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謇公益事业的深度，首先
表现在公益事业的极致化。

比如在教育方面，张謇一生
亲自创办的学校和参与创办的
学校有 370 多所，这个数字恐怕
至今仍然可以领衔吉尼斯世界
纪录。

做教育公益，一个实业家，一
生办 50个学校，够意思了吧？ 办
100个学校，太了不起了吧？ 为什
么还要那么辛苦地去办到 370 多
个？ 办师范、小学、中学、大学，办
出一个全面的体系了，可以了吧？
为什么还要去办盲哑学校？ 办了
盲哑学校， 成就一个慈善教育品
种， 可以了吧？ 为什么还要办两
个、三个盲哑学校？而后面的几个
盲哑学校是在大生企业已经陷入
困境的情况下， 张謇以状元之名
卖字筹资来办的。

办了盲哑学校， 办了流浪者
栖留所， 就是流浪人的收留中心
等多方面慈善事业，可以了吧？还
要办妓女从良的职业培训学校，
这种公益做得太全面深入了。

当然少有人知道，张謇办的
学校中还有政法学校、 警察学
校，他的公益教育在当时已经延
伸到全面建设现代中国的最底
层与理想层。

公益的深度，还在于穷尽一
切能量投入公益。

仍然可以举教育方面的例
子，张謇的家乡和事业在通州、海
门一带，也就是所谓的通海地区。
这一带的社会各阶层， 在文化和
身份方面肯定崇拜状元的名气，
当地老人去世后， 如果请到有状
元、 国家总长背景身份的张謇帮
忙书写灵牌，是家族巨大的光荣，
当地习俗中也是对子孙莫大的吉
兆。张謇是大忙人，怎么请到他写
牌位？张謇利用这个社会心理，他
立了不成文规矩， 只要去世的老
人生前赞助过学校， 请到他，就
写。这个号召方式，又带动了不少
百姓主动支持教育的实际行动。
他是把自己所能提供的一切能量
都用到公益教育上，而且，几乎无
所不用其极。

公益的广度： 他在办实业的
同时，几乎在同时建设一个城市。

胡适对于张謇的评语中就

有“他独立开辟了无数新路，做
了三十年的开路先锋”这样的评
价。 对于当时的江北小城南通而
言，完全处于农业社会的汪洋大
海之中。 张謇的近代化是平地起
楼，从一无所有开始。

从公益项目来看，张謇的投
入不仅仅是教育、慈善这些一般
意义上的公益方面，他还需要去
办交通，修公路、建码头、办船
运，需要建公园，办水利，需要建
气象台、需要办医院等。 如今几
乎在政府税收基础上来投入的
大部分公共事业，在张謇的南通
时代都是张謇这个企业家个人
在办。

公益的广度： 除硬件之外 ，
还有习俗改良和精神建设。

甚至， 张謇还要用许多精力
去改良社会习俗，建设精神文明。
比如， 如皋有一条为主报仇的义
犬， 张謇听到义犬故事后大加感
叹，写了诗文赞颂，还安排把义犬
接到南通中山园，精心饲养，而且
为义犬召开表彰大会， 张謇在百
忙中赶去演讲，演讲词中有云“其
行事岂不光明卓越节义之雄哉！ ”
张謇是利用这个机会， 刻意扩大
影响，启发百姓如何忠诚守节，做
有情有义的好人。 张謇关于义犬
的诗文以及演讲的文字在《张謇
全集》中可以找到。

张謇在南通兴办了新闻媒
体、影院剧场、体育场、博物馆、
植物园等，其公益事业的范围以
及所涉及事项的数量，应该又是
一个吉尼斯世界纪录。

价值观定位的高度决定公
益事业成就的必然。

看似辉煌的公益成就，背后
全是心血与汗水，太多打掉牙往
肚子里咽的难言之苦。 为什么不
可以少做一些， 让自己轻松一
点？ 是什么力量驱动他耗尽生命
去贡献社会？

答案在一般人看起来似乎
很虚，在张謇那里却很实。 张謇
最有名的一句话是“人生天地
间，本与草木无异。 若遗留一二
有用之事，则不与草木同腐”。 这
是极其尊贵的生命觉醒，是对自
己生命的最大尊重，也是人对于
生命意义认知的至高境界。 是价

值观，是使命，也是信仰。
那么，张謇辛劳一生的不与草

木同腐的“一二事”，又是什么呢？
纵观张謇先生一生作为，或

许总结为这样三件事：
一件事，参与创立了中华民

国，终结了两千年帝制，成为现
代中国的缔造者之一；

二件事，成为以棉纺实业为
主干的中国轻工业之父；

三件事，把江北落后小城南
通建设为东方文明的榜样，“中
国近代第一城”， 为当时处于困
境泥淖中贫穷落后的中国，成功
造就出一个走向现代化的示范
特区和文明样板。

一个人，30 年， 三件事，伟
大呀。

他为了达成如此艰难崇高
的事业目标，以一己之力在艰难
困苦中顶天立地，他唯一的对手
就是自己的意志力和生命能够
给予他的时间。

他的目标太远大，以至于我
们看到的那些无数的公益事业，
不过是他伟大试验田中的一些
树木花朵， 他要在有限的生命
中，把一个新中国的示范田建设
得尽可能完美理想。 所有的这些
公益好事， 都是他天然的任务，
是他无可推卸的使命。

