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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录

时下的中国，吴英是个无法避开
的名字，随同这个 31岁女子总是一起
被提及的还有另一个名字———58 岁
的孙大午。9年前，在 2003年的中国，
孙大午曾经激荡起相似的波澜。

2月末的河北徐水，尘土和温度
一道上扬，灰尘味里夹杂着春天的新
鲜暖意，冬天压抑的冷静和沉默仿佛
快要破土而出，然而，在大午集团
内———这个被称为大午城的地方，仍
然透着冷清，甚至寂寥。

在“无人不识孙大午”的徐水街
头，在他一手创办的大午城，孙大午穿
着黑色大衣，脸色沉静，淡然行走。路
过的乡民，大多亲切地唤他“孙总”或
“孙老师”，但并不会刻意向他停步颔
首，照旧与之擦肩而过。

平静，安宁———这是孙大午每天
的生活。

2003年以后的生活。
“不愿想，无法想，
想不通……”

公司财务冻结，家被查抄，二弟三
弟被抓，高层悉数被捕，妻子藏在朋友
汽车的后备箱逃走———这就是 9年前
孙大午瞬间急转的命运。

“因为孙总是名人嘛，我平时都有
点敬畏他的……”刚来大午集团不久
的小方（化名）说。让她有距离感的孙
大午也有亲切的时候，比如“分些好吃
的给大家”。总体上，“他是个很平和的
人。”

2003年之前的孙大午，“平和”可
不是他的“标志”。

在大午集团的官方网站上，作为
创始人的孙大午的照片依然最醒目，
但他的头衔早不再是董事长，而是另
一个有些特别的称谓：监事长。

自从孙大午成了企业的监事长，
“我就不再管理企业的事了”，他的精
力都在企业文化和考古上面。

1989年，孙大午辞职创办大午农
牧集团有限公司。20多年过去了，早
年打拼的岁月渐渐成为遥远的背景，
孙大午创业时的照片在集团路边的宣
传栏里变得模糊。那一天，他才似乎刚
刚发现。于是当着记者的面，提醒工作
人员“这个照片要换换了”。

在孙大午的记忆里，旧时的人与
事绝不模糊———它只会越来越清晰，
但他渐渐不再去想，因为回顾过去就
包括想起那一段让他困惑的往事。
“不愿想、无法想、想不通……”孙

大午如此提及 2003年那次事件。
那时，被称为“河北第一富”的孙

大午是河北乃至整个中国都叫得响的
民营企业家。2003年的 3、4月里，他
曾几次到北京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中
国农业大学“解读三农问题”。

演讲时意气风发、口不择言的孙
大午在数日之后遭遇了人生中没有想
到的“惨变”。

2003年 5 月 27 日，一次“意外”
的饭局上，孙大午被徐水县公安局拘
捕，罪名是“涉嫌非法集资”，当时他身
上还揣着在北京大学发言的演讲稿，
但那时，他已无法用口才和激情为自
己辩驳。

公司财务冻结，家被查抄，二弟三
弟被抓，高层悉数被捕，妻子藏在朋友
汽车的后备箱逃走———这就是 9年前
孙大午瞬间急转的命运。

此后不久，舆论支援势如破竹。据
说，当时关注此案的媒体超过了 150
家。在网络媒体尚不似现在这样发达
的那时，这样的关注度已经可以与今
天微博上的热门话题媲美。

158天之后，徐水县地方法院判

处孙大午 3年有期徒刑，缓刑 4年，并
判处大午集团 30万元和孙大午本人
10万元罚款。

2003年 11月 2日，孙大午回到
了他的大午集团。
“其实一直到现在，我都很困惑，

到底我错在哪里？当时的情况是我借
得少也还得起，不存在资不抵债，而且
利息比银行利率还低，和现在的吴英
案涉及高利贷是完全不一样的。”孙大
午说。

孙大午缓刑期满的前一年，2007
年 9月，一本名为《风雨孙大午》的书
出版。

在第 160页，孙大午将他无法开
口的话写在书里：“我无罪，但我服
法。”

