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逢伟大时代 勇攀更多高峰
——记万科集团创始人、万科公益基金会理事长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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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是
发展最大红利

王 石

在中国，“企业家”这个称呼诞生于改
革开放之初的上世纪 80 年代，在此之前，
只有“厂长经理”。正是改革开放让“企业
家”这个群体释放出巨大能量，而中国经
济发展这个大舞台更给了他们充分施展才
能的机会，激活了他们的创造力，让他们
成为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引领中国经济发
展的实践者。

1984 年创办了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的王石，就是这些企业家中的代表之一，
他的经历不仅映射出 40 来中国企业家走过
的历程，更反映出众多企业家在改革开放
大潮中踏着时代步伐走向成熟。今天，站
在历史的新起点上，他们对未来的思考更
让我们看到中国企业家对我国经济发展的
信心和决心。

王石在众多中国企业家中又有些特
别，在公众的眼中，是著名企业家，还是
第一个完成“7+2”（七大洲最高峰登顶、
徒步南北极点） 的华人，是哈佛和剑桥的
访问学者……王石的“动作”经常很跳
跃，从房地产到生物工程，从体育教育培
训到环境与公益事业，他担任着近 40 个社
会职务，在忙碌中不停切换身份。但在王
石自己看来，他最重要的“职务”是改革
开放的亲历者，不仅经受了大时代的洗礼
与考验，更有机会用自己的双手为中国经
济的发展添砖加瓦。

“抓住时代赋予的机会”

1978 年，广州铁路局工程五段的技术
员王石第一次来到深圳，那时的深圳还是
个边陲小镇，日后名声大噪的沙头角只是
一条冷清的石板窄街。那一年，他结识了
紧 靠 界 河 的 皇 岗 村 党 支 部 书 记 庄 顺 福 。
1983 年春节假期，从深圳来拜访王石的
庄顺福夫妇，让这位当时任职广东省外经
委的基层公务员大吃一惊。“他们拎着一
箱进口的新奇士橙，原本下地种田的庄太
太还烫了一个‘狮子头’！我看得眼花缭
乱，嚯，深圳这个特区，真是不一样！”
35 年过去了，王石记忆犹新。

时代的浪潮就这样打湿了他的衣襟，
王石“下海”到了深圳，想看看到底怎么
不一样。“当年我一直想寻找变化，但每次
变化都是被动的，我人生第一次主动选择
就是到深圳。中国改革开放最大的成就之
一就是人的解放，在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的变迁过程中，人们从被选择
到自己可以主动选择，这是最大的进步。”
王石对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说。

后来的故事耳熟能详。在深圳，王石
没有做“热门生意”，比如买卖进口味精、
折叠伞、电子计算器等挣快钱，而是倒腾
起了玉米做鸡饲料。结果却赶上“肥鸡
丸”事件，有传言说鸡饲料里有致癌物

质，香港人一夜之间不吃鸡了，作为鸡饲
料原料的玉米随之滞销。

“那时候晚上睡觉，明天怎么过都不清
楚。但我没有放弃。‘下海’这条路是我自
己主动选择的。那时我问自己，为了改变
命运，你有没有努力到最后？”王石判断香
港人不可能从此以后不吃鸡肉了，就又低
价“加码”了 1.5万吨玉米库存，在货船靠
岸的前一天，“肥鸡丸”被证明只是谣传，
王石的生意有了转机。

再后来，王石主动选择了更多事。做
录像机、摄像机进口贸易；成立万科；让
万科成为中国最早完成股份制改造的公
司；放弃万科股权成为纯粹的职业经理
人；带领万科“做减法”，最终成为专注房
地产开发的公司……尽管路途中不乏坎
坷，但王石说：“我就像深圳这座城市一
样，摸着石头过河，杀出了一条血路。”

“在我之前，改革开放后第一代企业
家，像‘傻子瓜子’的年广久，石家庄造
纸厂的马胜利，他们的特点都是从基层
来。到了我们这一代，比如柳传志、张瑞
敏，企业家的出身和气质都有了很大变
化，第一代的企业家多半到 90 年代中期就
消失了，但我们中的很多人一直到现在都
很活跃。说到底，当市场经济确立下来，
就要看企业家能不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
和它相适应。”王石告诉记者。

