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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使命是：读书、写书、教书。”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产业经济学系主任
芮明杰这样说。

芮明杰生于上世纪 50 年代，这一
代知识分子有着与生俱来的使命感、
责任感和家国情怀，他们从书籍中吸
取睿智，他们在实践中运用睿智，又把
睿智写进书籍，留给后人。

有人说，芮明杰是企业管理界的
“大牛”，也是产业经济界的“大牛”，是
难得的“双料”博导。有人说，他厚厚
的眼镜背后，都是“睿智”。走进新媒
体时代，芮明杰也给自己开设了微信
公号，名字叫“智者老芮”。

读书：扯不断的“复旦情缘”

走进芮明杰的办公室，记者看到
遍布各处的书籍已堆成了“书山”。寒
暄之后，芮明杰坐在“书山”旁边，聊起
他与“书”的情缘……

芮明杰小时候就是个“书痴”。老
人们都说，芮明杰非常有“定性”，能坐
上一整天，静静地看书。

在妹妹芮明佳的印象中，哥哥总
是捧着一本书，连晚上都要抱着书偷
偷躲到被窝里看，以至于小学三年级
时他就戴上了近视眼镜。平时，母亲
给芮明杰的零用钱，他拿到后第一时
间去新华书店买书，鲁迅文集一本本
买回来看，连《列宁选集》《资本论》等
书籍他也借来看。

小时候的习惯，一直没变，甚至变
本加厉。如今，芮明杰的书房真可谓

“书山书海”，连书柜顶上都塞满了书，
可还是不够用。于是，书房里好几把
椅子被“征用”了，电脑桌、打印机柜上
也整整齐齐地堆成了两尺多高的“书
山”，坐在书房读书，就像被书“淹没”
了一样。他的书甚至“侵占”了客厅的
角落。

究竟有多少书？芮明杰也不清

楚，“至少也有几千本了”，现在，每月
仍以一二十本的速度增加。

芮明杰的父亲在复旦大学教书，
对于在复旦校园里长大的芮明杰来
说，上复旦几乎是不言而喻的成长之
路。然而，他的“复旦梦”几度被打
破。他小学六年级时，因为历史原因，
他不得不辍学在家，没有课上，没有书
看，他过得异常苦恼。

直到 1968 年秋天，芮明杰终于可
以上初中念书了，那时的学习内容相
对简单，数学只学到一元一次方程，没
有物理、化学，他的成绩全班第一。
1972 年初中毕业，芮明杰告别了学校
去上海郊区插队落户，学习农业生产，
学习独立生活。尽管离开了学校，但
芮明杰没有放弃读书，他一直坚持看
书、自学，从未间断。

5 年后恢复高考，芮明杰的“复旦
梦”再度燃起。他开始疯狂自学，每天
只睡两三个小时，却丝毫不觉得辛苦，
也许这就是梦想的力量。

或许是命运和他开了一个玩笑，
1977 年高考结束后，因为芮明杰的数
学成绩优异，被招进华东师范大学数
学系，尽管这不是他的志愿。

大学毕业后，芮明杰被分配到中
学当数学老师，他依然念念不忘“复旦
梦”，他决定考复旦的研究生，选择读
工业经济专业。他说：“经济管理在我
们国家几乎是空白，肯定有很大的发
展空间，我可以更好地为国家作一点
贡献。”

这一次，他终于圆了自己的“复旦
梦”。而后，他在复旦一待就是几十
年，不断实现新的梦想和追求。

教书：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我在复旦工作了 30 多年，一直
和学生们在一起，教过本科生、研究
生、博士生、MBA、EMBA。”芮明杰

说，“当年刚刚恢复高考时，来自各方
的同学们一旦获得上大学的机会就非
常珍惜，不需要老师督促学习。现在
的学生相对而言缺少一些自我学习、
自己努力钻研的精神，大部分同学还
需要老师的鞭策和督促”。

谈起几十年的学习和教书生涯，
芮明杰格外感慨，也格外看重每一次
上课的机会，更看重每一次和学生交
流的机会。面对学生，芮明杰自始至
终保持“认真”二字。刘明宇副教授
说：“我最佩服的是他上课把喉咙说哑
了，也毫无怨言。”

