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生真正的意义和价值，在
于道德的长度和良知的宽度，在
于为他人和社会奉献了什么。连
续九次荣登中国慈善家排行榜
前十名；两度荣誉“中国首善”称
号；七度荣获“中华慈善奖”；在
“影响中华公益的 60 位慈善家”
评选中仅次于华人首富李嘉诚，
位居第二位； 二十年累计捐赠
35 亿元……

在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发展
中， 作为责任企业家的优秀代
表、世纪金源集团董事局主席黄
如论，用实际行动准确地阐述了
一个纯粹的慈善家的精神品质，
为财富阶层树立了慈善榜样。而
一向处事低调的黄如论，对慈善
的理解是那样的朴实无华：“这
辈子赚的钱， 下一代都花不完，
既然如此， 那就多做点慈善吧，
帮助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 ”

做慈善是分内事

黄如论这数十年发展和慈
善之路，能让人清晰地看到他身
上的传统文化烙印。即便是他自
己，也一直坚定地认为他的成长
得益于父老乡亲的滋润、养育和
关爱。 因此他在富裕之后，乐于
回报社会，特别是乐于回报养育
他的故土和父老乡亲。

论积极投身慈善事业，完全
出于一种感恩。他表示：“作为一
个中华儿女，捐赠社会公益是我
分内的事， 没有什么值得张扬
的。 我是农民的儿子，经过这么
些年奋斗， 事业才有所成就，因
此，我理当回报社会，特别是回
报养育我的故土和父老乡亲。 ”

出生于农民家庭的黄如论，
从小家境贫寒，但让黄如论感到
骄傲的是，家里有深爱着他的父
母和祖父母，周围也有不少关爱
他的亲朋好友。被爱包裹的黄如
论， 从小就有一种感恩的心态：
将来一定要用自己的奋斗改变
贫困的生活，并以此答谢关心他
的父辈和亲朋。 这些梦想和信
念，最终都化作了日后黄如论的
人生观与价值观，也成为他从事
慈善与公益捐赠的原始动力。

数年来，黄如论先后为公益
事业捐资人民币数十亿元，在北
京、福建、江西、云南、重庆等地
多处捐资兴建中小学教学楼、博
物馆、医疗中心，并修桥铺路，设
立各类助学金、奖学金、孤寡老
人赡养基金、扶养孤儿基金。

其中， 捐资 1400 万元资助
北京市政府和海淀区政府抗击

“非典”，在连江县城关按福建省
一级达标校规划建成一所现代
化公立全日制普通完全中学“黄
如论中学”， 捐资 1.2 亿元兴建
云南师范大学附属世纪金源学
校，捐资 1.8 亿元建四年制本科
大学“江夏学院”，向中国人民大
学累计捐资 1600 多万， 捐资
1000 万帮助兴建北京大学政府
管理学院大楼……2010 年更是
向河南省正在筹建的一所艺术
院校捐款 3 亿元。 所有这些义

举，受到了各级政府、社会各界
及家乡人民的充分肯定和高度
评价。

在黄如论的记忆中，自小家
境贫寒的他儿时最大的梦想就
是两天换一套衣服，让自己光鲜
一点。 因为母亲长年抱病，是祖
母把黄如论抚养成人，祖母看见
黄如论到处乱跑， 心中既爱又
恨，经常不厌其烦地教育黄如论
好好做人，这些教导至今仍然回
响在他的耳边。

黄如论说，儿时的经历对其
性格有直接的影响，“对于我来
说，金钱只是符号，赚再多也没
有意义，现在，我需要做更多有
益于社会和谐的事。 ”

慈生我心，善行天下

黄如论出身贫寒，早年投身
于建筑业，经过一个个工程的磨
练和刻苦钻研， 积累了丰富经
验，并取得一定成绩。 1986 年赴
菲律宾定居创业发展，事业成功
后， 怀着赤子之心的他 1997 年
回到祖国。

