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安永全球企业家大奖颁奖现场 ， 曹德旺从安永全球 CEO
Jim Turley(左 )和评选团成员 ICICI Bank 总裁 K.V.Kamath(右 )
手中接过奖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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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德旺，1946 年出生， 福建
福清人， 福耀玻璃集团创始人 、
董事长。 1987 年曹德旺成立福耀
玻璃集团， 目前是中国第一 、世
界第二大汽车玻璃制造商。

从 1983 年第一次捐款至今，
曹德旺累计个人捐款已达 60 亿
元。 2011 年，曹德旺将其家族持
有的 3 亿股福耀玻璃股票捐赠
给 “河仁慈善基金会 ”———该基
金会由曹德旺出资 2000 万元成
立。 这 3 亿股价值超 35 亿元，每
年用于慈善事业的金额将达 3
亿到 5 亿元。

从布施到般若

首善曹德旺的人生境界

人生观：
放下，就是幸福。

财富观：
1、该花一万花一万 ，该省一

分省一分 ， 该挣一分努力挣回
来。 我的钱够买米就行了。 钱根
本花不完， 与其死了带不走 ，不
如散给有需要的人。

2、先富裕起来的企业家应该
明白，这是国家的政策导向给你
带来的机会。 做任何事情都要讲
良心 ，企业家 、富豪都要有感激
的心态。

慈善观：
穷则独善其身， 达则兼济天

下。

价值箴言

院长点评

佛本慈悲，布施善业，弘毅明
道，忍辱精进，普渡苍生。 曹德旺
先生以虔诚的佛教徒修行 ，将其
道场置于创业 、 兴业与慈善事
业 ， 开拓出辉煌圆满的人生境
界，我们看到了佛教慈善家的圣
洁品格， 中国首善， 当之无愧！

（王振耀）

“人生就是一场修行， 修行
是一条路， 而路的尽头就是智
慧”。

持戒行商 30 载， 布施散财
60 亿。 头顶“玻璃大王”、“慈善
大王”两个光环的福耀玻璃工业
集团董事长、中国首善曹德旺把
人生当作一场修行，始终追求人
格的完美，“人生借由布施、持
戒、忍辱、精进、禅定等步骤，最
后达到般若（智慧），完成人生的
轮回。 ”

11 月 17 日，由曹德旺捐建
的福清市高山镇崇思寺将举行
建成仪式，曹德旺希望崇思寺能
为当地造福。 在曹德旺看来，生
活中的一切皆是佛理：做善事是
布施； 规范经营企业是持戒；忽
略掉社会上一些因不理解他的
言行而出现的负面声音甚至诽
谤是忍辱；不断摸索使事业进步
的方法是精进；追求人格完美以
达般若波罗。

捐 60 亿是小善
为正是大善

布施有财施、 法施和无畏
施。 在曹德旺看来，财施仅是小
善。

曹德旺的第一次捐赠是在
1983年。 当时他刚刚承包高山玻
璃厂，还没赚到钱时，就应其小学
老师的请求拿出 2000 块钱为母
校添制了新课桌。从那次开始，他
的善举就没有间断过，至今，曹德
旺的捐赠已经累计超过 60亿元。
在中国慈善排行榜上， 曹德旺在
2010、2011两个年度身居榜首，并
蝉联“中国首善”称号。

“捐款， 我是出于一种共享
的心态”。 对于其每一次慷慨解
囊或解危救急，曹德旺往往表现
出一种令人印象深刻的淡然，他
很少主动去渲染他的义举给获
助对象带来的改变。 曹德旺认
为慈善是财富第三次分配、调节
两极分化、促进社会和谐的关键
工具，“我希望带个头，引起企业
家重视慈善事业，因为中国的事
情应该由自己人来完成。 ”

然而，曹德旺又绝不是一个
不计成本滥施善心的“老好人”。
他特别注重调研，所参与的大部
分慈善捐助工程，都亲自安排工
程施工队，并时时现场监督工程
项目的进展，以便将每一分钱落
到实处，让他的捐助款尽可能地
发挥出最大效果。

在捐助西南五省抗旱项目
上，他要求实施方中国扶贫基金
会半年内必须将 2 亿元善款发
放到近 10 万农户手中， 差错率
不得超过 1%， 管理费不超过
3%。 这份被媒体誉为“史上最苛
刻的捐款”的捐赠合同，给曹德
旺打上了“既慷慨，又抠门”的慈
善家标签。

最终，中国扶贫基金会顺利

地完成了项目实施，树立了基金
会的品牌，同时也为中国公益慈
善界提供了一个超脱固定思维
模式，求新求变，提高运转效率
的经典案例。

“对有能量的人抠门，也是一
种英雄本色”。曹德旺对扶贫基金
会的“苛刻”不仅是为了让慈善更
有效，同时，也是借此推动公益组
织更加专业化。“关于基金会的管
理费， 我现在认为最重要的是花
钱要透明，在这个前提下，合理就
行，不管是 3%还是 10%，能经得
起检验就好！ ”曹德旺认为，在公
益慈善领域引入市场手段， 让管
理费比例在“看不见的手”的引导
下达到动态平衡。

