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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5日，雷锋逝世50周年。全国人
民以各种方式纪念和学习发扬雷锋精
神。形式不那么重要，行动更重要。

在中国，企业家群体绝大部分人
是在“学习雷锋好榜样”的历史背景下
成长的。可以说，这个精神已经深入骨
髓，不用他人来提示了。

纪念一个好人可以有各种各样的
方式。对于很多企业家来说，雷锋就像
曾经的一个老朋友。

爱的实验
使活着更有意义

爱佑华夏慈善基金会创始人王兵
何等神人？他为何一定要坚持8年来求
索中国民间慈善基金会之路？
一直追求“让捐赠人的每一分钱

都不留遗憾”的使命，从8年前的2个人、
20万元起家，到今天的8个人、完成20
亿的救助的王兵，“以商从善之路”模
式在中国企业家群体中被隆重推荐。

基金会每年坚持公开透明、零管
理费、不做投资、财务外包、规模复制、
结果可度量等原则，探索出了民间
NGO在结构、绩效、治理、战略、流程、
公正、透明等方面的提升方法。

被救助者们认识了这些企业家，
相信他们的身影永远在救助的路上。
王兵的博客上只要有求救的消息传
出，任志强、李东生等总是最先表态支
持。

2011年12月24日，王兵亮出人生
感悟：“做正确的事，正确地做正确的
事，持续地把正确的事做圆满，把简单
的事做到永远。”

任志强给予的鼓励是：“公益的路
很漫长，还会备受质疑。但挡不住许多
人仍在坚持向前。当你将从事公益慈
善事业时，你要时时准备忍受不相干
人的指点江山，善良人们的误解、委屈
甚至屈辱，你只能默默坚持 ，直到人
们能理解的那一天。我们不可能改造
世界，也不可能改造别人，我们能改造
的只有自己的心态和对待世界、对待
周边人的一种宽容的处事态度。
经过8年艰辛探索的王兵在任何

场合都不忘记“教育企业家”：其实最
大的幸福，并不是拥有多少财产、有多
少成就，而是你能满足于自己拥有的
一切，这种满足感，微小而确定的幸
福，是人生里最真实的。所以，爱和亲
人，这才是你人生里的幸运。而那些还
没有到来的不确定，无论它们最终是
否会到达，都只是人生的奖赏而已。

神奇的是，这样的博客几乎成了
几个大企业家的“默契密码”。

他们因为有着8年时间的共同努
力，2011年12月，当王兵跟随中国企业
家代表团去美国访问时，特别喜欢跟
许小年、李东生一起聊天。这个“圈子
人”的思想境界是无需更多语言来探
讨的。
“共同做善事”已经成了习惯。
去年，在拜访泰康人寿老板陈东

升之后，了解了泰康从上海宾馆的一
张纸构想，到15年后资产达到3000亿，
排名全国前五的综合性寿险公司的发
展之路时，王兵感慨：“联想到东升兄
创办的嘉德拍卖、宅急送的辉煌，深切
感到企业家精神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原
动力。”

于是，他开始宣传企业家的慈善
之事，包括柳传志在美国访问时强调
大家“必须讲纪律性”，他都认为“就是
活雷锋”，企业家怕丢人就是大善良、
大德。

人为什么而活着？
企业家王兵一天在西藏的路上问

自己也问同行的企业家。其中一个看
着他说：一位因受贿被判刑的人，在庭
审中竟如此陈述：“我从小在学习雷锋
的氛围中长大……”

你可以不做雷锋
但没必要刻意冷漠

2012年1月15日，品牌联盟主席王
永在微博上直播“顺风车”事件让人们
再次联想到雷锋精神。
这不是嘲笑和玩笑，是美好而温

暖的事实。
王永个人在北京的“顺风车”事件

已经不是新闻了，但是2012年春节“回
家难”的事实再一次让他动了全国人
回家搭“顺风车”的念头。

此事件牵扯的不是几个企业家的
心。很快，阳光保险集团、岳成律师事
务所等立即加入到这个活动中来。
有了法律支援、有了阳光保险集

团的参与，这个活动成了“企业爱的拉
力赛”，给中国春节这个古老的习俗节
日增添了现代温暖情愫。让希望点燃
希望，让无力者变为有力者。

事实上，当一个群体都出现困难
的时候，人们心里呼唤的就是雷锋精
神，这是属于中国当代的集体精神情
愫。一个时代的共同记忆如果可以激
发起人们善良愿望的话，王永这样的
好人、热心人是多么愿意帮助和鼓舞
他人。

