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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靠后天奋斗

《公益时报 》：去年年底 ，你
作为中南集团创始人、董事局主
席荣获“第七届江苏省优秀企业
家 ”称号 ，能获得这个称号的原
因是什么？

陈锦石 ：这是中南 32 年奋
斗的成果。 中南在取得成功后，
也为社会作出了很多贡献。 我
能获得这个称号， 表示中南 32
年的发展得到了政府和社会的
肯定。

《公益时报》：能成为一名成
功的企业家，是天生具备企业家
的那种基因么？

陈锦石：不是天生的。 天生
哪有那么聪明？ 还是靠后天不断
地去改革、转型、颠覆自己，错了
就改。 没有天命，中南也没有腐
败行为。 天命不可能，腐败是行
不通的。 还是靠后天，靠奋斗。

《公益时报 》：人生的哪些经
历，对于你性格的塑造有重要影响？

陈锦石：我是（上世纪）60 年
代初的人， 两岁就没有了父亲，
母亲拉扯着我们兄弟姊妹 4 个。
家里太穷了， 整个国家也很穷，
我们没有父亲就更穷、更苦。 受
到了很多欺负，过了很多受煎熬
的苦日子。

我长大后，懂事了，参加各
种各样的劳动。 种地、要饭、捡
垃圾、做小工学徒。 虽然很苦，
但是磨练了一个人的意志：能
吃苦耐劳的意志， 能奋斗干事
情的意志。

1978 年的 10 月 25 号，16 岁
的我离开家， 出去做学徒打工，
学到很多东西。 18 岁到了大庆油
田，在那里做瓦工、盖楼、做建筑
工人。 在那待了 6 年半，一直待
到 1985 年 6 月份。 那里极苦，环
境恶劣， 但这是对我人生的锻
炼。 让我对社会、对国家、对自己
的人生有了自己的理想和追求。

后来我又到了南京。 之后，
中建八局四公司以当地政府派
遣队伍的方式合作承建了东营
新市政府的开发建设。 我又到了
山东东营，那个时候，我看到了
东营政府的发展。

那个时候，政府不停地进行

改革开放的宣传，邓小平不断地
讲话，中央不断地讲话，地方政
府不断地鼓励。 国家开始全面搞
基础设施建设。 自己就待不住
了，就想干一番事业。 1988 年，按
照国家政策自己成立小包工队，
开始创业。

《公益时报》：当初像你这样
的建筑工人有成千上万，但是像
你这样能成功的不多。

陈锦石：中南今天取得阶段
性成果也是属于大浪淘沙。 公司
和个人不断在大风大浪中历练
锻炼，不断去追求，不断去完善
提高，不断地去转变，颠覆自己，
不断给自己设立苛刻的目标。

要意志坚强，天塌下来也不
能怕；要善于学习，善于思考；要
善于谋划，善于策划，善于民主
听取大家的意见； 要用好人，用
能人。

活不下去就学习

《公益时报》：对自己和公司
的发展影响最大的事情有哪些？

陈 锦 石 ： 从 1989 年到
1991 年，很苦，活不下去了。经过
痛苦的挣扎，不断去改变、分析、
找原因，觉得要更加开放，要更
好地利用老乡关系去接任务，要

懂得管理，想办
法引进懂得管
理的人；要去筹
集资金，搞战略
投入。 这是第一
个阶段。 活不下
去了，就不断去
反思。

1995 时公
司已经像样了，
小名气也有了，
内部的各种矛
盾来了。 当时员
工有两三千人，
很多员工认为，
我们已经那么
苦，你还要想发
展， 还要投钱？
当时，我们干了
很多工程，但是
房地产商不给
钱，我们就自己
想办法。 1997 年

开始策划， 到了 1998 年开始进
入房地产领域。

在 2004 年以前，员工有七八
千人， 房地产做得也很一般，有
的赚钱，有的不赚钱，有的还亏
本。 各种矛盾也都来了，金融危
机，市场不断变化，国家政策调
控变化，压力非常大。 面对这种
情况，就走出去，带员工到世界
各地去学， 请专家给员工上课，
同时引进人才。 这个时候的斗争
也能很大，天天争论，企业内部
矛盾重重。

