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川建寄语
1.海南与北上广深不是

一个概念，海南有得天独厚的
自然条件、气候环境、少数民
族文化。今年春节期间，大批
外地人来海南过年，恰恰说明
海南是全国人民向往的地方。

2.海南是我的第二故乡，
我生命中一半的时间在海南
度过，我对海南非常眷恋，每
一座山、每一棵树、每一条溪
水，都让我难忘。在海南的30
年是我永生难忘的30年。

3.我心目中的美好新海
南，要永远保持山美、水美、海
美。经济方面，海南要发挥好
自己的优势，发展多元化的产
业，实现全省人民共同富裕的

目标。

4.海南未来发展需要解
决人才问题。我们这一代“闯
海人”逐渐老去了，海南对新
的人才的需求，是切切实实存
在的。我们需要重视人才的
引进，让一批能干事、懂干事、
想干事的年轻人来到海南，给
海南增添新活力。

5.海南在建设发展，我们
的企业跟着发展，我们要有

“功在社会”的情怀，更多地承
担社会责任，为海南经济发展
尽“闯海人”的一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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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小伙冯川建“闯海”30载，与海南共同成长

“闯海人”精神
就是一往无前走下去

■ 本报记者 刘操

“你能想像，如今高楼林立
的海口、三亚，在20多年前有
多么荒芜吗？”三亚阳光灿烂，
温润的海风拂过海南奥林匹克
花园有限公司董事长冯川建的
脸庞，“海南是我奋斗了30年
的地方，是我实现人生理想的
地方，也是我永远的根据地。”

谈起 1988年的海南，冯
川建满怀深情，那时的海南，满
街都是从全国各地蜂拥而来、
满怀激情与梦想的年轻人，大
家谈论新事物、探讨新想法，充
满活力和激情。“这种敢闯敢
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气势
和情怀，就是海南建省办经济
特区伊始自带的基因。”

放弃体制内的稳定工作，
怀揣300元钱赴三亚创业，在
大东海的沙滩上露宿……冯川
建所理解的“闯海人”精神是：
“只买单程票，没有返程票，明
天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就是
要一往无前走下去。”

“受益于特区大开放环境，
得到过许许多多淳朴善良的海
南人的支持和帮助，让我们对
海南永怀感激。”从借钱办小餐
馆，到养螃蟹种芒果开驾校，再
到建立集商业投资、资本运营、
房地产开发经营、影视文化传
媒、物业管理、安保保全、消费
品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多元企业
集群，30载风雨兼程，冯川建
紧随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
年发展的脚步，实现着自己“闯
海”之初的理想，追寻着人生的
价值。

1988 年，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吸引了无数的热血青年、改
革闯将前来投奔这块火热的土地。

30 年间，这些“闯海人”与海南本地人民一起陪伴着这方热
土共同成长，海南为他们提供了大好天地施展拳脚，他们则用
青春和汗水回报海南。

回首往昔，冯川建满怀深情地表示，那时满街都是怀抱激
情、梦想与志向的年轻人，大家谈论新事物，探讨新想法，充满
活力和激情。

在他看来，这份“敢与天公试比高”的气势和情怀，是海南
建省办经济特区伊始自带的基因。而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
头苦干，正是海南人引以为豪的特区精神。

虽然是海南商界名人，但冯川
建行事低调，很少接受媒体采访。

“多年来，涉及我的新闻报道并不
多，屈指可数。我在三亚参加北京
奥运会火炬接力算一件，更多的还
是我作为各级政协委员参政建言。”

今年3月3日，全国政协十三
届一次会议开幕。冯川建既兴奋
又自豪，“这是我担任的第三届全
国政协委员，我还当了五届海南省
政协委员、常委，以及五届三亚市
政协委员、常委。每年我都会聚焦
民生和社会发展领域，在广泛调研
基础上，提出关于海南建设发展的
问题和建议。因为我对海南的感
情太深了，我太爱海南了。”

“我的财富，取之于海南，应当
用之海南。一个企业好了，要让更
多的企业一起好，一个家庭好了，要
让整个社会家庭一起好。”冯川建心
目中，当初自己独闯海南是要实现
自我的价值，而价值的展现不仅仅
是财富的累积，更多地是要去回馈
社会。

今年春节期间，冯川建的企业
独自出资280万元赞助的中国书
协“全国第二届行书作品展”在三
亚展出，吸引了众多观众。他说：

“春节期间，三亚有很多游客，我希
望搭建一个文化平台，让他们有一
个领略文化艺术的去处。”

乐于投身公益事业的冯川建担
任过海南慈善总会副会长，现任中
华见义勇为慈善基金会理事。他积
极支持推动体育文化事业的发展，
先后两次被中国体育总局、中国体
育报授予“来自体坛的优秀企业家”
荣誉称号。在他看来，“先富起来的
一部分人，理应对海南的体育、文
化、扶贫、教育做出贡献，为海南的
经济社会发展做贡献。”

30年弹指一挥间，冯川建感慨
时间飞逝。“我们有过创业的艰辛，
也有过和海南共同成长的快乐，海
南给了我们很多，让我们对这片热
土非常眷恋。”

回首30年，如同回顾一部经典
的老电影，画面中不仅仅能看到30
年来海南社会经济发展的波澜壮
阔，也能看到无数个像冯川建一样
的年轻人激情燃烧的青春岁月。为
了弘扬“闯海人”的精神，冯川建曾
开办闯海人餐厅，还出资数十万元
购买了几百张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初期的老照片。他说，希望能永远
记住激情澎湃海南初成长的模样。

