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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章

长江商学院仅仅关注商业
问题、 仅仅关注钱的问题的时
代已经过去了。 作为商学院，如
果要在全球范围内培养经济上
的“颠覆者”，过去的视野在今
天新时代下无可置疑地是过于
狭隘了。

全球性社会问题的挑战

全球的挑战很多很多，和商
学院关系比较大的可能是“新自
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强调“大
企业， 小政府”———国有企业私
营化、公司减税、减少工会的力
量、金融放松管制、推动全球贸
易……“新自由主义”深刻地影
响了中国的改革开放。 所以，在
拥抱“新自由主义”方面，中国和
美国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新自由主义”从 1979 年到
2008 年的全球金融风暴，红火了
30 年，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
的财富增长，但也形成了人类历
史上最为严重的收入和财富不
均。 未来，如果众多专家的预测
成为现实的话，AI 时代创造新的
中产阶级的就业机会可能远远
赶不上被替代掉的就业机会。 如
果是这样的话，收入和财富不均

的问题可能变得更为严重，我们
的社会矛盾可能在全球范围内
变得更为尖锐。

此外， 西方还认为我们有
比较大的“国家资本主义”元
素， 所以我们的挑战来自于这
两大方面。

长江商学院的人文与公益
精神

有了这个背景以后，我们商
学院能够做什么？

从创校的第一天起，我们就
希望能够为中国培养一批具有
全球视野、全球价值对接、全球
资源整合和全球担当的企业家，
这是第一大差异化。 第二个差异
化，就是社会责任、人文关怀。 第
三是创新精神。 创校第一天起，
这三个基本元素一直没有变过，
从 2002 年到现在。

我们在 2005 年成为全球第
一家把人文课程系统地引入管
理教育的商学院。 我给长江商学
院留了六个字“取势、 明道、优
术”， 我希望一百年后这六个字
都不过时。 因为，没有人文精神、
没有人文关怀，我们的管理永远
停留在“术”的层面，很少能上升

到“道”的层面也就不可能做到
价值对接，不可能做到全球资源
为我所用的，也很难实现全球的
担当。

长江商学院的探索与创新

在创新方面我们也做了
具体的探索 。 第一是公益学
时、公益课程、公益项目平台、
公益奖学金 、公益基金 、长江
年度公益奖。

在公益学时这一块， 我们
也是全球第一家商学院把公益
课作为必修课， 而且是开学第
一课。

为什么这么做？ 我刚才讲的
三大问题， 收入和财富不均问
题、社会流动性下降问题、可持
续发展问题，都不是政府、企业
或 NGO 自己能够解决的， 需要
各类组织的协作。

另外，我们做了“善果枸杞”
的公益项目。 我们认为，杠杆的

力量是无穷的， 除了捐钱之外，
我们一定要让学员身体力行，贡
献自己的时间和管理经验，动用
他们的资源撬动项目的落地，从
而真正地实现“授人以渔”。

培养新一代“颠覆者”

到目前为止，我们国家 GDP
是全球第二大；但我们中国没有
出来一个管理理念能够被全世
界来学习，能风靡全球的，到目
前还没有，所以他们对我们的尊
敬和尊重，目前还没有。 这是我
们的挑战。

中国“一带一路”策略能在
全球取得成功，中国企业能在全
球取得成功，中国企业能够更好
应对中美贸易战，必须有一批中
国企业真正有全球视野和全球
担当，这也可能会成为中国企业
更广义的社会责任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

明年起，我们和剑桥大学丘
吉尔学院、联合国企业司推出一
系列全球培养新一代“颠覆者”，
在拥抱科技创新的同时，能通过
社会创新，成为社会进步的中坚
力量，这是未来一届商业领袖的
必备素质和条件。

长江商学院创办院长、中国商业与全球化教授

项兵：长江商学院在企业社会责任与公益上的探索与创新

今年是改革开放 40 年，在
这 40 年改革开放当中，德龙参
与了 26 年。

龙， 是中华民族的象征；
德，是中华文明的标志。 立德，
成为德龙集团的核心价值。“以
德立身，靠德打天下，对外诚信
经营，对内关爱员工，力所能及
帮助更多人， 让他们活的更自
由、更有尊严。 ”十几年来，我们
始终坚守着这个愿景使命价值
观。 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文化做
支撑， 当你遇到困境、 遇到挫
折、甚至遇到诱惑，你拿什么去
坚守？ 作为改革开放后成长起
来的民营制造企业， 德龙集团
时刻保持一颗感恩之心， 秉承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新发展理念， 全面打造绿色德
龙、创新德龙、精益德龙、幸福
德龙， 立志为钢铁行业健康持
续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2012 年以来， 德龙在环保
治理方面投入了 30 亿元，转型
升级， 建成了全国首个钢铁企
业国家 3A 级旅游景区，目前正
在申请 4A 级，德龙成为国家的
首批绿色工厂， 也是环保部树
立的标杆企业，赢得了政府、行
业、社会的认可和尊重。 现在，
每年到德龙参观学习的全国的
同行、政府官员、和各类组织，
也将近 2 万人次。 德龙的绿色

