武亮
相，就引起了轰动。随后，他南下龙虎
山叩仙问道，北上首都北大，与多位
国学大师探讨《三智·合和天下》系列
紫砂壶结合传统文化精髓的创制与
传播。石晓良是在借紫砂艺术来弘扬
传统文化，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是
“民间文化大使”的义务和责任。

十进武夷山，壶茶同升华，但并
没有完全了却石晓良的心愿，因为他
还有下一个目标：促进宜兴与武夷山
缔结文化旅游姊妹城市！

做一名文化“蚁工”

文化“蚁工”，是石晓良创造的新
名词。当一名文化“蚁工”是他的人生
新追求。

何为文化“蚁工”？石晓良的解释
是：“就是像蚂蚁搬家一样，把文化

从东搬到西，从西
搬到东；拾遗补
缺，各尽其用。”为
一种新的文化传
播方式。

这到底是一
种什么样的方式？
即在学校偌大的
演讲厅，上百名年
轻的大学生凝神
静气，听石晓良激
情洋溢讲述着自
己的创业经历、文
化追求以及对大
学毕业生择业的
忠言。一课讲完，
掌声雷动，学生当
场提问，他当即作
答。他将讲课费当
即捐出，资助贫困
学生，并将精心挑
选的一百本书籍
送给学校图书馆。

校领导亲自将“客座教授”的聘书
颁发给他……

这就是文化“蚁工”，如此的活
动，石晓良计划做一百次！他自己的
“十二五”规划是：“进百所学校，送万
册图书”。

闻说石晓良要当文化“蚁工”了，
许多学校都来邀请他讲课，许多文化
名人都将自己出版与收藏的书籍送
去给他。江西龙虎山天师府寄来几百
本《道德经》；江苏省国画院一级画师
吴冠南先生被石晓良的精神感动了，
他与夫人一道，选出千余本图书，帮
石晓良装上车，鼓励道：“你一定会送
得比我们更远！”目前他已经到安徽
工程大学、江苏科技大学、福建武夷
学院、溧阳老年大学、宜兴爱德学校
等多所学校当过“蚁工”。做“蚁工”很
累，很琐碎，没有收入，只有付出，但
是他觉得一步一个脚印很踏实，很有
成就感。他面带自豪的喜气说：“我自
主创业十年，先后用坏三只挎包，每
只挎包是 65元钱买来的，但三只挎
包里送出去的图书价值已经超过 30
万元了。”

从一个转业军官，到“民间文化
大使”，再到“文化蚁工”，石晓良正一
步步地实现着自己的文化梦想，而这
梦想已让无数对传统文化不自信的
人们重新找回了自信。随着八面来风
堂的文化产业品牌日渐凸显，相信他
的“文化蚁工”队伍也将与时俱进，不
断壮大。

刘培培/文

“堂主”是个退役军官

从一个转业军官，到“民间文
化大使”，再到“文化蚁工”，石晓良
正一步步地实现着自己的文化梦
想，而这梦想已让无数对传统文化
不自信的人们重新找回了自信。

日前，“凉茶成功申遗五周年暨凉茶文化与产业发展峰
会在京召开”，以红罐王老吉生产企业加多宝集团为首的 50
余家企业的代表还在峰会上共同签署了 《凉茶文化与产业发
展公约》。

资深文史考古专家、广州市博物馆终身名誉馆长麦英豪
在会上指出，凉茶产业的发展，可以说是凉茶所蕴含的“天
人合一”思想与时俱进的结果。他介绍，人类在进入工业时
代之后，全球暖化、气候异常等问题凸显；世界各地频繁交
流，饮食等生活习惯的区域因素大大减弱，且现代人节奏
快、压力大，预防上火已经不仅仅是区域需求，而是全国乃
至全世界人民的共同需求。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加多宝集团
大规模工业化生产红罐王老吉，开启了整个凉茶业在全国乃
至全世界的新兴景象。

对于 《公约》 的签署，业内人士则认为这是继加多宝集
团开创现代凉茶产业、凉茶成功申遗之后的又一个里程碑事
件，非遗凉茶品牌的“雁阵”已经形成。而能否冲向世界，
更多的要看“头雁”的领导作用。事实上，凉茶领军品牌红
罐王老吉早已吹响走向世界的号角。2010 年 9月，红罐王
老吉获得了有“食品界奥斯卡”之称的“全球食品工业奖”，
秉承中国文化精髓的凉茶获得世界的认同。随后的广州亚运
会，红罐王老吉打破了两乐等饮料巨头对国际顶尖赛事的垄
断，说明了凉茶在世界范围的崛起。

