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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亚文：重视每个善良的“一念之间”
� � 在中奥联合置业有限公司
开 发 建 设 的 大 型 城 市 综 合
体———塔耳门·中奥城开盘之
际，《公益时报》记者一行来到素
有巴国别都之称的重庆合川区。
合川是巴文化的发源地之一，拥
有钓鱼城、涞滩古镇等著名历史
文化古迹，这里人杰地灵、民尚
习文， 兴学重教之风源远流长。
正是在这样一个充满人文气息
的西南之区，多次荣获中国慈善
榜年度慈善家称号的中奥联合
置业董事长潘亚文，用实际行动
践行着“以爱心赢得未来”的企
业理念。

“中奥地产将以‘用爱心赢
得未来’的企业基本理念和实际
行动践行企业社会责任，用爱心
文化折射出善待客户的美好理
念，并在合川、在重庆、在西部，
持续长久地进行公益活动以及
投资支持，为西部大开发建设和
企业自身的发展壮大一直不懈
努力。 ”潘亚文在中奥集团举办
的“我的梦·中国梦·重庆行”公
益晚会上告诉记者。

诚信是至善

潘亚文出生于福建莆田，童
年的艰苦岁月给他带来了苦痛，
也带来了奋斗的力量和意志。

从 13 岁开始，潘亚文就进
入“半工半读”的状态———每天
傍晚放学后， 他会骑着父亲那
辆破旧的自行车花两个多小时
跑到镇上买烟， 然后再推着差
不多跟他一样高的自行车走街
串巷，到各个村里推销。 不过好
景不长， 这辆破自行车在被他
折腾了半年后终于散架了。 家
里最值钱的家当报废了， 潘亚
文最初的“从商梦” 也随之破
灭。

1984 年， 潘亚文来到广州，
在一个鸡苗孵化厂找到一份推
销员的工作。 在别人将公鸡、母
鸡混在一起卖，甚至把公鸡当母
鸡卖的时候，他却是主动把公鸡
和母鸡分开。 年少聪明的潘亚
文， 从来没有将精力放在欺骗
上，而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诚信
的经营之路。 都说由小看大，正
是这份不贪小便宜的正直、诚实
的善念，让潘亚文在渐渐成长的
过程中，积累起了更大的物质财
富。

入冬后， 鸡苗的买卖进入
淡季， 回到家乡的潘亚文却再
也无法安心于贫瘠的乡村 。
1985 年春节， 他前往北京谋求
发展。 从销售工地安全网、花盆
到生产和批发板材和原木，潘
亚文在一次次的销售中积累经
商的经验。 1988 年 3 月，潘亚文
成立了自己的木材销售处，随
后的两年里， 他请来几个老乡
在北京联系销售， 自己则长驻
长白山林区， 扎扎实实地拓展
着自己的事业。 潘亚文的诚信
忠厚，让他的口碑渐立，事业小
有起色。

让自强成为连锁反应

在潘亚文初闯北京之时，还
发生过这样一个故事。 1985 年 2
月，当时来北京只有十多天的潘
亚文在北京站遇到了遭受众人
歧视的残疾女孩杨雪梅。 他自己
的盘缠已所剩无几，却毅然把自
己仅剩的钱给了这个素未相识
的陌生女子。 故事讲到这里，其
实本可以作为一场“好人好事”
的光荣事迹结束，但令人感到惊
讶的是，潘亚文在事业有所起色
之后，又神奇地与这个“残疾妹
妹” 再次相逢。 这次，潘亚文不
但为这个妹妹解决了住房问题，
还帮助她的老公在住所楼下开
了自己的豆腐店， 虽是小本经
营， 但生活从此不是大的问题，
杨雪梅的身体状况也得以改观。

在食不果腹之时，潘亚文选
择义无反顾地帮助弱势； 在钱

袋充盈之后， 潘亚文的这种善
之品质、爱之行动，更以“光速”
发展：2006 年，他与全国青联委
员张汉龙共同捐建了黑龙江省
镜泊湖希望小学 ；2007 年，在
“春暖 2007”青艾工程大型公益
活动上， 他捐款支持在全国一
万所学校的青少年中开展艾滋
病防治教育， 并救助部分艾滋
孤老；2008 年汶川地震发生后
第二天， 他即通过共青团向灾
区捐款 30 万元人民币， 并于 6
月下旬亲自到四川灾区北川、
映秀等地看望和慰问受灾民
众， 累计向灾区捐款超过 133
万元；2008 年 9 月，在震后第一
个学期开学之际， 他又资助了
100 名四川大学受灾学生，让他
们得以安心完成学业；2009 年
2 月， 他随中央国家机关青年
联合会慰问团赴西沙群岛慰
问，并向中国海监 83 船、西沙
水警区赠送慰问金……

