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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新红：亿元捐后，都是喜悦
鹏宇投资集团创始人总裁

朱新红，因对西湖大学亿元的捐
赠， 而被评为 2019 中国慈善榜
“十大慈善家”。

“公益慈善如一束光照亮别
人温暖自己，我已经把公益慈善
当作企业发展的一种战略持续
做下去。 我付出我愿意我快乐！ ”
朱新红在当天现场发表获奖感
言时说。

2018 年 4 月 16 日， 鹏宇投
资集团总裁朱新红为西湖大学
捐赠 1 亿元。

出生于河南驻马店上蔡县
教师世家的朱新红， 近 10 年来
每年都有不菲捐赠，而这次大手
笔捐赠，在进一步完善其教育慈
善版图的同时，也彰显出新时代
企业家与时俱进的慈善精神。

多年的商海和慈善历练，让
朱新红有着独特的自信和慈善
见解， 他认为自己是用“情怀”
———最高的一种境界在做慈善。

在“情怀”的指引下，他将慈
善化为具体的企业战略：计划捐
出企业利润的—部分。 他早将慈
善情怀化为具体行动： 捐资助
学、拥军优属、精准扶贫……10
年来，朱新红捐款捐物达 5亿元。

朱新红有着自己的慈善理
论体系。 他认为慈善没有大小，
没有早晚，最重要的是“用心”和

“有效”。 只要发自内心的“我愿
意”去做慈善，就是刚刚好。

他觉得， 财富是社会给予
的，应该把企业利润的一部分反
哺社会，要把慈善当作一种新生
活方式。 而慈善也是让社会更加
文明更加和谐的一种方式。

在谈起自己所做的慈善时，
朱新红往往先联系国家的宏观
政策，再融合入自己的解读。 在
他的徐徐道来中，你甚至都能感
受到他因对慈善的热爱所散发
的“善”的光芒，感受到中原大地
所塑造的这一颗“赤子”之心。

听者也会不知不觉被带入
他的慈善意境， 并深受感染，沉
溺其中，进而想听他讲更多的慈
善故事，分享更多的慈善见解。

打造杭州的明珠

“春水碧于天， 画船听雨
眠。 ”4 月的杭州正是一年中最好
的季节，西湖已是游人如织。

4 月 13 日，距离去年的亿元
捐赠快 1 周年的日子，身材魁梧
的朱新红现身杭州。 但他此番并
非为杭州美景而来。 作为西湖大
学创始捐赠人和荣誉校董之一，
他要参加第二天在此举办的西
湖大学第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
议。 朱新红是为“西湖大学”———
这杭州的另一颗耀眼明珠而来。

在 2018 年 4 月 16 日， 西湖
大学第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
过决议：为西湖大学慷慨捐赠的
朱新红，成为西湖大学荣誉校董。

1976 年出生的朱新红和王
健林、马化腾、杨国强、张磊、陈
一丹这些大咖们一起，成为西湖

大学 36 位创始捐赠人之一，也
因此成为西湖大学荣誉校董。 西
湖大学是由社会力量举办、国家
重点支持的新型研究型大学，由
中科院院士、国际著名结构生物
学家施一公教授任校长。 西湖大
学的目标瞄准世界一流大学。

朱新红对《公益时报》打趣，
以后来到杭州，杭州有“两个”西
湖：西湖大学这个“西湖”会越来
越大， 而另一个西湖会越来越
美。 朱新红笔挺的西装上，蓝底
白字“西湖大学”的圆校徽格外
耀眼，这足以看出他对自己所捐
助的西湖大学的珍爱之情。

朱新红曾经在给施一公校
长的微信中提到：西湖大学犹如
我们的孩子， 我们要关心爱护
他，我们要像保护我们的眼睛一
样，保护西湖大学。

坐在《公益时报》对面的朱
新红侃侃而谈。 不仅仅是谈所捐
赠的西湖大学。 在捐赠西湖大学
以前，朱新红已经就是一位受人
尊敬、 获得荣誉无数的慈善家：
10 年来，朱新红捐款捐物已达 5
亿元， 其中捐资助学近 4 亿元，
捐建 7 所学校。

