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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文梅

姜明：人生一世，最大的事情不过生死

创业就要不畏险途永远向前

《公益时报 》：1993 年你 27
岁，国家公务员，前途看好。 为什
么选择辞职创业？

姜明 ：创立天明之前，我在
河南省体委群体处工作，工作成
绩突出，领导也重用。 之所以在
27 岁那年放弃舒适平稳的工作
去创业，是源于内因和外因两个
方面的因素。

外因来自大环境，1992 年邓
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很是鼓舞
人心，特别是对当时 20、30 岁的
那一代人影响很大。 敢想、敢试、
敢闯、敢冒，敢为天下先的思潮
热浪一时间在全国席卷开来，我
也深受感染，跃跃欲试。 所以说，
每个人的人生命运和选择都离
不开时代的大背景。

内因就是我这个人平时就
喜欢琢磨点事情，也有一点不太

“安分”， 总有自己的一些想法、
思考和见解。 外因加内因的双重
作用，最终促成了我在 1993 年 5
月 18 日， 成为河南省机关单位
第一个辞职下海的公务员。

《公益时报 》：有没有想过 ，
万一创业失败，这边“铁饭碗”也
没有了，怎么办？

姜明 ：真到了那一步，我下
煤窑、扛大包、搬石头都能养活
自己。 其实可能那时自己内心还
是有一份自信的，觉得没有做不
成的事，只有做不成事的人。 我
始终这样认为： 只要你真想做，
一切皆有可能。

最初我的创业方向是广告，
因为考虑到广告投入的资本金
少一些，成本压力尚可承受。 我
当年做广告的时候， 河南有 200
多家广告公司。 那我就制定了一
个“36”计划，3 年跻身河南 3 强，
6 年做河南广告界的老大。 结果
我只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就成了
河南广告界的“老大”。

《公益时报》：办企业的这些
年 ， 也会有让你难受堵心的事
吧？ 说一件印象最深的。

姜明：2009年，有一块土地我
已经成功摘牌，政府也批给了我，
但由于多种原因， 最后政府又重
新拿过去再次挂牌， 最终没有履
行我们之间原定的土地协议，这

件事给我带来了几亿元的损失。
《公益时报》：怎么去面对和

处理？
姜明：在损失没有成为既定

现实之前，还是要尽全部的力量
去努力一把，因为我们是依法合
规地操作，我们必须捍卫自己的
权益。 过程中我们咨询法院，运
用法律一起来沟通协调这件事。

《公益时报》：结果如何？
姜明： 尽管想各种办法，但

遗憾的是最后此事依然没有得
到一个好的结果，那也必须面对
现实。 因为这个世界上不公平的
事情很多， 冤枉的事情也很多。
但当事情已经板上钉钉，以平常
心待之， 那就只能面对和接受，
把这一页翻过去，大不了从头再
来。 机会总是有的，把它当成是
人生过程中的一个插曲，一种经
历和磨练。 毕竟，对于天明这样
一个发展中的企业来说，数亿元
的价值分量不轻，再者，我们为
之努力和付出了好几年的时间，
最终都付诸流水，所以说此事对
我来说还是刻骨铭心的。

《公益时报》：那些难熬的日
子里，是否失眠抑郁犯愁过？

姜明：没有。我可以这么跟你
说，这么多年无论发生任何事情，
我从来没有抱怨过一句， 也没有
失眠过，更没有吃不下喝不下。人
生一世，最大的事情不过是生死，
这件事情对于我的事业发展来说
可以说是重创， 但还没到生死之
关那么严重。用心人天不负，做事
者天来助。 只要你自己不倒下不
趴下，就没有任何人把你击倒。

二次创业为中国创客打造
“双创日”

《公益时报》：2015 年你 49
岁 ，发起 “首届中国创客领袖大
会暨双 12 中国创客日”。 这对你
而言意义何在？

姜明 ：首先，我对企业家这
个群体一直有种特殊的感情，
1999 年我是《中国企业家》杂志
的总发行人。 同年，我与时任《中
国企业家》杂志的社长刘东华和
牛文文总编辑共同发起了“中国
企业家领袖年会”。 我认为一个
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只有
善待企业家这个群体，才能发展