“从那以后，
我没什么热情了。”

在监狱里，孙大午就考虑过“后
路”，那时他真的“害怕管企业了”，这
是牢狱之灾给他的恐惧。随着事态一
天天明朗，他的热情却在一天天消散。

刑期可以用时间丈量，但自由不
可以———这是孙大午从那段经历得到

的代价。
“失去自由的时候，也会自己去反

思自己。善有善报，通过这件事情，使
我更坚信这一点。”孙大午曾这样说。

然而，随同自由一起失去的是热
情———对于孙大午来说，这个“刑期”
似乎至今仍在，因为“从那以后，我没
什么热情了，不想再管企业。”

在监狱里，孙大午就考虑过“后
路”，那时他真的“害怕管企业了”，这
是牢狱之灾给他的恐惧。随着事态一
天天明朗，他的热情却在一天天消散。

出狱之后，孙大午面对的是重振
企业，他欣喜地看到，企业员工没有一
个落井下石，更无人“趁乱捞偏财”。
“企业虽亏损，但人人都坚守岗位，还
主动降工资，最高的降到了 30%。”就
连周边原本不支持他的村民也因为同
情他而改变了态度，“人气更足了”，北
京的柳传志借给他 1000万元，凡此种
种，孙大午感受到了温暖和力量。

不久，一度陷入困境的大午集团
又重新活了过来。

然而，孙大午已“无心恋战”。
在企业恢复生机之后，孙大午将

在狱中的初步构思逐步变成了完善的
可行性制度，这就是他发明的“私企立
宪制”。

从 2004年年底开始,孙大午开始
实施由其设计的“私企立宪制”。他将
企业股权、经营权、决策权三权分立 ,
互相监督、互相节制。他借鉴西方“君
主立宪制”的分权制衡思路,通过设立
董事会、理事会和监事会三个机构,来
实现对企业的所有权、决策权和经营
权的分离与制约。

2005年 2月 28日，孙大午以集
团第一届监事会监事长的身份主持了
一场选举，弟弟孙二午和侄女刘平分
别被选为大午集团的董事长和总经
理。

从那以后，孙大午有了新的“身
份”。
“企业经营交给了他们，我就不管

了。”孙大午说，“说真的，我也没什么
热情了，不想管了。”

孙大午的热情已被另一件事所吸
引。那就是考古。

在过去的几年里，为了证明家乡
釜山是《史记》中记载的“黄帝合符”
之所，孙大午成立研究会，当了会长，
探究“黄帝合符”,追寻“炎黄子孙的起
源”。当地政府“慷慨”划拨数十万元研
究经费，支持孙大午的研究。

几年来，孙大午走遍了中国其他
名叫釜山的地方。考察的结果似乎正
朝着他期待的方向发展：徐水釜山是
唯一确凿的“合符”之地。
“我的理想状态就是把这个事情

能够传播出去……这是我们最重要的
一笔历史资源和文化资源。”孙大午
说。

在久远历史的烟云里，孙大午找
回了久违的热情。

“这是我追求理想的家园。”

在大午城这个精神家园里，孙大
午是个理想的追逐者，也是一位诗人。

孙先生，这是孙大午现在的称呼。
在卸任董事长之前，他通常被员工叫
做孙总。

孙先生有一座大午城———外界将
大午城喻作“乌托邦色彩的城堡”或
“桃花源”。

大午城常常高朋满座。
因为不但有认识的专家朋友前

来，也有素昧平生的拜访者。所来之客
皆认同的是：孙大午是大午城的“城
主”。

有媒体称孙大午自 2003年那场
非法集资风波后，开始“对外部世界缺
乏必要的安全感”，因此他“把自己的
精神空间退回到‘大午城’”。

然而，孙大午说：“这是我追求理
想的家园。我是所有拥有这个梦想的
人中的一个，只不过我是个实践者。”