加多宝集团副总裁阳爱星表示，加多宝将发挥军人风
范，使红罐王老吉的领军品牌作用发挥到极致，结合各方合
作伙伴的支持，让王老吉这一全国领先的知名品牌，走向世
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顶级饮料品牌。“同时加多宝将
促进凉茶产业的发展，为国家、为民族做更多有建设性、有
意义的事情，使中华文化在世界舞台上大放异彩。”

红罐王老吉欲为
凉茶产业“领军”
晓均/文

石晓良创办“八面来风堂”，成就名震江南的文化艺术沙龙

为促进中国军旅企业、军旅企业家之间进行相
互交流与促进发展，《中国企业报·军旅企业》将提供
一个开放式平台，对军旅企业、军旅企业家进行整体
形象以及军旅企业文化的包装宣传。现面向全国优
秀军旅企业、军旅企业家征集稿件。具体事宜如下：

一、征稿对象

各地军转办，全国优秀军旅企业、军旅企业家及
自主择业创业的复转军人。

二、征稿要求

稿件内容以军旅企业风采、军旅企业战略规划、
军旅企业家的创业经历等为主，文字及图片均可。

三、征稿说明

1.征稿时间：常年征稿。欢迎网上投稿，也可从邮
局寄打印稿。

2. 来稿字数不限，并请在稿件中注明作者、单位
及详细地址、邮编、联系电话、电子信箱等。

3. 欢迎各地企业主管部门及军转办推荐优秀的
企业投稿。

投稿邮箱：zgjlqy@yeah.net
邮寄地址：北京海淀区紫竹院南路 17号

2号楼 515室
《中国企业报·军旅企业》周刊 编辑部收
邮政编码：100048
联系电话：010-68701255 传真：010-68701021

《中国企业报·军旅企业》周刊
征 稿 通 知

军地星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
济的发展，退役军人安置面临前所未
有的矛盾和困难。以至于有人说，退伍
军人安置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矛盾和困
难，是各级政府挠破头、安置部门皱眉
头、接收单位直摇头的比计划生育工
作还难的“天下第一难事”。而我认为，
解铃还须系铃人，发挥军旅企业的关
键性作用，才能破解这道难题。

吸纳退伍军人就业

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的建立完善和地方政府机构改
革的不断深入，政府可以动用的行政
性安置资源越来越少，传统的行政性
安置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无论是
政府机构还是事业单位、国有企业，
在退伍军人安置上的“机动能力”都
越来越小，退伍安置之路越走越窄，
几乎进入了死胡同。与此相反，自改
革开放以来, 许多优秀退伍军人创办
的企业却蒸蒸日上。深圳市曾经做过
一个统计，该市 500 强企业中，有近
一半的企业领导人曾经当过兵。国内
许多行业龙头企业的老总也都是行
伍出身，如万科的王石、联想的柳传
志、海尔的张瑞敏、华为的任正非、杉
杉的郑永刚等。粗略估算一下，全国
各地退伍军人成功创办的企业不少

于几百万家。而现在全军每年退伍的
士兵和干部，约为 60万人左右，除掉
政府能够安置的那一部分，实际需要
在市场上就业的，也就是 50万左右。
如果能够把所有的军旅企业发动起
来，平均每家企业实际只需要为 10
名退伍军人提供就业岗位，就能够完
全解决这个退伍安置难题，为国家减
轻压力。并且，这些军旅企业深受其
他军人老总的影响，身上都彰显着浓
厚的军旅文化色彩，如严明的纪律、
超常的执行力、过硬的团队精神等。
退伍军人加入到这些军旅企业，很容
易融入企业文化，迅速发挥作用，创
造社会价值。

组织退伍军人培训

退伍军人安置难，一方面是由于
需要安置的数量多，而政府能够提供
的岗位有限；另一重要原因是，退伍
军人普遍学历偏低，在部队所学专业
与地方不接轨，在市场上的就业竞争
力偏低。近年来，各级政府也逐步认
识到了这一问题，加大了对退伍军人
培训的力度。尤其是在 2010年，全国
各地全面推开了对退役士兵实施就
业培训的做法，中央政府也拿出大量
资金对各地培训予以补助。但这种政
府主导的培训行为，普遍存在着培训
内容与市场需求相脱节的问题。以至
于许多地方政府为落实培训任务，规