2012年2月，阳光保险集团的工作
人员集体表示：这个活动温暖了很多
人，温暖了社会，也温暖了自己。

王永没有提到雷锋。
但是，当雷锋纪念日，很多人在网

上骂他“傻子”时，他坦然回答：“你可
以不做雷锋，但没必要刻意冷漠。天使
看谁都是天使，魔鬼看谁都像魔鬼。善
良的人眼里满是善良，无聊的人看谁
都觉得无聊。那些玩世不恭，自认为掌
握真理，看谁都像傻子的人，其实才是
货真价实的傻人”。

或许就是性格使然。
他和爱佑华夏的王兵都是大家敬

重的人。如果雷锋可以代表他，那他就
是雷锋。

参与和资助慈善组织
是幸福和快乐的事情

祝贺冯仑当选阿拉善生态协会会
长的第一个企业家是爱佑华夏的王
兵。作为爱佑华夏成立时的第一位理
事，冯仑“以房子赞助和支持基金会8
年时间”的事实深深感动着商人王兵。
“他亲身参与和资助多个公益和

慈善组织，他是榜样！”冯仑每次听到
这样的表扬都默默一笑。

爱佑华夏和阿拉善都是众多中国
民间NGO的一员。虽然它们很弱小，但
一直在茁壮成长。因此，经济学家说：
“只有千百个爱佑华夏阿拉善，才可以
构成中国公益慈善的未来。”

我们也可以幽默地说：“冯仑一直
在默默学习雷锋，当企业家圈子的雷
锋”。

当王兵写下“我们不光关注GDP，
为了子孙后代我们更关注阳光空气水
和环境！加油！坚持！”时，冯仑看得出、
感觉得到，他是在为更多的企业家们
创造“慈善的条件”。

冯仑常常讲的是：“中国的企业家
必须参加世界顶级公益组织的董事
会、代表着中国公益慈善行业发出中
国的声音，才可以获得了长足的进
步。”

与冯仑有一样意识的企业家还有
博客身份标识是“大自然保护协会”的
马云。他到华盛顿开了整整两天大自

然保护协会（TNC）全球董事会后，马
上告诉企业家们：“看着世界顶级企业
家、科学家、公益慈善家们啃着三明
治，喝着冷水，讨论与自己毫无相关地
区的森林、水、空气和海洋的保护，参
与着人类几代后才会享受的环境，我
想土鸡煲、西湖醋鱼、龙井茶、臭豆腐
还可以多久？”

这些有着“雷锋情结”的企业家没
有很多时间见面、吃饭、聊天，但是，因
为爱、因为善而互动的心从未停止过
积极的交流。

王兵在欧洲火车上遇到一对美国
科罗拉多的父子。交谈时知道他们自费
到欧洲参加美国福特基金会的救助项
目，做了8天义工，是那么满意和高兴。
联想到国内的公益环境，路还很长。

作为企业家中学习国学的一员，
冯仑感悟生活细节是有名的细腻和幽
默。他属于特别明白“舍与得关系”的
企业家。“简单说就是学习人生拿得起
放得下想得开的学问。”他常常对员工
们说。

在慈善之路上王兵可以做到团结
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曹国伟唯一在
慈善机构的任职就是爱佑华夏的理
事。史玉柱作为西藏地区“爱佑童心”
项目主要负责人，承诺帮助先心病患
儿摆脱病痛。
企业家们带动着社会各界人士分

享财富，救济困难孩子，自己得到了精
神的满足和幸福。

很多企业家们晚上休息前最难以
忘怀的是王兵的《晚安语录》：慈善是
一种公民习惯，慈悲心决定善良举。公
益和慈善让我们能够以爱建立信仰，
以行为建立真正的慈善。所以我所理
解的慈善，它不见得跟数字相关，它是
我们自己力所能及做到的事情。

企业家们都喜欢美国偏远地区医
疗志愿团创始人斯坦·布洛克———世
界上最穷的大慈善家 。他在慈善基金
会没有收入，自己没有存款、汽车、房
子，也没有老婆孩子。但是在全球10多
个国家，为40多万穷人免费看病，提供
医疗服务的价值达4000多万美元。

基金会针对贫困地区因重病无法
医治被父母遗弃的病残孤儿的医疗救
助项目正式启动时，王兵以《伤心咖啡
馆之歌》道晚安：这个项目是李彦宏、
朱新礼、沈栋、鲁伟鼎、吴膺、郑俊豪、
邓峰、王伟斌、赵一弘等爱心人士率先
捐款。我代表基金会向他们和项目志
愿者们表示敬意！