大午城其实是建在一片坟地上，
在最初，它只是一个养鸡场。

1989 年辞职下海的孙大午回到
这片土地上，那时还不曾想过，发展养
殖业除了致富，还可以创造出什么。

现在的大午城给了他答案。
以大午集团为中心的大午城，除

了企业厂房之外，还包括居民小区、百
货商店、宾馆、医院、公园、温泉度假村
……甚至还有一个科幻乐园。在这个
城里，有朴实乡土的动物园，也有时尚
前卫的 4D电影院，最大的建筑群则
是大午中学。

有网民这样描述见过的大午城：
“在这种偏僻的乡村山庄所有现代的
生活元素一应俱全则是很不容易的，
以生产方式的改变带动了农民生活方
式改变。”也有网民赞叹孙大午的“编
外村庄”让他感受到“农民的伟大”。

时至今日，孙大午的形象早就超
越了农民企业家的范畴，他被称为“有
着强烈公共精神”的企业家。
“大午城就是一个祥和的生活社

区……我们在这安居乐业就是发自内
心的喜悦，就是理想的桃花源，是一个
有差别的共同富裕的这么一个生活社
区，使人们生活是自由的、工作是快乐
的、心情是舒畅的。”孙大午说。

在大午城这个精神家园里，孙大
午是个理想的追逐者，也是一位诗人。
“写诗是表达我的情感，也是一种

宣泄。”孙大午说。
孙大午喜欢在朋友交谈中，冒出

一首诗来。2008年 8月 23日，孙大午
在与朋友畅饮的宴席上，念出了那首
《祖国，我对你意见太多》。

在宾来客往的日子里，监事长孙
大午的生活看起来很热闹，但他表情
淡然地用诚恳表达自己的热情，日子
依然恬淡宁静。

孙大午的办公室在 1992年盖的
一栋旧楼里，狭窄过道的尽头，是他每
天思考和工作的房间———不用说，里
面的陈设和装修也是已显得过时。就
在 1992年，孙大午曾第一次思考这样
的问题：“私营企业不姓私，私营只是
一种生产经营形式，它创造的是社会
财富”。

这是他后来发明“私企立宪制”
的缘起。

孙大午：私营企业不姓“私”

2003年夏天，在中国媒体和经济界关注身陷囹圄的孙大
午之时，22岁的吴英在东阳市新开了一家“贵族美容美体沙
龙”。这个年轻女孩高人一筹的投资眼光和经营能力正逐渐表
现出来。

9年之后，吴英成为和孙大午一样被舆论关注和“拯救”
的人物。

在孙大午被羁押的 2003年，网络媒体还不似这般普及，
微博更是闻所未闻。关于拯救孙大午的声音，多是来自纸媒和
电视。纵然如此，舆论也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声势，孙大午也由
河北著名企业家变成了中国著名企业家，直到今天，孙大午俨
然成了“被逼非法生存的无辜企业家”的代名词———内里的关
键涵义是：民间融资之难。

在孙大午被羁押的 5个多月里，整个社会对于民营经济
融资问题的讨论已经达到了白热化。2003年 11月，孙大午安
全回到大午集团，然而对民间融资问题的讨论并未就此平息。
媒体和学术界的热情关注将这场讨论推至所能够达到的范
围。在道德和法律之间，人们“罕见地”都站到了孙大午一方。

随着与其“同类”的企业家不断“出事”，公众对于孙大午
的同情已经转为欣慰的唏嘘。

即便从今天看来，孙大午都是个“特例”。因为在他之前，
沈太孚因民间融资被枪毙，陈远豪从 2000年就被羁押，肖安
宁被重判收监，张长法虽然同样只是判三缓四，企业却已被廉
价拍卖。在今天可以找到的描述中，以上四人名字前都被冠以
“各自地域+孙大午”的称谓，孙大午这个名字俨然成了“非法
集资罪”的代用称谓。

