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来全国跑， 现在全球跑。
退休的牛根生比原来做生意还
忙，比养牛还累，比赚钱还兴奋，
比从前任何时候都快乐，这就是
老牛的新生活。

第一名：牛根生
第二名：巴菲特
第三名：比尔·盖茨
……
没错，就是这样的排名。 但

它不是财富榜，而是全球股捐的
历史记录：最早以股票形式进行
捐赠的一批有影响力的人物，有
2005 年的牛根生，2006 年的巴
菲特，2008年的比尔·盖茨。牛根
生因此获得“全球捐股第一人”
的殊荣，截至 2011 年底，他捐赠
的总资产价值达 37.5 亿元，其
中，股份红利为 6011万元。

人生“三段论”

“50 岁退休。 ”这是牛根生
向自己和家人的承诺。

2011 年 6 月 10 日，53 岁的
牛根生辞去蒙牛乳业董事会主
席的职务，结束了他的企业家生
涯，这比他此前规划的退休时间
晚了 3 年。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牛根
生提出了著名的人生“三段论”：
0-20 岁，20-50 岁，50 岁至老，
分别为学习阶段、创业阶段与贡
献阶段。

20 岁那年， 牛根生开始做
养牛工。

25 岁时， 牛根生进入奶食
品总厂， 从一个洗瓶工开始做
起，当过班组长、工段长、车间主
任、分厂厂长，一直做到伊利集
团的董事、生产经营副总裁。 他
带领团队，把伊利打造成为中国
冰淇淋第一品牌。

1999 年， 牛根生创立蒙牛
集团，用了 8 年时间，让蒙牛成
为全球液态奶冠军、中国乳业总
冠军，在“一无工厂，二无奶源，
三无市场”的困境下，实现了“一
有全球样板工厂，二有国际示范
牧场， 三有液态奶销量全球第
一”的壮举。 CCTV2003“中国经
济年度人物”给牛根生的颁奖辞
写道：“他是一头牛，却跑出了火
箭的速度”。 2003-2007 年，牛根
生连续五年被评为“中国最具影
响力的企业领袖”。

“小胜凭智，大胜靠德”，“财
聚人散，财散人聚”，牛根生把自
己 80%的年薪散给了员工和伙
伴； 他领导蒙牛与亿万消费者、
千万股民、百万奶农及数十万产
销大军结成命运共同体，被人们
称为西部大开发以来“中国最大
的造饭碗企业”， 由此诞生了一
段流传甚广的民谣：“一家一户
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一家
一户两头牛， 生活吃穿不用愁；
一家一户三头牛，三年五年盖洋

楼；一家一户一群牛，比蒙牛的
老牛还要牛。 ”

“轮回式”财富观

“在讨论了一系列‘怎样挣
钱’的迷人话题后，我来谈的却是
一个‘如何花钱’的话题。 ”这是牛
根生在哈佛大学演讲的开场白。
他是“第一个受邀在哈佛大学讲
企业社会责任的中国企业家”。

牛根生说：“中国有一句古
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一个
人为社会承担责任的最基本方
式，就是不要把自己不喜欢的东
西带给别人，不给自己生活的环
境造成负面影响。对于当今中国
的企业家来说，要求应该更进一
步，那就是‘己所欲，施于人’。

自从 1999 年创立蒙牛时
起，牛根生就把他的薪水分享给
员工、伙伴和朋友，还帮助社会困
难人群。2004年 12月 28日，由牛
根生捐资发起的老牛基金会在内
蒙古自治区民政厅登记注册，当
时蒙牛刚刚在香港上市不久，很
多人对他的做法不理解。“早在
2002年，我就考虑成立基金会，那
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几经反复。 ”
牛根生回忆说，“在做出这个决定
后的一年里， 我体验到了一生中
都不曾体验过的快乐。 一种超然
的快乐，我心里很踏实，不担心别
人恐吓， 也没有了别人对我疯狂
追求财富的误解，孩子找对象也
真实了。 ”

2005 年元月， 他与家人宣
布将自己及家人持有的蒙牛股
份全部捐出用于公益慈善事业。
这一开创性的慈善举动，不仅体
现了中国企业家的侠义豪情，也
是对中国慈善体制的实践和探
索，他也因此成为“全球股捐第
一人”，并于 2010 年被中国慈善
排行榜办公室授予“中国慈善事
业终身成就奖”。

“老牛式”慈善创新

从事公益慈善事业，牛根生
也有自己的“老牛理论”和“牛式
创新”。

他发起成立的基金会以“老
牛”命名，他提出基金会要致力
于“母式基金会”，为各类公益慈
善组织当好“助产士”或“助跑
者”。 老牛基金会除自身开展的
公益项目外，还参与发起了壹基
金基金会，创立老牛师大英才培
养基金，为呼和浩特市慈善总会
捐赠创始基金，支持北师大公益
研究院，与中国红十字会、中国
扶贫基金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
金会等公益组织共同开发项目，
成为众多公益组织和公益项目
的“助产士”。