2005 年中南拿到了南通新
城区 CBD 特大项目， 总投资将
近 200 个亿。 我们当时只有 5000
万元现金。 压力非常大，每天都
面临企业倒闭，面临被压垮。 我
一个人里里外外指挥，调配公司
所有资源。 还是很苦的，花了一
年半才把这个项目理顺，后来又
通过这个项目发展了很多其他
项目。

《公益时报》：为什么是你拿
到这个大的项目？

陈锦石：我敢做是因为看好
国家的发展， 看到了南通的未
来。 我过去的几十年，建设了大
庆胜利油田、东营市政府、济南
的国际会展中心、青岛的市政府
二期工程等， 所以我就知道，我

的南通也同样会建得很好。 南通
那个时候比别人发展的慢。 所以
别人不敢做，我敢做。

我拿了那个项目后， 国家
宏观调控， 房地产项目直线下
跌。苦啊，压力大。我这一生，都
是在苦海里长大的。 面对危机，
就动脑筋想办法，不停地学习，
把所有资源整合起来， 把员工
的积极性全部都发挥出来。 寻
求各种对策。

回报社会是责任

《公益时报 》：不停地学习 ，
寻求各种对策，是不是公司一直
在调整？ 现在哪些企业是中南学
习的目标？

陈锦石： 企业一直在改革。
以前要一年改两次，现在稳定了
一年改一次，不断地组合、调整、
改革、转型、提升。 小企业有小企
业管理方法，中企业有中企业管
理方法，大企业有大企业管理方
法，到了特大企业，有特大企业
的管理方法。 一定要不断改革转
型，绝对不能停下来，要给员工
不断树立更好的目标。 这 32 年，
员工都服气了。 之前集团争论很
大，现在已经到了“老板怎么说
我们就怎么做”。

现在中南不能盲目地学哪
个企业，要自己做自主地研发和
研究。

《公益时报》：中南的发展一
直在和慈善同步进行，你是怎么
想到要去做慈善的？

陈锦石：主要有三个方面的

原因。 第一，自己小时候吃那么
多苦，那么穷，让那么多人瞧不
起，太自卑了。 所以希望自己有
条件了，尽量帮人家。 第二，为了
回报社会。 没有中央国务院英明
决策的改革，不可能有中南的今
天，中南是政府的改革开放缔造
出来的企业。 第三，地方政府对
中南的支持和扶持很大。 我们那
个时候的发展很盲目，就是靠地
方政府不断地去辅导支持。 所以
说回报社会是中南的一种责任
和义务。

《公益时报》：从朴素的捐助
情怀到成立基金会，从本能做慈
善到专业做慈善，成立基金会时
是怎么想的？ 未来基金会的规划
是什么？

陈锦石：成立基金会是要规
范慈善行为， 像模像样地去做。
以前我们做得不规范，今天捐点
钱，明天捐点钱。 以前我到全国
去搞捐助，仅资助的学校，就有
三四十个，捐赠总额有十多个亿
了。现在觉得还是将慈善资源聚
焦一下比较好，不要满天飞。 所
以，未来对基金会的战略也进行
了调整。 基金会将立足于当地，
就在海门，就在长乐，基金会将
花 20 年的时间，投入 200 亿元，
把长乐镇的村、路、沟、水全都改
好，把没有生活自理能力的人管
起来，把小孩子管起来，把医疗
事业管起来。将常乐镇打造成一
个国际一流的现代化新农村示
范区，要把常乐镇树立成一个样
板，让全国来学习。

