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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杜颖

复星国际董事长郭广昌谈与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年共成长

■我热爱这片土地，让我们在一起，
创造一个美好生活的家园！

■告诉大家一个健康的秘诀：不要一
直呆在工作的地方，来三亚度个假吧！

■对于海南，我心中默念着：“总有一
天我会再来寻找一片属于我的土地。”

■是海南在我心中种下了商业的种
子，让我认识到，商业，也能够带来社会进
步。

■13亿中国人只有一个海南，要倍加
珍惜。海南从不缺游客，欠缺的是如何打
造新型的游客休闲度假目的地。

■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最大的改变，
就是让一批贫穷家庭的小孩受到教育，比
如我自己，一路考试，跳出农门。其次是
市场经济让一部分人用商业的方式使自
己生活变得更美好，也用商业的方式，让
社会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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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昌寄语

我报海南

身材瘦削、西装配休闲鞋……
1月21日上午的一场发布会上，复星
国际董事长郭广昌给人的印象，更像
是一名朴素的学界代表，一如30年前
他在复旦大学求学时的气质。

1988年暑假期间，郭广昌一路骑
行来到海南，度过了一段短暂却难忘
的生活。对于郭广昌而言，这改变了
他后来的30年人生之路。

郭广昌坦言，海南建省之初的
海南之行，是他决心从商、投入改革
开放洪流的一个重要契机。就像一
个等待孵化的蛹，他在这个中国最
大经济特区改革开放成立之初闯海
创业的大本营里，一点点完成了自
己精神上的蝶变。

人生成长的要紧处，常常就是几
步。30年后，当他成为中国新时代下
代表性的企业家之一，许许多多人好
奇：“为什么他敢为当时看不太清的前
路去倾注青春？为什么他每一步的决
策总能够回荡着鼓舞人心的商业主旋
律？为什么他从始至终难忘海南？”所
有的答案，都可以在30年前这座小岛
上找到。

埋下了种子的土壤，海南，是郭广
昌商业精神的出发地。

初见郭广昌，海南日报工作人员递
上了一张相框框起来的大学毕业留言
件，落款是“郭广昌”，成文于1989年6
月，文中写着对海南的一语夙愿——“我
心里默念着：总有一天我会再来寻找一
片属于我的土地。”

郭广昌看后大笑自嘲：“年少轻狂、
年少轻狂啊！”

是“轻狂”，亦是坦荡挚诚。上世纪
80年代末，郭广昌肩上和心中扛着怎样
的责任与担子，旁人已无法知道。很多事
情静静地过去了，只有从他口中淡淡的叙
述中，可以寻到他当时点滴的心迹。

1988年夏天，在复旦大学迎来大三
假期的郭广昌，和12名同学组织开展了
一次黄金海岸 3000 里的骑行调研活
动。这一年正值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郭广昌骑着28寸大横梁自行车，一路风
尘仆仆向南，骑到了海南省会海口也没
歇脚，一路骑到三亚。

郭广昌用“燃情岁月”来描述当时的
画面：“四处热火朝天，10万人才下海南，
其中很多都是大学生，很多人就在椰子
树下摆摊。可即便是卖椰子，他们的脸
上也都充满着对未来的期望，那一张张
朝气的脸让我印象太深刻……”

海南那一段短暂的生活，让郭广昌
对这片土地有了不一样的感情。以至于
很多年后，他仍然清楚地记得到达海口
的第一处场景，惊讶于海口只有一个红
绿灯。那一次，他被闯海人的生活深深
震撼了。郭广昌不断地问自己，这就是
改革开放的力量吗？

如果说最初来海南，很大的成分是出
于好奇，一个年轻人的探奇。那么此时，
他已被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朝气所吸引。

在海南的见闻，对就读复旦大学哲学
系的郭广昌形成了巨大冲击，也有了新
的认识：商业也能带来社会进步！

对，是商业，是改革！
这句话，像一道阳光立即把郭广昌

满脑子的乌云统统驱散了。郭广昌望着
碧空，原来满脑子的困惑、不解，一下子
全部烟消云散。

4年后的1992年夏，郭广昌等人赴
浙江进行暑假实践，再度看到了东部沿海
的民营经济热潮。郭广昌改变了原本打
算去美国留学深造的想法，从复旦大学辞
职，创办了“广信科技咨询公司”。