在芮明杰的书桌上，放了一盒又
一盒润喉宝、枇杷糖等。他的嗓音沙
哑而低沉。在几十年的教学生涯中，
他的嗓子变了。曾经有一次，芮明杰
已经为复旦管院 EMBA 学生不间断
地上了整整 4 天课，很快到了最后一
堂课，可学生们都听得很入迷，在学生
的请求之下，芮明杰继续讲下去，一直
讲到当天晚间时分，他喉咙嘶哑得已
说不出话了。

在教学上，芮明杰是出名的严师；
在生活中，他则是一名慈父。每次过
节他总要请学生一起聚餐，每次都亲
自点菜，照顾到所有学生的口味，学生
杨丰强喜欢吃肉，学生王明辉喜好吃
鱼……他都记得清清楚楚。他和学生
聊热门电影，他推荐给学生读他最近
看到的好书，他给学生讲他儿时的作
家梦想。正如他的一位学生所写：“初
入芮门，也许会给人一种侯门似海的
距离感。然而，很快便会发现，在老师
不苟言笑的背后有着对学生的无私关
爱。这种关爱凝结在一个个细节中，
就像陈酿的美酒，需要我们慢慢地回
味与品尝。”

在“芮门弟子”中，还有一些特殊
的学生——企业家。芮明杰的“企业
发展管理”课程，就是他专门为EMBA
开设的一门经典课程，听起来十分“高
大上”：有宏观经济规律，有微观企业
管理；有前沿的管理理论，又有接地气
的商业实践；既跨越时间，又跨越空
间。以至于同学们在上课之前都很好
奇：这门课到底要怎么上？

“在 EMBA 教学体系中，大部分
课程设置比较有专业针对性，比如会
计学、财务管理、市场营销等。但是，
考虑到学生们大部分已经身居企业决
策层，拥有相当的管理经验和决策权
力，他们应该在了解并学习专业课程
的基础上，培养训练自己的战略性远
见。《企业发展管理》就是这样一门整
合了各专业知识并应用到企业具体发
展过程中的综合性课程。”谈到这门课
程的目标，芮明杰如此解释道。其实，
芮明杰早在十多年前便从复旦EMBA
学生的需求出发，开设了具有“普适
性”的《企业发展管理》课程，他希望能
够帮助企业成为持续发展的“长寿”
公司。

对于当下的民营企业和国有企
业，该不该转型、什么时候转以及该怎
样转等问题，一直困扰着企业家们，芮
明杰对此点明：“这些问题的实质其实
就是如何成为‘长寿’企业。我开设这
门课的初衷就是想通过介绍前沿管理
知识、分析经典企业发展案例，来帮助
EMBA的企业家学生们实现这一远大
目标。”

为此，芮明杰提出了“三先理论”：
先知、先觉、先行。“先知”就是把握未
来趋势，“先觉”是指具备良好的判断
和分析能力，“先行”即以优秀的执行
力作为支撑。通过“三先”理论，芮明
杰致力于培养同学们理性思考的能
力，从而帮助他们建立起对企业未来
发展规划的战略思维。

写书：和作家一样笔耕不辍

“我最初的梦想是成为一名作
家。”芮明杰说他年轻时有个文学梦，
如今他以学者的身份，写了不少书，和
作家一样算得上笔耕不辍。

据统计，芮明杰已出版著作（包括
合著）约 60 余部，这个数字还在不断
地增长中。芮明杰希望这些著作所表
达的研究成果与理论思想能够被更多
人阅读接受，能够对我国产业发展、企
业管理水平的提高有所贡献，能够惠
及他人。

比如，上海今年提出了“全力打响
‘上海制造’品牌，加快迈向全球卓越
制造基地 3年行动计划”。对此，芮明
杰提出：“面对全球制造业发展的新变
化，面对新一轮技术革命，上海制造业
有跨越与赶超的勇气与动力，以先进
制造业集群发展为载体，也就是通过
自主创新直接把握世界先进制造业的
价值链高端，发展附加价值高收益大
的环节，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从而
成为该产业价值链的控制者，同时能
形成引领其他相关产业转型升级的创
新模式，我认为这一点最重要，也最具
有难度。”

针对未来上海制造业发展的路径
问题，芮明杰还提出：“政府的政策应
该有利于企业成长与竞争力提高，上
海应该在制造业中有计划、有步骤地
从政策上引导和培育优势企业尤其世
界级的先进制造企业，成为上海制造
的中坚力量。”这些都是切中肯綮的意
见，从目前上海制造业的发展走向来
看，也确实印证了芮明杰的观点。