目前，其所创办的世纪金源
集团在中国大陆投资 2000 多亿
元， 开发各类商品房 6000 万平
方米，向国家缴纳各类税费 300
多亿元， 安置下岗工人 8000 多
名，间接解决了 8 万多人的就业
问题，以企业公民应尽的责任为
中国经济繁荣和可持续发展作
出自己的努力。

黄如论在致力企业发展同
时，心系社会，乐善好施，积极帮
助贫困人口改善教育、 生活境
况，走上脱贫之路。 他捐出的善
款大部分用于向经济贫困的学
子、老人，以及经济欠发达地区
的人民提供支持和帮助，设立各
类助学金、奖学金、孤寡老人赡
养基金、扶养孤儿基金、医疗救
助基金， 支持新农村建设等，为
内蒙古、北京、福建、江西、云南、
重庆、湖南、贵州、四川、山东、新
疆、甘肃等地的贫困群体带去生
活希望。

2010 年， 黄如论捐资 3000
万元，成立了“内蒙古希望工程·
黄如论爱心基金”，三年内，捐建
30 所希望小学、资助 4000 名贫
困家庭的大中小学生， 为 20 所
中小学添置高科技教学设备，培
训 600 名乡村教师。 2009 年，黄
如论向山东省慈善事业捐赠
6000 万元， 其中三分之二的资
金用于救助贫困学生和孤寡、困
难老人，三分之一用于敬老院和
中小学校建设， 主要用于临沂、
菏泽两地。 2008 年，黄如论先生
向云南出资捐赠 1 亿 8160 万
元，围绕扶贫开发、产业发展、新
农村建设、第三产业、社会事业
等重点内容， 进行更为科学、系
统地捐赠，把单纯的“输血”改为
促进“造血”， 将传统意义上的
“济贫” 升级换代为可持续发展
的“扶贫”，根本性地提升捐助的
有效性和长效性。 他还先后为
重庆市教育事业捐资超过 2000

万元，让生活在大山里的孩子实
现继续上学的梦想。

有一年，黄如论回家乡福建
期间，听说福建古田县有一个农
民因为穷困看不起病，在身体和
经济双重困境的压迫之下，产生
了异化心理，拿着炸药在公交车
引爆自杀，伤及他人。 这让黄如
论既震惊又同情，为了避免再上
演这样的悲剧，他决定拿出一亿
元来建立福建省江夏百姓医疗
互助基金会，成为国内个人非公
募基金会之一。 时至今日，这笔
资金已经捐出数百万，惠及了众
多家境贫寒的患者，给予他们雪
中送炭般的及时帮助。

二十年来，黄如论平均每小
时捐出两万元。 他慈生我心，善
行天下的大爱精神，受到来自社
会各界的赞誉。

我捐出的都是真金白银

“做人一定要低调。”这是黄
如论经常说的话。 按照这一原
则，他绝少接受媒体采访、参加
各种论坛， 只是因为实力雄厚，
黄如论在地产界的名声很大。

“一个人要实实在在做事
情，不要做一点儿事就讲话讲得
过分。 有些人讲只给富人盖房
子，讲七讲八，好像自己很了不
起。 中国有多少富人？ 赚了一点
点小钱，对社会根本没有一点关
爱，还没有走一步，就跑到十步
去了。 ”

黄如论有资格这么说。累计
捐款近 35 亿元， 在中国的地产
商里绝无仅有。如此庞大的资金
对一个地产商意味着什么不言
而喻。“当然， 这些钱如果去投
资，可能赚很多。但是不一样，一
个是求事业的发展，一个是对社
会的关爱，境界不同。 一个人老
想着我捐的钱要是去投资能赚
多少，那就捐不了钱了。 有的光
承诺捐多少多少，你捐了几个学
校？学校在哪里？光承诺，不算英
雄， 我拿出的都是真金白银，绝
大多数是我的个人财产。 ”黄如
论说。