的更好。 如果按照党的十八届三
中全会的精神，“让市场在资源
配置中起决定作用”， 我觉得企
业家就是市场的主体。

2015 年 9 月，我听到李克强
总理在天津夏季达沃斯论坛上
提出“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时，
发自内心地激动，觉得未来还有
无限精彩和创新的可能。 在此基
础上，我提出了“让创业更容易，
助创客更成功”的想法，尝试打
造创业的全生态链，我愿成为中
国创客的探索者、实践者和铺路
石，就这样义无反顾地走下去。

那时候还有 33 天就是 12 月
12日，我就想，马云在杭州发起了
双十一的电商日， 那我们天明就
在郑州发起双十二“双创日”。

“1212”， 中间这个 2 字也有另一
层含义，就是创业家、企业家身上
都有一股子“二”的劲头，不服输
不认输。中国创客的双十二“双创
日” 从发起到现在已经走到了第
四届， 无论是大到理论框架和体
系的建构、还是小到创客宣言、创
客诗、创客杂志、创客手册、创客
白皮书、创客博物馆等，都是在实
践的摸索中逐步完善完成的。 我
可以自豪地说， 在中国双创的发
起和发展历史之路上， 我觉得我
还是做了一些事情的。

“中国创客领袖大会”就是一
个创客们交流沟通的广阔平台，
在这里创客们可以感受和吸收到
前沿的思想和创新的项目， 加强
交流，互通有无。让创客们即使是
零基础创业也可以。 比如最基本
的企业登记注册、 如何寻找合伙
人、如何吸引天使投资等，这里都
可以找到服务的对接口， 就是要
以创客大会为引领， 以创客城为
平台，以创客资本为纽带，以创业
空间为载体，让创业更容易，助创
客更成功。 在这里提供的是一个
完整的创业链条， 创客们都可以
各取所需，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从创办“双创日”那一天起，我
就立下誓愿，希望我到 99岁时，即
使我拄着拐杖、坐着轮椅我也要参
加第五十届中国创客领袖大会，我
要一届一届地把它做下去。

风雨过后必有彩虹

《公益时报》：你如何理解新

时代的企业家精神？
姜明：我个人理解的企业家

精神首先是冒险精神。 现在的民
营企业家在融资的时候，基本上
会把自己全部的身家都投入进
去，其连带的后果影响巨大。 与
此相连的是担当。 就是你知道做
这件事情有风险，但你还是愿意
去做，去挑起这个担子。 为什么
知道有风险还要去冒险还要去
担当， 那是背后还有一份自信。
自信来源于创新发展的能力，若
不具备创新能力，基本上还没开
战就“阵亡”了。 与此同时也要有
毅力，就是在大多数人都已经拼
不动的时候，你还能咬着牙往前
走，一直坚持到最后。

所有企业家走过的道路其
实都是一样的，这条路充满艰辛
坎坷，每天遇到的都是烦心的事
情。 但不管有多苦，只要有那么
一种坚韧的奋斗情怀， 风雨过
后，必有彩虹。

《公益时报 》：迄今为止 ，对
你人生影响最大的人是谁？

姜明 ：要说影响大、印象深
的，还是李嘉诚。 1998 年的时候，
我曾经跟他有过工作交集，那次
会面让我至今难忘。 作为世界知
名财富人士，无论是他握手的动
作、看你的眼神，还是一系列待
人接物的细节，无一不体现着良
好的修养和对他人的关照与尊
重，他那种发自内心的真诚让人
很受感动。 最难能可贵的是他位
高至此的情况下还如此谦虚谨
慎。 他是我学习的榜样。

马云也是我很欣赏敬佩的
一个企业家。 他的全局观、未来
观、全球观的三观，非常了不起。
他是一个战略家、思想家，也是
实干家。 有的人能做事，不善表
达。他能做事，也善于表达。他先
后发起创办的阿里巴巴集团、支
付宝、湖畔大学、达摩学院，还有
他正在做的马云公益基金会乡