“我的使命是：读书、写书、教书。”
芮明杰说：“有人曾问我退休后做什
么，我说退休后不能教书了，但可以继
续读书、写书，我希望能从个人视角写
一部新中国变迁史，尤其是产业与企
业发展的变迁史。”

谈笑间，芮明杰的眼睛里再次闪
烁着“睿智”的光芒。

“每当看到几万村民受益，看到我
们种植的马铃薯畅销国内外，我就觉
得再辛苦也值了。”一说到马铃薯马生
科就特别兴奋。

1961 年马生科出生在宁夏西吉
县将台堡乡伙沟村的一个农民家庭，
在 11 个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八。因为
生活困难，高中一毕业，马生科就到村
办小学当了一名全科教师。

当年，村里通往学校的路上有条
小河，因为没有桥，成了孩子们每天上
下学路上的一道“天堑”，马生科每天
早早起来等在河边，负责把上学的孩
子们一个个背过河，这一举动很快让
这个小“教书匠”出了名。不久，县里
为了表彰他，准备将他转为正式编制
教师，每月工资从 7.5 元涨到 30 多
元。然而，马生科听说后马上来到县
委书记办公室，“我不想转为正式编
制，能否给我贷款3万元，我要把村里
的乡镇企业办起来”。县委书记听了
他的想法后，当场给予支持，靠政府借
资1.5万元和银行贷款1.5万元凑了3
万元。1982年，马生科创办了全县第
一家乡镇企业。

位于六盘山西麓黄土高原中心地
带的西吉县，气候和土壤条件得天独
厚，产出的马铃薯个大、皮薄、肉嫩。
因此，西吉县将“小土豆”作为增加农
民收入的首选产业。

然而，村民们只是听说马铃薯市
场越来越好，但对于怎么拿到订单，往
哪里卖才能赚钱，却两眼一抹黑。这
时，马生科主动要求担起销售马铃薯的重任。从1994年成立固
原福利运销中心，到2002年成立固原马铃薯协会，再到2007年
创办六盘山薯业有限公司，马生科带着薯农们一路走来，从最初
带动几个村、几个乡镇直至带动固原市几个县几十万户薯农致
富奔小康，六盘山下的“小土豆”也从销往银川、兰州、西安，到热
销北京、天津、山东、河北、河南等10多个省区市。

“我最大的梦想就是把西吉马铃薯卖到国外去！”通过市场调
研，马生科发现马铃薯外销最大的市场在农业欠发达的国家和地
区。“2005年我们到了迪拜，发现迪拜居民更喜欢吃荷兰薯。回
来后我带人在固原地区补种、扩种了2000亩荷兰薯。目前，六盘
山薯业有限公司与迪拜长年有着稳定的合作。”马生科说。

2013 年，一位约旦商人走进中国驻约旦大使馆，他手持一
份报纸，“能帮我找到这个人吗？”只见约旦报纸上刊发一篇题为

《中国宁夏马生科通过“一带一路”把马铃薯运到中东》。几经周
折找到马生科后，约旦农业主管部门邀请他去约旦帮助建设马
铃薯种植示范园区。

如今，想到2010年拿下120万美元外销沙特的第一笔大额
订单，想到约旦3800亩中国马铃薯种植示范园区，马生科满脸
惬意。

王贵武出生在天津西青区一个
普通农民家庭，1978 年入伍到兰州空
军部队，两年后复员回到家乡，经过
艰苦创业，于 1997年成立了天津银座
集团有限公司。20 年来，他用“不是
亲人，胜似亲人”的义举，践行了“烈
士为国尽忠，我替烈士为母亲尽孝”
的诺言。

1998 年，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洪
水肆虐祖国大地，解放军前赴后继奔
向抗洪第一线，王贵武也时刻关注着
部队抗洪抢险情况。当他从电视里看
到空军某连队有 10 名官兵被无情的
洪水卷走后壮烈牺牲的消息时说：“如
果我还在部队，我也会挺身而出。现
在我的好战友牺牲了，最悲痛的莫过
于他们的母亲，我要把烈士的母亲当

成自己的母亲，替他们尽孝。”
怀着对烈士的一片敬意，尊认 10

位烈士母亲的想法得到了家人支持，
王 贵 武 从 天 津 驱 车 踏 上 了 认 母 之
路。半个月的时间，他跑遍了湖南、
安徽、陕西、甘肃 4 个省，把 10 位烈士
的母亲一一认作自己的母亲。为了
能让 10位母亲晚年生活有保障，王贵
武认母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拿出 12 万
元给每位母亲购买了一份养老保险，
使她们在 60 岁以后每月都能领到一
份生活补贴。