第一笔捐赠十天内到账

“这一次的捐赠让我心情特
别愉悦。 ”谈起对西湖大学 1 亿
元的捐赠， 朱新红掩饰不住笑
意。 2018 年 4 月，当时还在清华
大学进修的朱新红，听到了自己
的驻马店老乡、著名科学家施一
公在创办西湖大学的消息。

“研究型大学在中国是新型
的尝试，感觉这是一个非常大胆
的想法，这就像我们民营企业的
创新一样，我一定也要跟随。 ”他
立刻给施一公打电话，“我要捐
赠 1 亿元。 ”

朱新红主动的上门捐赠，让
施一公很感动。 施一公感谢朱新
红在他创办西湖大学最困难时
候的慷慨解囊。 施一公相信，在
包括朱新红在内的一大批捐赠
人的努力下，西湖大学定能早日
实现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

朱新红回忆， 在电话里，施
一公很快就转用家乡话来和他
交谈。“新红啊，你让我感动呀，
我不知道你企业多大，你拿出这
些钱捐赠，你的企业受不受影响
啊，驻马店很穷的地方，你的企
业经营得怎么样啊？ 这 1 个亿是
不是要根据企业的情况……”

“施一公校长也让我很感
动， 虽然他也这么艰难（需要
钱）， 但还是从对方的角度去考
虑，去关心对方。 ”朱新红感动于
施一公为他人考虑的人品。 他记
得当时对施一公说，自己的捐赠
实际上是代表 960 万驻马店家
乡人民对他的支持。“你是家乡
的骄傲， 你去创办这样的事情，
家乡人民当然要支持你。 我的企
业现在还健康，相信通过我的捐
赠之后，我的企业会更加健康。 ”

施一公说，“这就好”， 并安
排西湖教育基金会执行秘书长

刘旻昊和朱新红对接。 西湖教育
基金会是西湖大学的举办方和
捐赠资金的筹资主体。

更有动力做企业

对于西湖大学的大手笔，更
多是被施一公的“魅力”感召：施
一公为了发展中国的教育而放
弃在美国优渥的条件，选择回国
发展中国的教育事业，朱新红非
常感动于施一公的“家国情怀”。

施一公有很重的家乡情结。
“在任何地方都说， 我是驻马店
的。 ”朱新红说，施一公是驻马店
的一张名片，让驻马店的每个人
都感到脸上有光。 驻马店地处豫
东南，是农业城市，比较落后。 这
几年驻马店一方面得益于国家
政策，另一方面也是靠施一公这
样的名人助推，发展还不错。 朱
新红坦诚自己也是在驻马店受
益的民营企业家。

另一方面， 朱新红出生在教
育世家，对教育情有独钟，所以也
非常乐意资助与之相关的项目。

朱新红曾经对采访他的媒
体表示：亿元捐赠也是一种战略
投资。 他很佛系地向《公益时报》
解读什么是“战略投资”：舍得烦
恼，获得快乐；舍得虚伪，获得真
实；小舍小得，大舍大得。 他相信
对于西湖大学的捐赠，就是一种
舍得，一种战略投资的表现。 现
在西湖大学是一颗小树苗，一定
会在大家呵护下， 长成参天大
树，当大学茁壮成长，说明自己
投资成功了；同时，这棵树也代
表一种向上的力量，可以引领自
己。“这就是我的得。 ”

“我也不是把每一笔捐赠都
看作是投资，这其实也是一种寄
托和希望。 西湖大学壮大后能回
馈整个社会后，想着也是有自己
的一滴水在里面。 这也是一种价
值的展现。 ”朱新红说，从捐赠后
到现在，“满满都是喜悦的感
觉。 ”朱新红感慨，原来做企业，
就是单枪匹马在市场上拼搏。 现
在有了西湖大学这样一个高大
上的平台在引领自己，也会让企
业与时俱进。“做企业就感觉更
加有动力了。 ”