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是把当今最稀
缺的企业家精神带到慈善公益领域。

企业家吴鹰、李东生、李彦宏等都
与王兵、冯仑、柳传志、史玉柱一起领
略过雄伟的布达拉宫和俄罗斯的历史
博物馆。“大仙”、“教主”是他们对史玉
柱和柳传志的敬称。

春天不仅仅是季节
也是情感

2011年的一天，哈尔滨市郊区的
一个小姑娘在寒冬的厨房里为残疾父
母做饭的照片在网上迅速流传。这个
只有4岁的小女孩表示，“坚决不跟别
人走，去过好日子。因为残疾的父母她
舍弃不下。她还要给父母做饭吃”。

这个单纯、美丽，流泪时也不忘给
别人一个笑脸的4岁小女孩，一时间成
为了教育家。企业家成了学生。

真实的雷锋是个什么样的人？这
是新时代很多人常常互问的问题。

人们当然可以不去相信这个50年
前就去世的“解放军叔叔”。毕竟那个
时代完全变了。但是，当今时代的人
们，还是需要不断地问自己：我们活的
意义是什么？

4岁小女孩，清楚地明白，每一分
钟的努力都是为了父母可以从她身上
得到温暖。她每一个微笑和动作，都是
在回报残疾父母朴素的养育之恩。她
就是要不离不弃。江南春当天的决定
是，“请当地分众的员工立即找到小女
孩子的家，一切困难都由分众公司分
担，给孩子一份属于她童年应有的快
乐和幸福以及信念。”

企业家问更多的人：这样的境
界，我们可以有吗？我们的员工可以
有吗？

江南春以及他的员工很快给了网
民一个交代。那个美丽女孩的笑脸从
此定格在广大网民的心里。江南春也
是因为很多类似的“秀”行动而成了公
众心中的“真雷锋”。

每个企业家的好人行动都感染着
员工去普及“社会责任”。这种细节的、
感人的、美丽的教育，不是在雷锋去世
的纪念日发生，更加说明企业家们的
心灵修建工程是长期的工程。

善的团队的力量，无论如何都会
产生一种文化软实力，使得企业走向
更强、更大。

江南春在一个企业家朋友的婚礼
上对王兵们说：自己喜欢跟孩子过周
末，是因为可以从孩子身上找到生活
的意义。一个心里阳光的企业家，一定
是个想着更多人是否快乐的人。简单
的人。

本报记者 江雪

解读

企业家“雷锋群像”
为商业增添中国式温情

由阳光保险集团为爱心车主提供了保险期一个月，每份
保额 50 万元，以自驾（乘）汽车意外伤害为保障责任的“志愿
者关爱计划”保险，让人们再一次知道，“阳光保险”品牌的文
化内涵：分享阳光，共担风雨。
“春节回家顺风车”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高度认同和参

与。活动发起人王永称：“微公益，看似事小，却能办成大事。面
对提高运输效率，我们不要抱怨，要行动。”而这次活动的成功
让王永更有信心把顺风车活动逐步常态化。

这个活动对于社会的意义在于打破信任隔膜，让陌生的
人与人之间建立了更多的信任；开启民间慈善的多人互帮互
助模式，具有多点对多点的传播特色；进一步发挥了新媒体在
草根人群中相互启发、传播慈善友爱的作用。

发起人之一，主持人赵普提到，专业法律顾问为此次活动
起草的《搭乘协议》和阳光保险特别启动的“志愿者关爱计划”
是本活动的一大亮点，为活动参与者以及活动本身提供了重
要保障，“未来顺风车活动逐步走向常态化，必须考虑从技术
和制度上进行规范，要在技术和法律上穷尽一切可能来将风
险降到最小。”

从某种特殊的角度上看，企业家都是活雷锋。
但是，为什么当今社会很多企业家不愿意主动去谈论学

雷锋？还特别不愿意说自己是因为学习了雷锋，才成为好人的
呢？

50年来不停地有人问“雷锋真实吗？”连美国人都感兴趣
“雷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男人？他是否心里有宗教信仰？”

这是个很值得深思的问题。
2月 28日, 中国银监会在会机关大楼举办了“弘扬雷锋

精神提升价值追求”大型图片展，重温雷锋精神，展示银行业
这些年学雷锋树新风成果。

银监会主席尚福林为展览揭幕并发表的讲话被媒体加上
了“重要”两个字。公众是可以听出某种信号的。尚福林指出，
在过去近半个世纪里，雷锋精神是镌刻在一代又一代中国人
心头的道德标杆，至今仍是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道德标杆是一种不变的标准。“好人企业家们”默默坚守
的其实就是“道德标杆”。

