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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良正：亿元捐赠的木匠浙商
2018 年 4 月 16 日， 西湖大

学校长施一公、校董会主席钱颖
一，为圣奥集团董事长倪良正颁
发了西湖大学荣誉董事证书。

此前，倪良正通过西湖教育
基金会捐赠 1 亿元，用于支持西
湖大学。 西湖大学是由社会力量
举办、国家重点支持的新型研究
型大学，由中科院院士、国际著
名结构生物学家施一公教授任
校长。

亿元捐赠，开启了倪良正带
领的圣奥集团行善新篇章。因为
亿元捐赠， 倪良正被评为 2019
中国慈善榜“十大慈善家”之一。

倪良正 1958 年出生于浙江
省一个小山村———浦江县檀溪
镇塘家会村。作为改革开放时代
从大山里走出的第一代浙商，倪
良正在商业领领域耕耘 28 年，
将圣奥集团从一个作坊，打造成
经营规模达几十亿元的知名家
具企业；2011 年， 在慈善领域，
他助学助老， 助困助残， 出资
2000 万元， 成立了浙江省规模
最大的民营企业慈善基金会之
一的圣奥慈善基金会，走专业化
的慈善之路。

力量

近日，《公益时报》 在位于杭
州钱江新城核心地带的圣奥中央
商务大厦里，采访了倪良正。 2010
年，圣奥集团总部正式入驻。

从大厦下抬头望去， 蓝天
白云下， 大厦的玻璃墙体折射
出阳光点点， 璀璨夺目。 这座
37 层的大厦， 气势磅礴， 集商
业、办公、金融于一体，彰显着
倪良正作为一名优秀企业家敏
锐的商业嗅觉和远见， 也彰显
着圣奥集团雄厚的实力。

作为有着 3000 多名员工的
圣奥集团的创始人和掌舵者，从
外表看，倪良正中等身材，属于
在芸芸众生中，辨识度不是很明
显的普通一员。 倪良正一开口，
普通话中虽还带着家乡口音，但
朴素的表达却显示出他的力量
和情怀。

“在社会需要的时候， 作为
企业就要回报社会。施一公办大
学，就是需要我们民营企业的时
候。也许我们的捐赠起不了多大
作用，但是我作为浙江、杭州人
民的一员，一定也要来支持这个
事情，给施一公信心。 ”

作为“50 后”，倪良正在本
该读书的年代遇到“文化大革
命”，耽误了学习，只读到初中，
这导致他在创业初期，连借条都
不知道怎么写。十几岁时开始在
村子里学种田做到生产队长；23
岁开始学木匠， 带过十来个学
徒；为了养家糊口，倪良正还养
过兔子，去上海打过工；1991 年
时，怀揣 2700 元积蓄，和几个师
兄弟在杭州的小河路创办了家
具加工厂。

在这期间，“受过饥寒，也
曾劳累过度， 想起来就觉得自
己命苦”。 他曾坐火车丢过钱，
春节回家愧见父母妻子； 在市

场租摊位时维过权， 人身安全
都受到威胁； 为了租厂房都要
向别人赔尽笑脸； 借钱时受过
白眼，让自尊心受到伤害……

倪良正二十多年的创业史，
也可以说是整个浙商的缩影———
浙商群体受生活所迫， 通常在上
世纪 80 年代走出家门打工做生
意。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指
明了社会主义中国也一样需要
“市场经济”。 浙商们纷纷创办自
己的企业，在商海中打拼。

浙商的拼搏精神，被称为浙
商的“四千精神”，因为他们“走
遍千山万水、 说尽千言万语、想
尽千方百计、吃尽千辛万苦”。

2009 年，倪良正和招收的大
学生们交心长谈， 在写给大学生
的《生活与理想》一文中透露：“今

天回头去看，自己当年一无基础，
二无资金，三无背景，正是生活的
磨难， 培养了自己坚持和努力的
习惯，才有了今天的自己。 ”

如今的圣奥销售网络覆盖
112 个国家和地区； 截止到 2018
年底， 圣奥加盟商达 124 家，除
了西藏、青海等少数省、自治区
外，都有圣奥加盟网店，圣奥基
本完成全国布局。 在世界 500 强
企业中，140 家用了圣奥制造的
办公家具， 包括阿里、 腾讯、华
为、百事、可口可乐、西门子、福
特等大企业。

情怀

幽默，自信又自谦。 这是近
距离采访倪良正给《公益时报》

记者的感受。 更重要的是，倪良
正在谈吐中所释放出的情怀和
高度，让人心生敬意。 倪良正的
情怀，同样来自于生活———来自
于生活不经意间绽放的善意。

倪良正一家从小生活在大
山里。 虽然物质贫穷，但从祖父
到父辈，都有热心助人的传统。
他的曾祖母有个习惯， 时常会
烧些玉米、 番薯等粗粮放在门
口， 让上山去砍柴路过歇脚的
人吃一点垫垫饥。