曾经的贵州小伙子，早已把海
南这方流过血洒过汗的热土当作了
心灵的归属地。“我在外面生病了，
就会回到三亚的家里，在阳台上晒
几天太阳，病就全好了。”冯川建说：

“后半辈子，我会留在海南，不走
了！”

（本报海口3月14日讯）

1987年，在贵州省军事体育运
动学校工作的冯川建得知海南将要
建省办经济特区的消息，27岁的他
内心无比激动。“当初深圳建特区，
我错过了一个机遇，现在海南建省
办经济特区，不能再错过！”

“听说我要放弃体制内的‘铁饭
碗’工作，很多人都问我是不是疯
了。我告诉他们，我还年轻，想换一
种生活方式，再现自己的价值。”冯
川建极力说服了家人和单位领导，
办理了停薪留职手续，准备“闯海”。

1987年底，冯川建带着心爱的
四条德国黑背牧羊犬，背上行囊，踏
上一列闷罐车，一路南下。“当时我
身上带了 10年的积蓄共 1000 元
钱，在广东徐闻，一条黑背犬意外
咬伤了人，赔了700元。登上过海
的轮船前往海南时，兜里就剩下
300元了。”

在跨越琼州海峡的轮渡上，冯
川建亲眼看见了一大批与自己一样
怀揣梦想与激情“闯海”的年轻人。
当轮船鸣着汽笛缓缓停靠在海口秀
英港码头，他们仿佛听到了新生活
的号角，激动不已。

从船上走下来的那一刻，冯川
建感到温润如春，放眼看去，满目翠
绿的椰子树，满街摆摊的商贩，满街
穿梭的三轮车，一派热火朝天的景
象。“我们可以感受到那时候海南的
朝气，感受到大家对在海南做出一
番事业的渴望。”

在海口短暂停留后，冯川建来
到了三亚。“起初，在当地一位姓林
的朋友家中借宿，但我不想给人家
添太多麻烦，没多久就搬出去了。”
冯川建的“住所”换成了三亚大东海
的沙滩，每天夜里，他仰望星空，听
着海浪声，席地而睡。

当时，大东海一带是“闯海”年
轻人的聚集点，冯川建结交朋友的
同时，也寻找着创业的机会。“我
们看准了大东海路口的一块地，想
盖一栋竹楼经营小餐馆。”冯川建
向朋友林先生借来几百元钱，租下
了场地，和几个志同道合的“闯
海”朋友一起搭起了竹楼，起名

“建川竹楼”。
“这个竹楼对我意义重大，让我

在海南有了落脚点。”冯川建指着竹
楼前大家合照的老照片回忆，“我们
这些年轻人就在竹楼里面吃住，每
天晚上，大家都会聚到一起，弹起吉
他，拉着手风琴，一起唱崔健的‘一
无所有’。”

回首往昔，冯川建感慨万千，
“这 30 年来，我遇到过许许多多
友善、淳朴、厚道的海南人，他们
对你好就是真的好！”

在冯川建的眼中，刚建省办
经济特区的海南遍地是机遇，凭
借敏锐的经济头脑捕获商机并不
是太难。

在建川竹楼之后，冯川建在
三亚和人合作种植芒果、养殖膏
蟹，然后辗转海口创办建川摩托
车联合俱乐部……在冯川建家中
显眼的位置，至今悬挂着几张他
年轻时参加摩托车飞车表演的照
片。“这是1989年，我们在海口市
体育场，为筹建北京亚运会南端点
火台进行的募捐表演。”他告诉记
者：“我们能做成很多事情，也是
大特区的环境造就的。如果是在
内地，作为一个民营企业在当时是

很难获得驾照培训资格的，但在海
南，我们的事业就顺利多了。”

冯川建说，自己在海南还遇
到了许多开明务实的干部。“我们
去办事情，这些干部不会问你的
出身、来头，他们乐意倾听你的想
法，愿意跟你聊理想，给予你支
持！”

通过改革开放，海南焕发新动
力，冯川建还记得，“那个时候，整个
海南岛到处都有投资商在找项目，
全国各地的资金都涌向了这里”。

当时，海口市五指山路是很
多“闯海人”交流信息的聚集点，
冯川建在这里找到了愿意给他投
资的客商。“敢想敢做务实的人，

很容易得到帮助。”
冯川建在海南建川摩托车联

合俱乐部基础上创办了海南奥林
匹克俱乐部公司，投资建成了当
时海南最大的射击场三亚国际奥
林匹克射击中心，成为海南颇负
盛名的旅游项目。他还先后创办
了海南奥林匹克花园有限公司等
多家企业。1998年建设的海口奥
林匹克花园住宅小区首倡“运动
就在家门口”的大众健身新理念，
是海南首家以“运动、绿色、智能、
艺术”为主题的生态园林住宅小
区，也是当时国家体育总局批建
的海南省唯一“阳光健身工程”，
获得了多个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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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特区环境造就黄金机遇2

希望“闯海人”
精神永久流传

3

冯川建。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刘洋 摄

冯川建接受记者采访。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刘洋 摄

冯
川
建
和
朋
友
们
在
三
亚
大
东
海
附
近
合
力

搭
建
起
来
的
建
川
竹
楼
，对
他
来
说
，意
义
重
大
。

年轻时的冯川建在海南创立了建川摩
托车联合俱乐部。

（本版照片除署名外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