2012年 2月美国人出版了一本新书。书中说雷锋是“嬉
皮士人物”。他快乐、简单、时髦、爱生活中一切美丽的东西。他
喜欢骑着摩托车照相，喜欢写诗歌。但是，他一样有着温柔善
良的心肠，愿意帮助别人，愿意做开心的好事，也有着某种虚
荣感。

总之，雷锋是个好人，但是不是完人、圣人。他做的事情大
家都可以去做，只要你愿意。

但是，愿意做好事的企业家，比如任志强就公开说“不要
指着百姓学雷锋就都当螺丝钉。那不是雷锋精神的本质。雷锋
懂得创新。”

雷锋是活生生的人，他的主流价值观更符合中国社会的
过去和未来。

在美国，慈善文化有相当长的历史，有其独特的理念和做
法。据说，美国慈善文化主要基于一种新教理念，即富人只是
财富的社会管理人。的确，在美国，人们并不景仰富人，而是景
仰对社会有所回馈的富人。正因为如此，《商业周刊》每年公布
的慈善家排行榜比《福布斯》公布的富人排行榜更能吸引人们
的眼球。

慈善的根本是解救他人。哪怕是奉献出自己微小的力量
和光芒。企业家们的理解更为精彩而透彻，“因为简单，所以永
远”。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慈善事业，不仅仅是光彩自己的脸面，
而且提升自己和身边人的灵魂。

做好人，是一个永远的事业。
近日，刘云山强调：雷锋精神以坚定理想信念为根本支

撑，蕴含着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赤诚真情，始终具有激发
人民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雷锋精神以人民至上为价值取向，
把关爱他人、助人为乐当做最大幸福，始终具有感动人心、温
暖社会的道德温度。

中国需要道德温度。
世界需要道德温度。
这个共识存在，中国人才有可能拿出力量来缓解目前的

很多不利情愫。生产力才得以真正解放。
当企业家、投资家、慈善家薛蛮子说出“互联网是活雷锋”

之后，很多人跟帖幽默着自己“咱们地产人都是活雷锋！”“咱
媒体人更是活雷锋”。

在此，笔者愿意把雷锋精神以及弘扬雷锋精神的意义理
解为“行自己本分，同时学着分享快乐”。

北江

做好人
是一个永远的事业

【记者李志豹北京报道】3月 4日，国务院国资委在京举行
“中央企业郭明义爱心团队”授旗仪式。“国资委领导与当代雷
锋”郭明义一起，为“中央企业郭明义爱心团队”代表授旗。国
资委向郭明义颁发“中央企业爱心大使”聘书。

3月 2日，中央文明委授予郭明义“当代雷锋”的称号。国
务院国资委发出倡议，向“当代雷锋”郭明义同志学习，并向国
资委直属机关和 117家中央企业提出组建“中央企业郭明义
爱心团队”，广泛开展以弘扬雷锋精神为主题的实践活动，为
做强做优中央企业、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提
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据初步统计，截至目前，郭明义的微博粉
丝已突破 670万人，中央企业爱心团队已经达到 1万多支、团
队成员人数超过 50万人。

国资委要求，中央企业要广泛开展“岗位学雷锋、争做好
员工”活动，把雷锋精神转化为企业精神和企业文化。各级党
员领导干部要把学雷锋活动与践行党的宗旨结合起来，与保
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结合起来，发挥示范带头作用。要大力
弘扬雷锋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崇高理想和坚定
信念，忠于祖国、忠于人民，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要大力弘
扬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的奉献精神，扶危济困，传承中华
民族传统美德；要大力弘扬雷锋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精一行
的敬业精神，锐意进取、自强不息的创新精神，艰苦奋斗、勤俭
节约的创业精神，爱岗敬业、拼搏奉献，为做强做优中央企业、
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国资委机关各厅局、各直属单位、直管协会以及中央企业
的有关负责同志和青年志愿者共 500余人参加仪式。

郭明义聘获
“央企爱心大使”

王利博制图

荫 爱佑华夏基金“以商从善”，大爱无疆
荫 微博上直播“春节顺风车”也直播善良
荫 阿拉善有一块“善的绿洲”滋润心田
荫 分众员工接下了“找人”的活，激励更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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