每到春节，王贵武不管多忙，也
要抽出时间到 10位母亲家里拜年，并
且根据烈士家庭的经济状况，分别给
母亲 1000 元至 10000 元的生活费。
由于母亲们大都住在偏远山区，交通
极为不便，王贵武每次去探望她们都
是下了火车坐汽车，下了汽车坐“摩
的”，有的山区连摩托车也进不去，只
能靠步行。春运期间，各地火车票都
非常紧张，有时连座票也买不到，他

干脆就站着，这一站就是十几个小
时。母亲们看到他既高兴，又心疼，
劝他别再这么折腾，王贵武却说，“只
要看到母亲们身体都好，我自己苦一
点、累一点不算什么”。

母亲们的生日王贵武都清楚地记
在小本子上。每逢母亲过生日，王贵
武都不忘打电话问候，并托家人在当
地定制生日蛋糕，为母亲祝寿。

2004 年，王贵武听说高建成烈士
的母亲杨妈妈腿摔伤了，卧床不能动，
他马上去湖南照顾老人。2008 年的
春节，看到黄孝圣烈士的母亲许妈妈
因患老年白内障，双目已完全失明，王
贵武立即拿出 1 万元资助许妈妈做眼
部手术。这几年有 3 位烈士母亲先后
去世，王贵武都像儿子一样为老人守
灵，操办丧事……

在 2008年汶川抗震救灾中，成都
军区某陆航团邱光华机组和“抗震救
灾英雄战士”武文斌等 6 位官兵牺牲
的消息再一次打动了王贵武。随即，

他驱车8000多公里，在当地政府和部
队领导的帮助下，将 6 位烈士的母亲
都认作了自己的母亲，并表示要像对
待 1998 年尊认的 10 位抗洪烈士母亲
一样把认母尽孝的举动延续下去。

先前认的 16 位烈士母亲，如今还
有 13 位健在。王贵武考虑到母亲们
年纪都大了，自己也近 60 岁，为了便
于尽孝，2018 年“八一”前夕，他把母
亲们都接到天津养老，称母亲们居住
的大院为“英雄母亲之家”，房间内设
施齐全，满足了这些烈士母亲的生活
需求。“咱们天津有句老话，既然认了，
就是亲的。现在我把她们都接过来，
让她们踏踏实实地过上好日子。”

从全国爱国拥军模范到“最美退
役军人”，王贵武为烈士母亲尽孝从未
间断。“20年认母经历也是我受教育的
过程，我还会一直做下去。”王贵武说，
今后他要在企业发展的同时，继续为
更多需要帮助的军人烈士父母提供无
偿住房养老。

天津银座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贵武：

“烈士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
本报记者 郭静原

立 志 读 尽 人 间 书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产业经济学系主任芮明杰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李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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芮明杰教授为复旦大学

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产业经济

学系主任。

芮明杰教授是国务院特

殊津贴获得者，教育部跨世

纪优秀人才，国家管理学著

作一等奖获得者。

今年 57岁的江西峡江县顺福堂中药饮片有限公司老药工

廖慧安，39年来专注“樟帮”中药炮制，从未间断。

中药炮制工序繁杂，浸、泡、煅、煨、炒、蒸、煮，每一道工序都

马虎不得。中草药“化腐朽为神奇”的过程，正是药工们流汗的

过程。“有些人工活，是机器替代不了的，就拿切片来说，为了充

分发挥药效，我把白芍切到0.1至0.2毫米，但机器就做不到。”虽

然现在很多设备都进步了，但在炮制的重要环节，廖慧安还是坚

持自己的手工活。30多年来，他始终遵循着“品味虽贵必不敢

减物力，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的古训，并将自己的中药炮制

技术传授给来自全国各地的徒弟们。

曾双全摄影报道（中经视觉）

廖慧安展示“白芍飞上天”。

廖慧安（中）正在教徒弟切白芍。

廖慧安将切好后的枳壳上架晾晒。

匠心传承老药工

“智者老芮”，为学生们指导人生方向，如今已是桃李满天下；为政府和企业提供智慧，如

今已是著述等身。现在，芮明杰仍然活跃在学术一线，孜孜不倦地贡献着自己的“睿智”。

人物小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