什么是现代企业？王石曾经在自传中
总结过他的理解：“在市场中应该做简单而
不是复杂，做透明而不是封闭，做规范而
不是权谋，追求公平回报而不是暴利。”

在业界人士的记忆中，印象最深的大
概是时时刻刻被王石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万科不行贿。”不行贿，曾经被评价为
“唱高调”。几年前王石主政万科时在一次
高端研讨会上演讲，当他说起万科企业伦
理中贯穿始终的就是“不行贿”时，场上
鸦雀无声，台下的目光让他感到冰冷。这
目光不是怀疑，而是不屑——你在说假
话吧？

“不行贿其实很简单。”王石说，不行
贿的决定来自于他那时对未来的预判。“如
果你认为将来是灰色的，什么都不清楚，
那正规的企业就会被淘汰，但如果你相信
未来是健康透明的，那正规的企业不但不
会被淘汰，还会成为样本。从股份制改造
开始，我就把规范化放在核心位置，万科
要做中国最规范的企业，规范做事，睡得
着觉。”

不过，王石现在不会再高调为自己贴
上“不行贿”这个标签了。他表示，改革
开放 40 年了，到今天再选这个标签会拉低
社会底线。显然，王石和当代中国企业家
们一样，对未来企业面临的市场环境充满
信心。

改革开放对王石来说，机遇与挑战并

存，每过一道坎儿，都离成功更近一步。
企业家的成功很少有奇迹，但关键时要凭
借智慧对机遇做出判断、对追求永不放弃
的努力、对规则的尊重和坚守。谈到做成
功的企业有什么诀窍，王石说，世界上根
本没有什么诀窍，只不过是坚持，再坚持
一下。“40年前，我从来没想过，自己会成
为一个企业家，但我抓住了时代赋予的机
会。”王石如是说。

“改革开放需要企业家精神”

2003 年 5 月，52 岁的王石登顶珠穆朗
玛峰，成为当时登顶珠峰的最年长华人。
而著名企业家登珠峰的电视直播，更成为
轰动一时的新闻。“好多次想放弃，只是没
有下定放弃的决心。登山经验很特别，不
仅混杂着虚荣心、好奇心、冒险精神，还
有面对恐惧不断挣扎时产生的一种令人刺
激、恐惧和抑制恐惧之间的冲突，使人处
于一种极度专注、兴奋和充满创造力的超
验感受。”王石曾经这样形容登顶珠峰的
感受。

美国 《户外》 杂志记者乔恩·科莱考
尔在记述其攀登珠峰的 《进入空气稀薄地
带》 中曾经这样形容登山，它预示着一种
对衰老、他人的虚弱、人际关系的责任、
各种各样的弱点及缓慢而乏味的生活进程
的青春年少式的拒绝。王石对此毫不讳
言，这种“拒绝”就是个人英雄主义：“我
追求个人英雄主义的顶峰就是登珠峰，追
求个性的解放，就是我能你不能。”他徒步
穿越沙漠和极点，玩滑翔伞创造了中国人
的攀高纪录，并且摔断过两根肋骨。在很
长时间里，王石被人们贴上了“冒险家”
的标签。

2010 年，王石再登珠峰，和 7 年前不
同，在登顶之外，这次的重点是珠峰北坡
的清扫行动，他和其他企业家，以及西藏
登山学校的 15 名专业登山队员在整个珠峰
登山季里，清理了4吨垃圾和200个废弃氧
气瓶，这是中国民间第一次大规模、高海
拔清扫活动。“第一次登珠峰，能上去是我
最主要的目的。第二次登顶的目的更加明
确，就是环保和生态。”

这个转变有着深远的意义，标志着这
一代企业家正在走向成熟，也标志着中国
企业家对自己的行为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作为企业家，要顾及的不仅是你的企
业，你的行业，你的城市，还要承担更大
的责任，号召大家和你一起干，我行你
也行。

这种责任感也体现在他领导的企业行
为。2005年，万科发起了“海螺行动”，在
全国征集“中低收入人群居住解决方案”；
2007 年，为节约建筑中大量消耗的木材，
万科第一次向市场投放了5万平方米的部品