这种待遇似乎是因为孙大午“更加幸运”，因为“他活着走
出了看守所，回到大午城”。

然而，吴英的出现，却没有令她被叫做“浙江孙大午”。
虽然是“非法集资”的罪名，但是内里大相径庭。
“我和她不同，她是高利贷，我不是，我的利息比银行利率

还低，而且我完全可以偿还。”这是孙大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一再明确的观点。

案情大不同，却被归为一例，原因何在？在于吴英和孙大
午面对的民间融资环境，虽相差 9年，但“相貌未改”。

2007年 3月，孙大午曾发表《民间金融的三个路径》一文，
阐述心中理想的民间融资途径。在这篇文章中，孙大午提出
“放小、拆大、民营化，建议出台《乡村创业促进法》，创办农村
经济合作社三个方法，以期改善目前的民间融资困境”。
“中国民间不乏信用和道德，也不乏尤努斯式的智慧和探

索，缺乏的是良好的金融环境。”孙大午说。
即便到今天，孙大午的大午集团也很难通过银行正常融

资渠道满足资金需求。
“对相关法律应进行调整,为民间融资合法化留下空间。”

这是微博上大多数人的声音。
这也是孙大午们的理想。

“孙吴”同与不同

荫私营企业不姓私，它是一种生产经营形式，是私的积
累，公的发展。

荫咱们民营企业，咱们中小企业，应该齐声呐喊，呼吁国
家进行制度创新。

荫我想建一个农村中的都市或者城市，让农民，让我的乡
亲们能过上城里人的生活。我想城里人有的我们这儿有，城里
人没有的我们这儿还有，我们的生活又是现代化的。

荫我们首先应该在农村发展经济，经济应该发展企业，使
农民能够就业，能够从土地里面出来以后，他的生活方式才能
转变，这是我要搞的。

荫我认为应该允许农民利用自己的土地发展村办企业，
不应该把所有的企业都弄到开发区去。

荫中国民间不乏信用和道德，也不乏尤努斯式的智慧和
探索，缺乏的是良好的金融环境。

荫我希望我们国家能在土地、金融的政策方面再放开一
些。金融应该“放小、拆大、民营化”，农村小规模的金融活动就
应该放开。

荫市场经济应该是法治经济，行政透明化、政策公开化是
基本要求，但现在很多方面都没有做到，有关部门只是选择性
开放、选择性执法。中央的政策是好的，但到了执行的层面，往
往会设门槛。

荫民营企业要想生存就需要避开国有企业渗入的领域，
比如我们搞温泉度假村，开发旅游，这个国企垄断不了。

荫在我看来，最大的财富不是金钱，而是人气。
荫我就想做个愚公，既然不能选择历史，那我就服从历史

的选择———黄河已经到了入海口，历史已经过了激流险滩，即
将进入世界的大潮流。

荫这是一个有希望的时代，也是一个最让人悲观的时代，
这是一个智慧的时代，也是一个最愚蠢的时代。

荫人活着不是富有、不是荣耀。人活的是一种品位，是一
种境界。

荫名利两个字我都淡化了，没有野心，也没有私心，我在
思索怎样多承担一些社会责任，忧国忧民才是企业家，为国为
民才是企业家精神。

荫我还是不会妥协，我觉得人活着是要有一点价值取向
的，而不能仅仅是个功利主义者。

孙大午：生于 1954
年 6月，河北省徐水县高
林村镇郎五庄村人，出生

时乳名大雨，5岁时更名
大午，学名孙振华。24岁
更名为孙大悟，几年后，

又复名孙大午。现任河北

大午农牧集团有限公司

监事长。1989 年从徐水
县农行辞职，创办大午集

团。2003 年 5 月 29 日，
孙大午以“涉嫌非法集

资”的罪名遭到拘捕。

当人们提到浙江吴英案时，往往会提及孙大午；当说到李途纯时，也会想起孙大午。

“其实一直到现在，我都很困惑，到底我错在哪里？当时的情况是我借得少也还得起，不存在资

不抵债，而且利息比银行利率还低，和现在的吴英案涉及高利贷是完全不一样的。”孙大午 2月 21
日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说。

走在雨中的孙大午看着一手创办起来的大午城，表情淡然平和。

演讲中的孙
大午常常会
找回 2003 年
之前的激情。

9年之后，吴英成为和孙大午一样被
舆论关注和“拯救”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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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写

马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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