“校董”了不起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西湖大
学的捐赠，完善了朱新红的慈善
教育版图。 朱新红担任萤火虫公
益协会的会长，该协会专门捐助
0~12 岁的儿童。 此外，他分别设
立了三个基金：第一个是春蕾基
金，关注贫困小学生，每人每学
期资助 2000 元； 第二个是励志
基金，关注贫困高中生，每人每
学期资助 3000 元； 第三个是圆
梦基金，考上大学的学生一个学
期资助 5000 元。 而西湖大学则
是朱新红捐助中国的高等教育。

在大手笔的捐赠后，朱新红
收获了企业员工的尊重，员工们
觉得这个老板“有眼光， 不得
了”。 作为有责任感的企业，朱新

红也得到了当地政府的支持和
越来越多合作伙伴的认可。“因
为这个企业靠谱。 ”

最让朱新红开心的是，自己
的捐赠收获了 10 岁儿子的“崇
拜”。 虽然儿子不知道校董具体
都管啥，但知道是很了不起的头
衔，因为校长都要对董事会负责。

作为荣誉校董，朱新红除了
不遗余力地宣传西湖大学，争取
更多社会力量支持西湖大学，还
积极为学校的发展献计献策。 在
4 月 14 日举办的西湖大学第一
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上，朱新红
围绕西湖大学发展，更好发挥校
董及捐赠人的作用，及基金会募
集筹款等发表自己的见解。 朱新
红认为， 在西湖大学的发展中，
应该更好地发挥校董会的平台
作用，多开展活动、整合资源，让
每个校董及捐赠人都能更好地
发挥自己长处，让每位捐赠人的
情怀与价值得以转换。“西湖大
学要向国家要政策，向社会要筹
款，向学校要成果，三者有机统
一，相互促进。 ”他建议。

只想做“善人”

谈及自己多年慈善的“基
因”时，朱新红都要和媒体提及
他做教师的父亲和善良的母亲
给自己的影响，是父母给了朱新
红最初的“慈善”的启蒙。

曾经在学校管后勤的父亲，
会趁着寒暑假，带着年幼的朱新
红去修理整个学校的桌椅板凳。
父亲总是一边修一边对儿子说，
长大了，赚钱了，就捐点儿桌椅

板凳。 父亲专心修理的背影烙在
了朱新红内心最深处。“所以这
也是为什么我捐了 7 所学校。 ”

父亲有六个兄弟，母亲改善
生活的时候，总是煮上一大锅的
饺子，而锅台上则必然摆放着六
个大碗。 热腾腾的饺子盛满六大
碗后，就让朱新红挨家挨户给送
过去。 等送完后，锅里往往剩下
的只有几个烂饺子。 而母亲顺势
擀面片儿扔到锅里———一家人
经常吃的就是烂饺子配面片儿。
父母的言传身教，让朱新红小小
年纪就懂得了付出和分享，“这
也是我为什么愿意去做慈善，愿
意把好的东西去分享。 ”

父亲和朱新红说了两句话，
影响了他的一生。 第一句是，人
过留名，雁过留声；第二句是，吃
亏是福。 而朱新红告诉了自己的
儿子三句话：百善孝为先，父母
在，天就在，孝是天；诚实守信，
脚踏实地， 诚实守信就是地；有
天有地还要有道，道是感恩。 朱
家的淳朴家风，代代相传。

回望慈善十年，朱新红做慈
善的标准是，政府鼓励和特别需
要帮助的： 作为有责任感的企
业，应该为政府分忧解难，更应
该为急需帮助的人伸出援助之
手。 朱新红解释说，企业获取的
财富， 关键是赶上这个时代，得
益于好的环境。 所以企业做大做
强后，更应该反哺社会。

采访接近尾声 ，《公益时
报》问朱新红，希望外界觉得他
是什么样的人？ 朱新红笑声朗
朗：“希望认为我是一个‘善人’，
足矣！ ” （徐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