爷爷告诉他：“反正玉米、番
薯都是自家地里种的，人家吃了
这几口，我们也谈不上挨饿。 人
与人，就应该你帮我，我帮你。我
们家穷，也帮不了他们多少。 等
你长大有能力了，要多多帮助需
要帮助的人。 ”家人潜移默化的
影响着这种中华民族传统的美
德，深深地刻在了倪良正的骨子
里。 帮助弱小和有需要的人，成
为倪良正的家风和祖训。

“曾祖母当年放红薯，根本就
没有想过有什么回报， 路过的人
几乎不认识，谁吃，她也不知道。 ”
倪良正感慨地说， 我这点水平的
人， 都能把办公家具做到全国领
先，可能也是曾祖母在成全我。

倪良正当年怀揣 2700 元
来到杭州时，一个人都不认识。
企业成立初期， 靠着人力小三
轮车送货。 在酷暑天，“车上放
了一大瓶温开水， 肩膀上搭了
一条毛巾， 温开水很快就变成
毛巾上湿漉漉的汗水”。 来往大
货车驶过， 倪良正特别希望对
方能够停下来，帮助自己一下。
当然，货车停下来是不可能的。
望着绝尘而去的货车， 倪良正
只能擦一把汗， 继续蹬着三轮
车去送货……

多年以后，在各方的支持和
帮助下， 圣奥集团已经枝繁叶
茂，处于事业巅峰的倪良正却总
是忘不了他在酷暑天蹬车的经
历。 这让他明白，很多人在需要
帮助时是不会说出口的。当看到
别人困境时，需要自己主动去伸
出援手。生活的经历让他更懂得
去换位思考，去关爱他人。

源于此，他对内关爱员工；
对外积极回报社会。“现在虽然
也谈不上巨富， 但也算小有成
就， 理应像当年帮助我的人那
样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

倪良正把员工看作是事业
合伙人，而他对待合作伙伴的原
则是：让自己少得一些，让合作
伙伴多得一些。因为倪良正深信

“财散则人聚，财聚则人散”的道
理。 为了员工，圣奥启动“圣奥·
领寓”住宅项目，圆了一批员工

“工作在杭州、住在杭州、家在杭
州”的梦想。汶川地震时，倪良正
在捐助 300 万元后，还承诺由公
司全额出资，帮助家在震区的员
工重建家园。

圣奥在企业发展过程中，
一直在捐资助学。2011 年，在圣
奥成立 20 周年之际，专门成立
浙江圣奥慈善基金会。 在基金
会成立大会上，倪良正说，圣奥
前些年尚处在起步阶段， 以求
生存为第一位。 这些年，有能力
做一些事情了，就要尽力去做。
为了更系统和专注地回报社
会，成立了基金会。“我希望慈
善的基金每年稳步增加， 在经
营好企业的同时， 有生之年，我
争取把多数资产回报给社会。 ”

专业

截止到 2018 年底，圣奥慈善
基金会已经捐款 1.6亿元，具体执
行项目有 130 余个， 受益人数达
到 5万人（户）。 对于倪良正来说，
圣奥慈善基金会只是一个起点，
他的慈善行动将更专业化， 常规
化和持久化。倪良正承诺，有生之
年，把大部分资产回报给社会。

在圣奥慈善基金会会长郑明
治的眼里， 倪良正是个大智若愚
的人，是个好人、明白人，有大智
慧、大爱心，干的是大事业。“倪总
非常朴实和真挚，他爱社会、爱国
家、 爱老百姓。 倪总带着感恩的
心，发自内心的去回馈社会：人家
给他一瓢水，他还人家一桶水。 ”

倪良正与郑明治已经相识 16
年。郑明治担任过浙江省人民政府
侨务办公室副主任、浙江省工商联
副主席、浙江省光彩事业促进会的
第一任法定代表人和秘书长等职
务， 有丰富的慈善经验和人脉资
源。 在退休后，被倪良正特意请了
过来专门负责圣奥的慈善事务，深
知“花钱比赚钱更难”，作为知名企
业的掌舵者，倪良正更要让“专业
的人去做专业的事”。

“企业和浙江一样，要加快
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 而
最重要的问题，是解决人才的问
题。 我做慈善，也要把最能干、最
专业的人请过来。 ”倪良正说，要
做慈善是我的想法，但是请过来
怎么做，以他为主。

郑明治来后，做的第一件事
情是协助了圣奥慈善基金会的
成立。“我来之后，倪总对我是绝
对的尊重， 也给了我很大的空
间，只对我提原则性的意见和建
议。 ”郑明治说。

（下转 13 版）

这座 37 层的大厦，集商业、办公、金融于一体，彰显着倪良正作
为一名优秀的企业家，在地产领域敏锐的商业嗅觉和远见（本文图
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2011 年，圣奥成立 20 周年之际，圣奥慈善基金会成立。 截止到 2017 年，基金会已经捐款 7000 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