在最初的创业生涯中，郭广昌吃苦
耐劳的品格发挥了重要作用。1993年，
刚进入上海市场的台湾元祖食品公司发
布公告，遍寻咨询公司出谋划策。一番
激烈的角逐后，广信竞标成功。

郭广昌顶着太阳，跑到街头，挨个给市
民发调查问卷。也正是这一年，马云正背
着大麻袋到义乌、广州去进货；俞敏洪正在
社会上的培训学校打工。和他们一样，吃
苦耐劳的郭广昌迎来了人生中的第一缕曙
光——元祖食品公司支付了30万元的市
场调研费。1994年，郭广昌从咨询业转
身，利用积累的资金进入房地产、医药行
业，“复星”由此诞生……

2013年，超级旅游度假综合体亚特
兰蒂斯在中国海南开建；复星还相继参
与了海南矿业的重组与上市……

1988年的那个夏天，一路骑行来到海南的郭广
昌，面对热火朝天的特区建设场面，找到了人生的道
路；并写下对海南的一语夙愿——“我心里默念着:总
有一天我会再来寻找一片属于我的土地。”

30年后，郭广昌与昔日海南同学再次相见，他对
这位大学时代“睡在下铺的兄弟”说：“我还是最爱吃
你家的文昌鸡。”

他为海南实心实意地付出了心力，像溪水眷恋
大海，雄鹰爱恋蓝天……

他再也不仅是那位在毕业留言
簿上豪言书写“来寻找一片土地”的

“轻狂”少年了。创业的种子已经长
成了参天大树。如今，郭广昌再度回
味那段流年记忆，他感慨地说，“大学
四年唯一一次春节没回家，去了海
南，海南人好客淳朴，让我对这片土
地倍生好感。我想如果有一天能够
为海南做点什么,我一定会出力。我
相信那颗种子等有一天条件成熟，定
会发芽。”

1月21日，郭广昌与昔日海南同
学再次相见，他对这位大学时代“睡下
铺的兄弟”说：“我还是最爱吃你家的
文昌鸡。”

质朴的出发点，直接决定了郭广
昌和他所带领下的复星对海南成长的
贡献。

上世纪90年代后，下海经商的郭
广昌悄然多次来到海南。彼时，海南
给郭广昌上的最深刻的一课是：房地
产泡沫的破裂。这对于一个刚刚做
商业的人来说无疑是一种警醒。但
这种警醒对郭广昌来说，倒促成了一
条日后“投资规则”：对海南，复星会
寻找更多的机会，但永远都不会趁着
热潮来“掘一把金”。

郭广昌和复星的夙愿是：希望能
够为海南做点什么。这一思想也决定
了复星投资的中国首家亚特兰蒂斯没
有做任何选择题，直接落户于中国三
亚海棠湾。

“13亿中国人只有一个海南，一个
三亚，怎能不倍加珍惜？”郭广昌说。

郭广昌报之海南的，还有另外一
个已悄然进行了11年的复星公益。

“学长！”1 月 21 日举行的座谈
会上，当受复星资助的海南乡村
的孩子们亲昵地向郭广昌叫出这
两个字时，他的心都要被融化了。

农村，是贴着他心尖的地方。
郭广昌1967年出生在浙江东阳

一户普通农家，家境贫寒，父亲是石
匠，母亲是菜农。14岁时，父亲在采
石场工作发生意外，右手受伤，让本
来就很贫苦的生活更加捉襟见肘。
郭广昌有两个姐姐，很早就不念书
了，帮着父母养家。那时，两个姐姐
在家里每周编 50双草鞋，拿到市场
上卖了之后，买点肉炒梅干菜，送到
学校给郭广昌。梅干菜被称为浙江
东阳的博士菜，陪伴郭广昌度过了最
困苦的时光。