对曹德旺而言，捐款再多也
是小善，为正才是大善，福耀玻
璃养活着 1 万 5 千人，上下游产
业链加起来十几万人，即是“大
善”。

正因如此，他捐出自己家族

所持福耀集团 3 亿股股票（当时
股价约合人民币 35.49 亿元），
捐资成立河仁基金会，其最主要
的目的，是为了影响和推动中国
公益慈善事业变革，藉此探索现
代慈善的新思路和新方法。曹德
旺说：“股捐是非常好的方式，既
能保证企业的正常运营，又能为
慈善提供可持续发展的资金，这
是政府应该支持和鼓励的。成立
河仁基金会的主要目的是研究、
发展和创新慈善制度，定位就是
要做民间的慈善智库。 ”

持戒行商 践行佛理

“市场经济就是条约经济，条
约就是要讲求公正与公开。 信息
公开， 是公正和建立信任的基本
前提”，言及 30多年的从商感悟，
曹德旺最看重的是规范经营。

从 1983 年承包玻璃厂，到
现在年销售近 90 亿元的全球第
二大汽车玻璃产品提供商，曹德

旺始终把规范经营和企业社会
责任放在重要位置。

尽管曹德旺之兄曹德淦曾
出任福建省副省长，但是他很不
习惯和政府打交道，他自称企业
界的朋友不是很多，喜欢一个人
打高尔夫， 他也从不给官员送
礼。 曹德旺说，他从不做灰色地
带生意，不捞快收入，一门心思
做好汽车玻璃产业， 替国家分
忧，照章纳税。 为了专门琢磨经
营上的事儿，很多年里，他都拒
绝出任董事长， 只任总经理，董
事长的位置则给了一位熟悉怎
么与官场打交道的搭档。

在曹德旺身上，至今仍保留
着一股商界人士身上罕见的率
真之气。 本色的个性，容易令人
遵循内心真实的考虑，洞悉问题
的真正根源， 一切从实际出发。
这也让曹德旺炼就了讲求实际
的习惯，很多复杂的问题因而变
得简单。

曹德旺坦言对他一生影响
最大的是父母，是父母让他养成
了善良、正直等基本品格，他把
基金会取名“河仁”，也是为了纪
念父亲。 除此之外，他还非常敬
佩著名华侨、慈善家陈嘉庚和台
湾“经营之神”王永庆，他们的经
营管理理念和慈善理念曾给曹
德旺很大的触动。

已迈过花甲之年的曹德旺，
并没有停止用佛理指导他现实
的人生。 在他的办公室和豪宅
的入口处，还各自陈列着一部特
制的《金刚经》———长 1 米 2，宽
78 公分，厚达 12 公分。

曹德旺相信， 这么多年来，
他的修功德行为，与他做企业的
成功，冥冥中有一种关联。“功德
做得越大，我感觉自己的企业也
越成功。并不是真的有‘菩萨’在
保佑你，而是佛教能够净化你的
心灵， 当你一心修行功德时，内
心变得宁静、简单，怀有感恩的
心态，这种心态会转移到生意的

方方面面，变为做生意时的一种
内心状态。 ”

曹德旺是个虔诚的佛教徒，
对于佛学，他始终保持着独立理
解、独立领悟、独自修行的方式。
他斥巨资兴建寺庙，却很少烧香
许愿，“有时候我进寺院，出于对
佛祖的敬重，也会烧香。 但是我
从来不求什么， 我知道求也白
求，根本不灵，一切都在你自己
心中。 你为什么去祈福烧香？ 因
为你嫌自己不够富。你为什么嫌
自己不够富？ 因为你有贪念。 烧
香烧不出佛理，烧不出平常心。”

让人生实现一个
圆满的轮回

曹德旺的财富观是，财富生
不带来死不带去，要去帮助那些
有需要的人。 财富好像流水，留
是留不住的，不必留给子女太多
钱， 应该留给他们智慧和修养。

“你有能力就会有钱，没有能力，
给你钱也会花光。 ”

曹德旺说他从不怕谁对他
有非议，“我的一生是光明磊落
的，我所做的事情，在中国企业
家中凤毛麟角。我 30 几年创业，
没有给任何一个官员送月饼，但
每年我都会给员工送两盒月饼。
如果想通过捐款扩大影响力和
知名度， 我可以花钱把 CCTV
的广告都包下来，但是捐款几十
个亿，是赚不回来（影响）的。 ”

如今从福耀管理一线退下
后的曹德旺，不必再时时刻刻操
心公司的事务，其位于福州市郊
占地 6000 平米的豪宅， 完全依
据曹德旺个人的建筑审美风格
而建。但是曹德旺并不是一个享
受安逸生活的人，“在这里（豪
宅）我感觉不太自在，佛祖是在
露天的菩提树下顿悟成佛的。我
住这么好的房子干嘛？ ”

1991 年， 曹德旺看了一本
弘一法师的自传， 深受感染，想
要出家。“早也一餐饭，晚也一餐
饭，每天工作 16 个小时，这么辛
苦为什么？ 我认为不值得，想不
通”，后来，他明白修佛就是修自
己，佛理就是哲学，一心向佛，也
不一定必须皈依。 宗教是哲学，
不是迷信， 它是一门很深的学
问。 中国的商帮文化，就是秉承
佛家来的。 儒家讲，达则兼济天
下，穷则独善其身。 ”

曹德旺穷过， 然后借助智慧
和机会享受到了财富能给予他的
一切物质上的奖励。但如今，住在
豪宅里的曹德旺， 设想的并不是
将财富留给下一代， 或是创造一
个百年家族老店。 进入花甲之年
后，在“获得”和“放下”之间，他越
来越向后者倾斜， 这不仅能使自
己的人生实现一个圆满的轮回，
他也是在亲身为中国慈善界摸索
着正确的思路和方法。

（郭素 章高荣 徐辉）

之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