村教师项目，格局宏大。 他是一
位具有家国情怀、全球视野的企
业家中的思想家，思想家中的企
业家。 他不仅是中国最优秀的企
业家之一，也将成为全球最优秀
的企业家之一。

《公益时报》：想过何时退休吗？
姜明： 你问到我这个问题的

时候， 我想跟你说， 天明有“五
为”：为是不为，不为是为，姜明无
为，团队有为，制度大为，一直是
我追求的境界。我想 60岁可以半
退，70岁全退。 马云 50多岁就全
退了， 但眼下我还达不到他的境
界，阿里的团队打造得很好。

其实可以这么说———我每
天都在想着退休，每天都在为退
休做准备。 到 60 岁，半退休状态
吧，因为我还要和我的天明小伙
伴们冲击世界 500 强。 眼下，我
还能贡献价值，每天我都在评估
我在天明的价值，每天我都在降
低我个人在天明中的分量，让天
明团队成长起来、 成熟起来，引
领天明集团冲击世界 500 强，追
求没有姜明的天明依然很好。

《公益时报》：公益在你生命
中比重有多大？

姜明：公益对我的影响和触
动不是三言两语可以总结概括，
也无法用“占多大的比重”来衡
量。 我今年 53 岁了，但所有的人
看到我都说我很年轻。 原因很简
单，因为做公益是一件特别阳光
快乐的事情，它让你内心坦荡自
在， 因为我在为他人创造价值。
如果经常做一些不该做的、有违
道德和良心的事情，内心总是阴
沉沉、惴惴不安的，那肯定会影
响健康、影响心情，所谓“相由心
生”，就是这个道理。

除了日常的企业管理，我现
在还担任一些社会职务，这也是
我践行社会公益的一部分。 做公
益应该是一辈子的事情，没有尽
头，直到生命最后一刻。

作为 2018 年新晋加入亚布力企业家论坛的理事成员， 天明集团董事长姜明曾在一篇自述中这样回
忆自己的成长轨迹———

“在我 7 岁时，爷爷奶奶为了生计，就悄悄包点饺子卖。 每天天不亮，我都要先帮奶奶包一锅饺子，再
去上学。 9 岁时，我和爷爷一起拉平板车到县城送石头，再从县城拉粮食回来。 满满的一车，一来一回五十
多公里，脚上磨出血泡，肩膀上勒出红印子。12 岁时，我一个人从老家蒋集镇，扛着比自己还重的 100 斤大
米、20 斤棉花，转了 5 次车，走 500 多公里到父母工作的地方和他们会合。 ”

姜明告诉《公益时报》记者，16 岁的时候，他就告诉自己，一个人来到世上，就应该做一点对这个世界
和人类有益的事情，要让这个世界因为自己的存在而有那么一点小小的不同。

正因秉持这样的信念，1993 年，27 岁的姜明辞去公职下海创业，创办了自己的企业“天明”。 26 年过去
了，“天明”已成为一家总资产逾 120 亿元，累计纳税逾 28 亿元，员工 3600 余人，集健康、双创、红酒、城建、
资本、传媒六大业务版块，拥有 50 家控股公司、投资 60 家公司的集团企业。

姜明能“挣钱”，也舍得“花钱”。 不过这钱不是花在他自己身上，而是持续地投入公益慈善事业。
“我记得天明创办一年时，就为河南大学捐赠了 15 万元。1997 年，我拿出 1600 万元为郑州捐赠 32 辆双

层公交车，开通"天明号"专线，结束了河南没有双层公交车的历史。 其实平时我自己非常节俭，但企业发展
26 年来我累计捐赠 1.53 亿。从世俗的企业经营眼光来看，这么做未必是好事，似乎也不算明智之举。因为要
是把这些钱都投入到企业发展建设中，带来的利润回报无疑更大。 但我愿意 26 年持续地去做公益慈善，因
为我觉得值得，这就是我的人生观。 ”姜明说。

姜明（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