化住宅产品。之后，又开始在深圳、上
海、天津的多个住宅小区中尝试太阳能、
风能等新能源应用。在深圳大梅沙的万科
总部，大楼外种了吸引蝴蝶的金橘和马樱
丹，为了保护迁徙路过的白鹭，万科借鉴
新加坡鸟类保护的经验，在人工湖上做了3
个浮岛。

谈到现代中国企业应该有怎样的社会
责任，王石这样看：“中国正在进入成熟的
商业社会，在这样的环境中，企业赚钱和
尽社会责任并不矛盾。一个好的社会形态,
将使所有人从中受益。作为企业，对社会
责任的主动承担，会在一定程度上为之带
来更大的自由。”

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在发展，企业面
对的环境在变化，企业家也在改变。关注
生态、关注环保、关注绿色发展，以王石
为代表的中国企业家在与时代共进步的同
时 ， 也 在 公 众 中 不 断 树 立 起 自 己 新 的
形象。

这种责任转变也体现在王石本人。他
资助西藏盲童学校，捐出所有代言费，当
过阿拉善 SEE 生态协会的会长、壹基金公
益基金会的执行理事长，又发起了深圳红
树林湿地保护基金会，做广告捐赠公益事
业……人们又给他贴上了“公益人”的
标签。

但王石认为，公益不等于慈善，不是
仅拿出一笔钱来就算了事。“一个公益项目
想要获得公众的支持与参与，无论是公
关、管理、游说，都需要企业家精神。企
业家擅长的正是规划、管理、组织、协
调，如果我们不把这些才能贡献给社会，
仅仅是拿出一些钱来，那谈不上是真正的
企业社会责任。企业家向这个社会输出的
正能量，是现代的管理制度、组织结构、
沟通技巧。”

“改革开放需要企业家精神，因为改革
不仅需要发现目前存在的问题，还需要在价
值多元的社会里，团结起足够多的共识，调
和各种相互矛盾的利益关系，以推动变革和
创新，企业家的作用因此而凸显。”王石说。

“学习是一种生活方式”

2011 年早春，王石开始了他为期一年
的哈佛大学游学之旅，那一年他 60 岁。这
是他人生中的又一次“攀登”：“日日如

‘赶集’。”从早上8点40分上课一直到看资
料做笔记至凌晨。“到了第二学期，明显感
到眼睛老花程度增加，不得不重新配了眼
镜。”但在国内，相信他能如此拼命的人并
不太多。“有人问我，哈佛也有中文班吗？
还有说得更难听的，哈佛也有老年大学？”
说到这儿，王石仰头大笑起来。

“我曾经想过，要第三次、第四次登
珠峰，打破人类登顶珠峰最大年纪的纪
录，但到了哈佛，我放弃了这件事。我两
次登顶珠峰，从个人英雄主义到关注环
保，这都是有形的山峰，而学习中遇到的
困难和挑战激起了我的强烈征服欲，我要
攀上这座山峰。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不可
能既要登物理的山峰，又要登学术的山
峰。其实那段时间我天天都觉得在哈佛熬
不下去了。但总有一个声音提醒我，你是
不是就打算虚晃一枪，你有没有做最后的
努力，你放弃了会不会后悔？”和“肥鸡
丸”事件中王石的自问自答如出一辙，30
多年过去，他少年意气依旧。

最终，王石完成了哈佛的学业，他甚至
可以在世界自然基金会自如地用英文演讲
了。2013 年 10 月，他又去了剑桥。“我读书
是为了个人修为，但又不仅仅如此，作为企
业家，我必须回答一个问题，‘中国企业要
走向何处’？我希望通过学习找到答案，过

去我思考的是‘如何让企业成功’，现在要
思考‘企业成功的背后到底是什么’？”