“改革开放40年最大的改变，是
让一批贫穷家庭的小孩受到教育。”
郭广昌对眼前的孩子们毫不回避自
己农村子弟的出身。尽管成名后的
郭广昌一贯保持着为人低调，但他
对自己是农民儿子的自豪，对农村
怀有的特殊情感，总在眼睛里不经
意间流露。

“我小时候的家庭状况不比你们
强，靠梅干菜念完中学，然后靠着学校
提供的奖学金和助学金才读完大学。”

“成功的人，都是要一路历经磨难
走来。面对暂时的艰难困苦，要坚定
信心意志。”

“即使将来考入了最好的大学，
人生之路依然漫长，必须始终如一地
努力。”

……
郭广昌说，复星除了要以商业改

变社会，还要通过公益多做事情。复
星设立奖学金十多年，就是希望让愿
意读书、能读好书的小孩，更专心地、
更好地去念书，改变命运。

海南省有统计显示，复星投入海
南的光彩事业教育奖励基金，11年
来已累计资助学生4840人次。海南
中学、海南华侨中学、文昌中学、嘉积
中学等九所普通高中学校的许多学
子受到资助，每年受助于该项目的
140余名学生参加高考，考上本科院
校的比例均超过96%。

已有了 26 年创业历程的郭广昌，
此时风华正茂，比起来海南时那个热
血沸腾的小年轻，现在的他，更像一只
蓄满了力量的猎豹，随时准备冲向下
一个目标。而复星亦如年轻的大鸟，
在矫健地飞翔。

飞翔，曾经历过那样多的艰难，郭广昌
也不例外。可最终所有的艰难，都会成为飞
翔的力量。飞翔是勇者的选择，郭广昌在对
海南的这个选择中，就展露出他作为一个创
业者的最初的亮色。

在接受海南日报记者专访中，他建言
海南的年轻人，要对这个社会充满敏感，
要有新鲜感，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向客户、
向同行学习，去听、去感受他们的需求，去
看最新技术的发展。有时大家都看不清
一件事情的发展趋势时，这个时候比的就
是行动力。可能你看清楚一件事情只比
别人早了半步，甚至0.01秒，但有了这个
信息之后，你的行动能不能再快半步，再
快0.01秒？如果可以，你就会走上另一个
成功的方向，商业社会最根本的特征就是
竞争，竞争需要有行动力，比别人做得更
好、更快。

谈及创业，他呼吁全社会要对创业
失败者宽容。他说，创新的根本土壤
是对创业者的宽容，在失败的时候还
能让其找到尊严，只有对失败者的大
度、宽容和转身，才能让大家敢于去尝
试，敢于去做。多一点的鼓励，会比给
钱更重要。

说到产业发展，他也会对海南旅游
直言不讳：“我相信海南旅游市场是很
有前景的，海南不缺游客，但如何能打
造出新型的中高端休闲度假旅游目的
地？这一点还是海南所缺乏的。海南
旅游业正从原来单一的‘到此一游’向
休闲度假旅游转型，这一过程中海南还
可以做得更好；海南在打造多元文化为
国际游客所需要的旅游产品上，还留有
比较多的空间。”

……
他为海南实心实意地付出了心力，像

溪水眷恋大海，雄鹰爱恋蓝天，为特区开
放鸣锣献计，一如初心。多少年后，他又
该怎样给自己的事业做总结呢？就像他
这几十年来档案袋里装的一份份鉴定一
样。此时，他还没有想好，他也不愿意像
做鉴定一样给自己下一个结论，生命中有
太多的东西，不是用几句结论所能包含。

郭广昌还是郭广昌，始终有一说
一，有二说二，实事求是地回答，既不减
少什么，也绝不夸大什么。

2018年元月他到海南的这天，天空
是湛蓝湛蓝的，走出三亚湾地中海度假
村，他猛然间记起，那个曾在海南激发
出思想之火苗的夏天，也是那般湛蓝的
天空……

（本报海口1月24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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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海南

复星国际董事长郭广昌。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王凯 摄

郭广昌写给大学同学的毕业留言。

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
大型主题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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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绘H5讲述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