定退役士兵不参加培训，不给予其培
训补助；而不少退役士兵却只想要培
训补助，对培训却不想参加，或敷衍
了事。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许多
军旅企业自发开展的退伍军人就业
培训却如火如荼。如中国君仁爱心工
程协会开展的岗位强化培训、广州碧
桂园集团所属国良培训学校开设的
房地产行业就业培训等，均受到退伍
军人的广泛好评与热烈欢迎。如果能
够把当前这种政府主导的就业知识
培训，转向政府扶持、用人单位尤其
是军旅企业牵头的岗位技能培训，做
到定向招生、定岗培训、定编就业。这
样，政府花出去的钱物有所值，既从
繁琐的培训工作中解放出来，又缓解
了退伍军人安置压力；军旅企业劳有
所得，既得到了政府的培训补助，又
获得了自己想要的实用型退伍人才；
退伍军人学有所获，既学习了新技
能，又实现了上岗就业梦想。

引导退伍军人创业

就业岗位永远是稀缺资源，失业
问题长期存在也是一道世界性难题。
所以单纯从就业的角度来解决退伍
军人就业问题，很难从根本上解决这
个问题。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以
创业带动就业”，“完善支持自主创
业、自谋职业政策，改善就业观念，使
更多劳动者成为创业者。”各级政府

在摸索退伍安置办法时，也在提供各
种优惠政策鼓励退役军官自主择业、
退役士兵自谋职业。

但从现实情况看，退伍军人真正
主动勇敢地选择自主创业的还是少
数，大多数都是安置无望情况下的被
动选择。毛泽东早就讲过，只有在战
争中才能学会战争。创业也是如此。
政府提供的优惠政策只能解决一时
之需，不能解决创业的可持续发展问
题；学校培训只能学到一些书本知
识，很难提高创业实战本领；市场的
残酷竞争，也让许多退伍军人望而却
步。而发挥军旅企业的示范和引领作
用，则可以让退伍军人比较顺利地走
上创业之路，军旅企业家都是从无数
次失败中站起来而走到今天，他们失
败的教训和成功的经验都值得退伍
军人去汲取；军旅企业家都是将战场
拼搏文化与市场竞争文化二者有机融
合的优秀结合体，这种成功嫁接和成
功样本最值得退伍军人去模仿参照。
并且，军旅企业普遍具有扩张壮大的
需求，而发展血脉相通的退伍战友去
加盟、连锁，无疑是一条低风险、高回
报的快速扩张之道。河南军臣投资担
保有限公司、南京当兵的人酒业发展
有限公司等，都在沿着这条道路摸索
前进。这些军旅企业的发展需求，恰恰
给许多退伍军人提供了平台和机会。
（作者系后勤指挥学院政工系教

员）

发挥军旅企业在退伍安置中的作用
丁耀/文

砚林神品艺苑奇葩
郑州黄河金沙泥艺术研究所位于郑州黄河风景名胜区，

前身为黄河澄泥艺术，系王玲于 1986年创办，主要从事金
沙泥系列工艺品的研制和开发，由于原料采用黄河中下游沉
积千年的泥沙，其中含有大量金光颗粒而被专家学者们命名
为“金沙泥艺术”。产品分为三大类：黄河澄泥砚、砖雕、
金沙泥茶酒具。黄河澄泥砚被誉为中国四大名砚之一，与端
砚、歙砚、洮砚并称为“三石一陶”，盛于唐，古制法于元
末失传，历来被视为国宝。王玲夫妇经过多年潜心发掘研
制，终获成功，并获国家发明专利 （91111091.7）。如今，
郑州黄河金沙泥艺术已蜚声中外，无愧华夏瑰宝，艺林奇
葩。 （王新景）

联军商贸抱团创业
退役军人是等政府安置，还是自力更生、自谋生路？无

锡联军商贸有限公司的年轻团队交出了合格答卷。这支由退
役官兵及家属组成的七人年轻团队在董事长、复员军官孟智
辉的带领下，自筹 150万元资金，以自有注册商标和泸州生
产基地为依托，以生产销售泸州肯定牌商务用酒为平台，弘
扬肯定精神,重新诠释当代退役军人的风采。公司股东季诚
表示：“退役军人创业是退役官兵永恒的主题，抱团创业是
新兴的创业模式。许多小有成就的创业官兵又反哺社会，像
孟智辉先生就多次资助过数名烈士家属和伤病员。”

（程 庆）

资讯“进百所学校，送万册图书”活动现场

石晓良作品《三智·儒释道》套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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