四川大学的一名老师说，潘
亚文已经连续多届资助该校的
贫困学生，最先接受帮助的一些
孩子， 如今已经找到了好工作，
有的则被保送了硕士、博士。 一
位已考上化学博士的同学罗佳
说：“从‘潘先生’，到‘潘叔叔’，
再到‘潘爸爸’，我们对他的感情
是实实在在地在递增。 在听说他
奋斗的故事之后， 我深受触动，
是他让我知道，贫困并不是一种
劣势， 更不应成为人悲伤的借
口。‘莫笑少年穷，男儿当自强’，
他不仅帮我完成了学业，更让我
知道自信何来。 ”

身为四川大学自强社社员
的罗佳还表示， 在他今后的人
生岁月里，他将以潘亚文为榜
样，将慈善之心发扬 ，帮助更
多需要帮助的师弟师妹。“以
一传十，让自强成为一种连锁
反应 ， 我相信这种力量的强
大。 ”罗佳说。

善良成就大人生

在潘亚文给四川大学自强社
同学们的回信中， 他告诉这些他
帮助过的孩子，“善与恶、 进取和
放弃，皆在一个个‘一念之间’，而
不放弃每个善良的‘一念之间’是
成就大人生的必须选择”。

“老舍在《我这一辈子》里有
这样一句话———我这一辈子活
得像纸一样轻飘！ 这是很有道理
的一句话，每个人都活得像纸一
样轻飘，不管怎样也逃不出社会
和命运的摆布。 但是我们可以选
择用自信和坚强、 用善意和理
解、用积极和乐观的心态来完成
这个过程。 这样的话，我们会变
得快乐， 对生活对社会充满信
心，对未来充满期待。 ”潘亚文在
信中写道。

“而人生的态度，积极和悲
观，善良与恶意，常常是在一个
转念之间。 只有不断尝试，愿意
释放善意，永远向上的人，人生
才会成功。 ”潘亚文觉得，虽然有
时候，一分耕耘未必等于一分收
获，可是，不去耕耘，一定不会有
收获。“一味地沉浸在问题可能
带来的后果中，那是解决不了任
何问题的。 生活是那样的美好，
我们要积极地去生活，这本身就
是一种对待人生和社会的莫大
善意。 所以要尽情去追求，去发
现善美、感受善美和享受善美。 ”

的确，潘亚文心中自有一股
独特又向上的“善意哲学”。 他每
次都会将善良的“甜头”无私地
分给他帮助的人，除去财物的布
施， 他从不放弃心灵布施的机
会， 因为他甚为懂得每个善的

“一念之间” 或许就是解开人一
生困惑的钥匙。“如果生活偶尔
让你失望了，还是要积极，要乐
观，要仰着头微笑。 我们知道，每
一个人都心怀梦想，每一个人的
善之行动， 都是一颗希望的种
子。 怀着善意与希望生活的人，
一定会拥有充满色彩的人生。 ”
潘亚文对记者诚恳地说。

本着“用爱心赢得未来”的
基本理念，将诚信、重才、务实、
求真的气质融入经营的过程中，
潘亚文始终用行动在践行着他
“敬天爱人， 利他利己， 谋利有
道，善行天下”的企业文化。 中
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 中国
十大慈善家、中华慈善奖得主、
新长城教育扶贫慈善明星、中
华慈善总会青艾工程爱心人士
……潘亚文已获褒奖无数 ，然
而，如今的他，对慈善事业仍保
有清醒认知。“慈善事业值得我
一生去奋斗。 这种奋斗不仅仅
是捐多少钱的概念， 而是尽我
所能，付出真心，去帮助别人，
关心社会，去做更多有意义的事
情。 ”说这话的一瞬间，潘亚文的
眼中绽放着善良的光彩。 汇集起
无数个生命善意的一念之间，潘
亚文期待用慈善构筑他美丽的
事业和生活。

潘亚文认为，生命的长度有限，但慈善拓宽了生命的宽度和厚度，让生命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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