牛根生还是“基因式慈善模
式”的发起者和倡导者。 他认为
除了“输血式慈善”、“造血式慈
善”， 还有第三种慈善模式，即
“基因式慈善模式”———它着眼
于改造“社会基因”（尤其是“文
化基因”），比如把慈善方面的立
法研究、制度研究、文化研究等
纳入慈善事业的支持范畴。

老牛基金会通过改造“文
化基因”来推动社会进步。 比如
支持北京大学成立慈善、体育与
法律研究中心进行立法研究，与
壹基金等联合创立北师大公益
研究院为公益慈善提供“策源
地”等。

牛根生的慈善观不仅影响着
老牛基金会， 还影响了他的家庭
成员。 老牛家庭的每个成员都各
自在基金会中负责不同公益慈善
领域的项目（详见图表，北京师范
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制图）。

老牛基金会管理的“老牛专
项基金” 也采用了全新的制度设
计： 股份所有权归“老牛专项基
金”， 表决权归现任或继任董事
长，收益权归“老牛专项基金”管
理委员会。 这既不同于所有权与
经营权合一的传统制度， 也不同
于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现代制
度，而是开辟了股权设置上的“第
三种制度”———所有权、 表决权、
收益权“三权分设”的创新模式。

老牛的新希望

2011 年 11 月，在北京师范
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组织下，包

括牛根生在内的一批中国企业
家赴美考察参访。在参观美国大
自然保护协会的环保项目时，牛
根生被夏威夷儿童探索中心的
儿童博物馆深深打动了，他觉得
眼前所看到的一切，彻底颠覆了
自己五十几年来的观念。

自己的孙女和外孙女没有
机会享受到如此的教育认知启
蒙，自己的女儿和儿媳，也同样
没有， 他自己和妻子就不用说
了， 觉得自己压根儿没见过，更
没想过。如果能在中国建立这样
的好项目， 至少可以改变三代
人，这种公益的投入是再划算不
过了。 在他认为，这是他进入公
益领域后百年不遇的好项目。

牛根生从夏威夷回来后，立
即召开老牛基金会高层会议，并
决定一定要让女儿、儿媳和基金
会高层人员专门去美国全面考
察博物馆项目， 并通过项目论
证，全面引进美国教育理念和方
法，在北京和呼和浩特市首建两
家示范性儿童博物馆。

有了这样的设想后，他就主
动联系老朋友、中国公益研究院
院长王振耀，拿出在夏威夷儿童
博物馆参观的照片，形象地描述
冲击他内心的一个个片段：我在
博物馆一边骑自行车，旁边就是
我骨骼运动的图片，然后场馆辅
导员就会告诉我哪个部分是什
么骨，它的功能是什么，这是我
一辈子都不知道的，我也相信这
是在小学生的课堂不能学到的；
还有， 他们带我进去了一个房
间，这个房间就是人类的整个口
腔，我看见一群小朋友拿着像拖
把一样的牙刷在刷牙，啊！ 真的
难以想象，然后工作人员会告诉
小朋友生活中应该怎样刷牙，人
类牙齿的结构是什么。

在那一刻，牛根生这样一位
著名的大企业家、 大慈善家，就
像一个天真烂漫的小孩子：有憧
憬的梦想，更有无尽的活力。

像儿童一样，不断追求梦想
与希望；像老牛一样，在事业的
磨砺和历练中不断超越。 这，也
许就是牛根生的人生写照。

（郭素 章高荣 张晓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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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时报》联手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推出“寻找中国财富价值领袖”系列报道，旨在调研、开发企业家参与慈
善事业的价值理念，通过传播他们对财富的理解、对价值的思考、对社会的贡献和企业家精神，影响更多企业家参与到慈善
事业中来，特别是在当前的社会转型时期，让他们充分发挥榜样的力量，为社会留下一份宝贵的财富精神传承。

� � 牛根生出生于 1958 年，内蒙
古人。 蒙牛乳业集团的创始人，
老牛基金会创始人、 名誉会长。
蒙牛集团联系着百万奶农、千万
股民 、数亿消费者 ，被誉为西部
大开发以来“中国最大的造饭碗
企业”， 并被评为首届中国企业
社会责任调查最具社会责任感
的企业。 在事业发展如火如荼之
际，牛根生宣布捐出自己在蒙牛
所持的全部股份，并从蒙牛逐步
淡出。 2011 年 6 月，他辞去蒙牛
集团董事会主席职务，全身心投
入慈善事业。

新版牛根生的慈善生活

� � 人生观：
我前半生的梦想是追求通

过度己来实现度人；我后半生的
梦想是希望通过度人来实现度
己。

财富观：
财聚人散，财散人聚

慈善观：
1、施者应该向受者感恩，如

果没有缺陷没有灾难，如何能表
现出来施者的作为？

2、 应该在还年富力强的时
候就全心投入这个领域，因为公
益领域也需要创新和投入精力。

价值箴言

院长点评

从一个世界著名的企业家
转变为专职做公益的慈善家，以
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从事慈善事
业，将商业精神与公益慈善完美
结合，牛根生先生实为中国慈善
界第一人，他既打开自己人生创
业崭新一页，也谱写出中国慈善
历史新篇！ （王振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