这其实正体现了中国企业家们的另一
种变化，他们越来越承认知识的力量，并且
希望从中获得前进的动力。“学习是一种生
活方式”，王石一直在用这种生活方式充实
着人生的每一个阶段。王石曾经说过，万科
同样倡导学习是一种生活方式，鼓励员工的
自我提升，通过培训提升员工的专业能力和
自身职业价值。在万科成立之初，有大专以
上学历的员工不足 30%，为此,公司专门组
织初中文化程度的职员接受深圳成人高中
教育，连王石聘请的第一位员工，只有小学
学历的无线电器件装配工邓奕权最终也拿
到了大专毕业证书。后来，万科员工中工程
师所占比例最大，如王石所期待的，万科成
为一家技术型的公司。

王石依然打算继续他的游学之路，下
一站是以色列的希伯来大学，他想在那里
追溯现代企业精神的来源，也吸收现代农
业科技的成果，比如水循环利用，对大
棚、滴灌、育种技术的改良。毕竟他曾经
说过，“70岁以后要去戈壁滩种地”。

此外，他还成立了深潜公司，在牛
津和剑桥组织企业家们培训。“现在已经
做了 8 期，上午先过语言关，做口语训
练 ， 下 午 组 织 他 们 划 赛 艇 、 安 排 其 他
课，其实就是把我游学的经历浓缩在一
个月的时间里。”他还打算成立一家咨询
公司，“预计今年就会成立，帮助企业解决
怎么管理，怎么转型的问题。我到远大、
华大当联席董事长，其实就是为了发挥我
作为职业经理人的长处。看到有那么多
公司有困惑和短板，我们就来成立一个专
业性的公司，把我的知识分享出来”。

在王石眼里，有做不完的事。而其中让
他觉得最有挑战的是他想打造的大运河品
牌，不仅仅是水上运动，还包括城市经济、
体育和文化交流。“中国的运河城市，光地
级以上的就有 40 多个，它们因运河而兴，
又因铁路、高速公路的发展而衰落，但现
在环保又给这些城市带来新的生机。我打
算将运河和运动相结合，然后通过各种方
式唤起人们保护水资源的意识。”王石还表
示，“大运河”不仅限于中国，这将是一个
国际性的概念。“这是我从万科退休之后找
到的主要方向。我们处在这么好的时代，值
得做的事还有很多。”王石说。

我见证了这千载难逢、波澜壮阔的40

年，毫无疑问，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最好

的时代。改革开放是中国发展的最大红

利，明证之一就是深圳的变化，我亲眼见

证着深圳从一个边陲小镇，用杀出一条血

路的勇气，走过了摸着石头过河的 40 年，

变成了中国最有活力的新兴城市，也催生

出包括万科、华为、腾讯等一大批明星企

业。今天深圳前海和深圳所在的粤港澳

大湾区的发展依然生机勃勃、机遇无限，

这里的未来仍将波澜壮阔。

改革开放不仅是生产力的解放，也是思

想和人的解放。刚到深圳时我就想过，如果

能掌管一家企业，一定要给年轻人提供充分

发挥聪明才智的机会，尊重他们的选择，每

个人的发展机遇都是均等的。后来万科也

提倡健康丰盛的人生,强调工作与生活的平

衡。我想，改革开放中的中国人应该享有有

尊严、荣誉、责任、理想的工作和生活。

伴随改革开放，在生存和力求发展的前

提下,企业也必须考虑自己的社会价值，做老

实人，办老实事，说老实话，这是我的一个底

线。为了一个稳定的市场环境,也为了企业

自身的利益,社会的整体发展必然要求企业

是一个有道德的“经济人”，承认企业追求最

大利益的合理性,但同时也要求其逐利行为

要具有合理性。这就是说,诚信守法的原则

应该是一个公司经营和发展的底线。

但仅有底线还不够。企业发展作为

社会发展的一环,也是社会整体的一部分,

因此它对整体社会应有一层权利与责任

的关系。企业家可以并且也应该成为推

动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力量。

我坚信中国的未来一定更加光明，但

这需要每个企业家从自己的企业做起。

一个社会总是有一些传统、规范和模式，

而认识到这些模式存在的问题，重新组

织要素，并为社会创造价值，这就是企业

家，这就是企业家精神。

体现万科绿色环保理念的公园系作品——苏州万科未来之城。 （资料图片）

位于广东东莞的万科住宅产业化研究基地。

（资料图片）
2010年，王石（左）第二次登顶珠峰。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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