黄如论自言以后不会留给
后代很多家产，大部分会捐给社
会。“在我老的时候，走到那些学

校去看看， 对我也是个鼓舞，是
个不会磨灭的纪念。 ”

“别人支持我1，我支持他10”

黄如论从小由祖母带大，祖
母多年中反复告诫他“不要骗
人、害人、欺人、诈人”、“慈悲为
本”。早在十几年前，黄如论开始
每个月定期给家乡村子里满 60
岁的老人发生活费。“那时候我
的钱不多。这些老人温饱没有问
题，只是缺少零花钱。 ”现在，接
受照顾的老人的数目增加到了
300 个。

黄如论认为自己村子里一
位给他讲过三国等故事的老者
对他影响很大，因此把老者的儿
子培养成了公司里的一个总经
理。 早年在菲律宾寻求发展时，
黄如论不通语言、 举目无亲，但
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 发达之
后，当初帮过他的人都得到了回
报。“饮水思源，以德报德，别人
支持我 1，我支持他 10。不报答，
那成了什么人啊。 ”

在慈善路上，黄如论始终孜
孜不倦、默默奉献，他崇尚“饮水
思源，以德报德”的价值观念，竭
尽一己之力，参与和谐社会之创
建。黄如论认为人生的幸福有三
个方面：第一，拥有完美自我、获
得事业成功；第二，与社会、与他
人和谐共处；第三，拥有幸福的
家庭。“人活一世，谁都渴望有成
功的事业、健康的身体和幸福的
家庭，经过努力，也可以拥有这
些。 但时光的流逝，却是人类无
法抗衡的，所以我认为，人生真
正的意义和价值，在于道德的长
度和良知的宽度，在于为他人和
社会奉献了什么，有了这些有品
质的思想，才能成就真正有品质
的人生。 ”

黄如论领导世纪金源在发
展中，将企业发展的愿景深深植
根于个人、企业和社会共同进步
的人文土壤中，以优质的产品与
服务，积极解决社会关注的民生
问题，以内外兼善的胸怀和慷慨
无私的捐赠践行企业公民的责
任与社会价值，实现了企业经济
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丰收。

（郭素 章高荣 徐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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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黄如论，1951 年出生，籍贯福
建省连江县， 旅菲华侨现任世纪
金源董事局主席， 兼任中国商业
联合会副会长、中国侨联常委。

多年来，黄如论热心公益慈
善事业， 捐资超过 35 亿元人民
币，连续九次荣登中国慈善家排
行榜前十名 ；两度荣获 “中国首
善 ”称号 ；七度荣获 “中华慈善
奖 ”；在 “影响中华公益的 60 位
慈善家”评选中仅次于华人首富
李嘉诚，位居第二位。

黄如论：中国慈善地标

� � 人生观：
人生真正的意义和价值 ，在

于道德的长度和良知的宽度 ，在
于为他人和社会奉献了什么。

财富观：
1、这辈子赚的钱，下一代都花

不完，既然如此，那就多做点慈善
吧，帮助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

2、 对于我来说， 金钱只是符
号，赚再多也没有意义，现在，我需
要做更多有益于社会和谐的事。

慈善观：
1、慈生我心，善行天下。
2、饮水思源，以德报德。
3、作为一个中华儿女，捐赠社

会公益是我分内的事，没有什么值
得张扬的。 我是农民的儿子，经过
这么些年奋斗， 事业才有所成就，
因此，我理当回报社会，特别是回
报养育我的故土和父老乡亲。

价值箴言

院长点评

富贵倾国，不忘贫贱，思源养
源，以德报怨，慈善奉献 ，赤心甘
胆。 黄如论先生事业成功的过程
中牢记贫苦童年， 于苦难大众常
怀恻隐之心， 于公益项目慷慨捐
献，倡导道德长度与良知宽度，反
对空谈，致力实践，广种福田 ，不
愧为引领中国慈善事业的典范！

（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
王振耀）

黄如论向新疆捐赠 5000 万，用于建设新疆文化软实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