工厂、 环保实践颠覆了人们对
传统钢铁企业的认知， 对钢铁
行业乃至对工业企业的绿色环
保工作起到了示范引领作用。

2010 年 9 月， 我和太太发
起创建了北京慈弘慈善基金
会，希望能专业化、体系化地做
公益， 而不仅仅只停留在企业
社会责任的层面上参与公益。
我们做实业不盲目强调做大、
做规模，而是做优、做长，那么
慈弘也一样，不强调做大，但要
做到专注、专业、持久。每年，我
和我的家人、 孩子都要到乡村
去做项目执行的工作。 在乡村
学校的实地调研和项目验收
中，我们也收获了很多的感悟。

去年， 我在贵州纳雍县的
新联小学随机问了一个孩子：
“你们图书角的书，你读了么？ ”
小学生说：“读了。 ”他从书包里
拿出了一本书《生活是什么》，
那是一本在法国获奖的儿童哲
学绘本， 是阅读成长计划项目
中三年级图书角的图书。 我问
他：“你说生活是什么？ ”这个学
生的回答， 让我特别震撼。 他
说：“生活是自信和梦想。 ”一个
贵州大山深处的孩子， 说出了
这样的有分量的话。 我想，一个
个图书角、一本本好书，就是起
这样的作用吧： 开启山村孩子
的视野， 沉淀他们的人文精神

和科学的理性精神。
8 年来，阅读成长计划的项

目学校已经达到 1200 所，把优
质的适龄好书送到乡村学校的
每一个班级只是第一步， 阅读
伴随成长、 让更多的学生参与
到公益行动中，传递公益精神，
更重要。 现在， 每天有超过
22000 名学生志愿者在为班级
的同学提供志愿服务， 让志愿
者精神在乡村扎根、 爱在乡村
传递。 学生们在阅读成长计划
这个项目里，获得普惠时，也成
为项目的管理者、参与者，成为
公益的一份子。

我们德龙全体员工一万多
人也都是公益行动的志愿者，
德龙有一个“志愿者轮岗制度”
被很多企业拿去参考学习。 大
家自主报名参与到慈弘的一线
乡村教育项目的执行中， 因为
报名的太多， 现在很多员工都
排在了两三年后才能到乡村
去。 公益带给整个公司的，不仅
仅是一次次的志愿者行动和根
植于企业文化的公益文化，它
更唤醒了每一个人人性的原
本，回归自己原初的善、慈悲、
珍惜，还有感恩。 这也更加策励
我们，尽自己的努力，去帮助更

多的人，唤醒和激活更多的人，
一起践行慈善公益， 让这个社
会更温暖、更湿润。

公益组织的项目想要做得
持久而深入， 并产生积极影响，
对社会发展有推动，离不开与政
府的协同合作和政策推动。在这
些年的公益参与和公益行动中，
我深深感受到来自地方政府的
认同，和大家共同推动项目的发
展而带来的效率和改变。

9 年来，慈弘项目体系累计
受益的乡村师生和城市流动儿
童已经超过 120 万。 我们希望，
未来在这个平台上， 能汇聚更
多人的爱心，实现爱的传递。

现在，企业家参与公益，履
行社会责任，已经成为主流。 企
业家的公益参与也给公益领域
带来了一些新的变化———商业
出身的人， 更注重公益项目对
社会问题的聚焦， 注重项目的
执行管理和实际解决问题的效
率，注重专业性。

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参
与公益， 我希望大家能将专业
的管理经验、 在商业领域历练
出的对效率的追求都带入公益
领域， 以此促进公益领域的专
业化发展。 同时，企业家也应将
创新精神带入到公益领域，更
注重公益项目对社会问题的有
效的解决，更多地进行赋能。

德龙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2017-2018年度亚布力论坛轮值主席

丁立国：改革开放四十年 企业家精神再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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