（徐辉）

责任

“见到别人落难，自己就心
酸。 ”在与天斗、与地斗、与不公
平的命运斗的这数十年，难能可
贵的是，陈锦石始终保持着一颗
赤子之心、一种朴素的对受苦者
悲悯的情怀： 把企业做得越大，
对社会的捐助越多。“自己小时
候吃那么多苦，让那么多人瞧不
起，太自卑了。 所以希望自己有
条件了，尽量帮人家。 ”陈锦石不
希望穷人再受苦，再有自己当年
的遭遇。

而为了更系统和规范地做
慈善，2011 年， 中南集团专项规
划 2 亿元设立江苏中南慈善基
金会。 中南集团是江苏首家成立
慈善基金会的民营企业。 截至目
前，扶贫、救灾、资助教育，中南

集团在公益慈善事业方面已累
计投入达 10 亿元。

陈锦石的这种因为自己受苦
的过往，而对穷人有先天的一种同
情心和同理心， 并去捐助的行为，
让记者想起另一位慈善家———福
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 2010年云
贵川旱灾，曹德旺立刻捐出现金 2
亿元分发给当地灾民， 并表示，灾
民拿到这些钱， 买烟买酒都可以
……曹德旺大手笔捐赠的理由只
有一个：“我受过苦，知道那些灾民
遭受旱灾时的痛苦。 ”

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更是
因为“没有国家政策，没有地方
支持，就没有中南的今天”。 陈锦
石很清楚， 没有中国的改革开
放，没有中国经济的发展，就没
有建筑和房地产行业的繁荣，没
有中南集团的发展，中南是中国
改革开放的政策缔造出来的。

“地方政府的支持扶持力度
很大， 我们那个时候很盲目，就
是靠地方政府不断地辅导支持
才成长的。 ”对于回报社会，回报
当地， 在陈锦石看来是一种义
务。 中南集团将总部迁回常乐镇
后，应村民请求，陈锦石兼任中
南村党总支书记。 陈锦石对村里
的青壮男丁进行培训后，全部安
排进中南公司，并在村里成立蔬
菜合作社，大力发展村办企业。

另外，作为人大代表，陈锦
石也积极建言献策， 参政议政，
提出关注民生、为民营企业谋发
展的建议，呼吁民营企业应该得
到更多的支持和重视，努力承担
起作为人大代表的责任。

务实

一个人在成功之后，各种美

誉便会纷至沓来， 陈锦石也一
样。 一百多年前的晚清状元张謇
也是海门长乐镇人。 怀抱实业救
国的人生理想，张謇将南通建设
成为融民族工业、 城市建设、文
化教育、 社会公益事业于一体，
享誉全国的模范县。 因此，很多
人将陈锦石与张謇相提并论。 对
于此评价，陈锦石轻描淡写：“张
謇是个伟大的人， 只花了 13 年
的时间，就留下了这么宝贵的财
富，太厉害了，我只是个做企业
的，不能和他比。 ”

“人活着，最重要的是要做
有意义的事。 对我来说，做任何
事情，不求留名，不求留史，但求
做一个有社会责任的人。 对企业
负责，对员工负责，对合作伙伴
负责。 ”陈锦石语气柔和而又充
满力量地告诉《公益时报》。

当问到希望外界怎么评价

自己时，陈锦石表示，外界看自
己是普普通通的实干家就够了。
一名普通的、实干的企业家。 虚
名没意思，要了有什么用？“我是
农民起家的，要那么高调干嘛？ ”
陈锦石感慨，凡是高调的时间都
不长，或者 10 年、20 年、50 年，早
晚都会出问题。 普普通通，扎扎
实实，低调务实有什么不好？

陈锦石对于中南集团的规
划是，未来 3 年，中南集团进世
界 500 强；10 年，中南集团成为
500 强之中的一流企业；20 年，
争取成为万亿企业。“这是我一
生的追求。 ”陈锦石说。 而对中
南慈善基金会的未来规划是，
要花 20 年时间， 投 200 个亿，
对老家常乐镇从农业、商业、旅
游、文化、教育、工业进行一体
化打造，构建一个现代化的“桃
花源”。

（上接 12 版）

对话

陈锦石

陈锦石在施工现场检查指导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