关于“在商言商”，首先要了
解张謇的公益事业与大生企业
经营利润的关系。

为什么说，张謇的一己之力
在公益事业中的决定性意义？

在最近再一次出现的张謇
热中，也听到了一种声音，说张
謇缺少企业家本位意识，为社会
投入太多， 没有做到“在商言
商”，挣了钱，给股东们分分红，
自己把家族财富积累多一些，把
企业发展的大一些，才是本分。

这是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
角度，首先，这种观点的人不太
了解张謇企业的实际情况。 张謇
当时主持大生企业经营，为了尽
量避免干扰，采用的是股东投资
定息制，就是无论今年企业盈利
情况如何， 每年都保证比如 8%
的利润回报，剩下的盈亏都由张
謇负责。 正因为有 10 多年时间，
大生的盈利比较好，张謇可以用
本来属于自己经营所得的分红

之后的比较可观的利润部分去
做公益，也就是说，他是在用一
己之力建设南通。 至于后来，公
共事业需要资金太多，而股东们
早已收回投资而且赚得盆满钵
满之后，张謇与他们商量比如从
营销收入中按小比例提取一点
银子来投入教育，也是带动大生
企业股东们做公益， 都在桌面
上，都在游戏规则之内，公益事
业与企业经营是分得清楚的。

在至今没有完成的文明转
型过程中，在中国的现代法治社
会没有实际建成之前，“在商言
商”，是否有些一厢情愿？

张謇办学校， 是尽快实现
“民智”以摆脱“国愚”。

张謇赴任总长，是用自己的
声望参与民国的成功缔造。

如果仅仅在商言商， 即使
在南通， 今天也可能只有很少
人模模糊糊的知道他， 已经为
绝大多数家乡人所忘记。 可比
较陆润庠。

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史
三峡之中，我们与张謇先生是同
一代人， 面临同样的挑战和困
难。 有些挑战甚至今天不比 100
年前更轻松。 与其空喊在商言
商，不如学习张謇先生通力帮助
这个民族尽早走出历史困境的
务实努力。

比如，张謇以全部力量办学
校，是因为，他坚信只有“民智”
才能克服“国弱”，全民知识文化
的提升，才是国家摆脱愚昧的根
本基础。

再比如， 在中华民国初创
之时，孙中山、袁世凯两任总统
组阁， 张謇是极少的两边都特
邀入阁的总长。 动荡之中，张謇
明知道即使做了总长也很难有
大作为， 而且消耗自己很多精
力。 但是，他知道新生的共和国
需要支持，他放下在商言商，去
服务国家大局， 在极其困难的
政治环境中，作为实业总长，他
主持设立了中华民国的工商法
制体系， 民国的大部分工商立
法是张謇担任实业总长期间完

成的。 至少，让中国的工业化有
法可依。 从宏观上看，这也是一
种公益贡献。

反过来看， 在动荡的近代中
国，你秉持在商言商，抗日战争的
炮火中，企业也可能化为灰烬。

给儿女多留几个钱，盛宣怀
身后给自家留下相当于 1000 多
万两银子的资产，巨资呀，却被
败家子很快折腾光了。

如果张謇仅仅在商言商，也
可能在南通做成一个有规模的
棉纺企业，但是，在他已经离世
94 年后的今天，不但国人不知道
张謇为何人，恐怕南通人也早已
模糊了对于他的记忆。

一个很好的参照是，今天的
苏州人， 还有谁在纪念陆润庠？
要知道，这位陆润庠也是晚清状
元，与张謇同时代办实业，当年
他主持的苏纶纺织厂比张謇的
企业成功得早，张謇在筹备建厂
的困境中，还是去苏州参观了他
的苏纶纺织厂才坚定了信心，回
到南通继续办实业的。 但是，除
了办成了一个企业，陆状元再也
没有别的贡献，也就不再值得为
历史所特别记忆。

是杰出的公益贡献，是他在
创办实业的同时，以最大的可能
同步建设公益事业，最终以杰出
的公益果实成就了张謇的不朽。

所以，说他是实业家、政治
家、教育家、慈善家，都是，又都
无法全面概括他，他是谁？

张謇是现代文明中国的设
计师和开路先锋，是中国第一个
系统实践国家现代化示范田的
建设领袖。

也可以说他是中国最杰出
一位公益事业家。

而对于一个文明国家的缔造
阶段而言，政治、经济、文化、教
育、公益、慈善，一个方面也不能
少。 张謇尽其所能扛起了全面的
责任，也取得了奇迹般的成就。

也正是因为如此，张謇的事
业至今福泽南通、 福泽华东，辉
映中国，他的人格力量和理想精
神还将万古长青。

纪录片《张謇》总编导夏骏

张謇———因公益而不朽

张謇纪念馆展出的状元鬻字场景

张謇的公益事业的一个特色，是实业与公益的同步合拍，甚至从
宏观上讲，他的全部事业立足点就是一场大公益。

比如，他建工厂的同时，就在建职工住房，建社区公园，建职工子
弟学校，建剧场。

他在盐垦事业展开的同时，就在建农民子弟学校，在那个艰难时
代的盐垦农民环境中，已经建成专门的女子学校，而且全部是免费义
务教育。

他的工厂、垦牧农场等实业建设的同时，就是城市化、文明化事业
延伸的过程。这其中，张謇与一般实业家的区别，就是他在实业之外，系
统地建设了包裹着实业的大量公益事业，在建一个个现代文明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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