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李坤晟

“朋友圈看到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笔下的
绍兴女企业家徐爱华，一个从无到有，没有启动资
本致富的企业家。”

徐爱华没有在第一时间读懂魏长军的微信。
魏长军是一名长年在埃塞俄比亚经商的浙江商

人。他和徐爱华在一场活动上互加微信，平时联系
不多。

对方同时发来几张照片，是一本英文书的封面
和其中几页内容。不太懂英语的徐爱华仍然一头
雾水。

直到下午，在咨询自己的高级经济顾问后，徐
爱华才大致弄清事情原委。

此前，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19年诺贝尔
经济学奖授予阿比吉特·班纳吉、埃丝特·迪弗洛
和迈克尔·克雷默三名经济学家，以表彰他们在减
轻全球贫困研究领域作出的突出贡献。

其中，阿比吉特·班纳吉和埃丝特·迪弗洛
两位学者，在其最重要的著作《贫穷的本质——
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中，收录了徐爱华如
何白手起家的案例。

浙江华联集团董事长徐爱华，身兼绍兴市工商
联主席、绍兴市总商会会长、绍兴市女企业家协会
会长等多个社会职务，曾是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
表，称得上今天绍兴商界领袖。

随着手机里的祝贺和点赞纷至沓来，这名女企
业家的思绪被带回到曾一无所有的奋斗岁月。

梦想成为“领工资”的人

同鲁冠球、徐文荣等浙商前辈一样，徐爱华出
生在一个地道的农民家庭。

浙江“七山二水一分田”，绍兴稽东下甘岭村
只种玉米和番薯。山腰上的十几户人家想吃大米，
必须去山下的粮管所换。即使父亲是村里的生产队
长，除了逢年过节，徐爱华和6个兄弟姊妹也只能
靠玉米糊糊果腹。

“七八岁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一定要让家
人过上好生活。”徐爱华说。

什么是“好生活”？同样是农民出身的温州企
业家南存辉，曾向往将来有一天能进国营企业当一
名工人。

徐爱华比南存辉小2岁，志向也差不多。学生
时期的她很羡慕“父母领工资”的同学，她希望未
来能成为一名“领工资的干部”。

但是，人生的道路总充满意外。1982年，徐爱
华走到了人生的岔路口。这一年，第二次参加高考
的她，定向考取了浙江农业大学；同时，她还通过
考试拿到一个去上海进修服装设计的名额。

受改革开放春风鼓舞，20世纪80年代初期，绍
兴县大力发展以纺织、印染为主体的乡镇轻纺工
业。为提高技术水平，当地政府从上海请来师傅对
工人进行培训。培训后考得第一名的工人将会去上
海进修一年。

徐爱华利用第一次高考落榜后在乡镇企业打工
的机会，参加了培训。半个月后，她从工人中脱颖
而出。

“你哥当兵回来在镇上工作。你读了大学，出
路也差不多，不如学门技术。”一辈子种地的父
亲，用中国人最传统的智慧，为女儿做了选择——
去上海学服装设计。

然而，等徐爱华一年后从上海学成归来，她却
失业了。如果一名老练的工人赢得服装设计培训机
会，可能很快被提拔为技术厂长，但当时徐爱华才
18岁，整整3个月，没有一家乡镇企业接收她。

1983年，曾梦想“领工资”的人，决定走上创
业之路，成为发工资的人。

改革开放后，千千万万洗脚上岸的农民企业家
中，多了徐爱华一个。

没有资本的企业家

在班纳吉和迪弗洛的著作里，记录徐爱华创业
故事的那一部分，标题是“没有资本的企业家”。

在作者笔下，徐爱华“并不是一个典型例
子”。两位经济学家主要想表达的是：穷人因资金
较少，几乎无法获取正式保险、银行服务及其他廉
价金融渠道，很难获得足够的资本，成为一名企
业家。

但徐爱华是个例外。
“浙江‘借鸡生蛋’‘借梯上楼’的民营企业

比较多，很多是从当年的乡镇企业改制过来。”绍
兴文理学院教授李生校曾调研超过500家绍兴企
业，得出了这个结论。

可徐爱华的企业，从来没有戴过乡镇企业
的“红帽子”。

阿里巴巴集团创始人马云和温州企业家南存辉

创业时，都曾找家人凑启动资金。吉利控股集团董
事长李书福早年开照相馆，买相机的120元也是家
人资助的。

徐爱华没有找家人要一分钱。
她倚仗的是从上海学来的技术。那时没有专业

的广告公司，她自己写了一页文稿，内容是“爱华
时装招收15名学徒，即日起报名，包教包会，学习
时间一个月，学费15元，学不会的可以继续学二个
月或三个月，不加收学费”。

“我收的学费高。15元差不多是工人一个月的
工资。优势是包教包会。按当时的惯例，学徒先要
免费帮师傅干活，然后拿一半薪水继续帮师傅干一
段时间。但我不用。”徐爱华说。

路子找到了。她跑到越南区广播站，恳请播音
员给播一播，遭到拒绝。区广播站从来就没有播过
广告。第二天，徐爱华还是去广播站磨。最后，广
播站被她的坚持所感动，答应为她破一次例。

学员掏钱之前，总得上门看看场地。徐爱华借
了一台拷边机，赊了一台缝纫机。等白天收到学
费，才请姐夫从杭州连夜买回设备。

就这样，徐爱华前前后后招收了100名学徒。
她手把手地教徒弟如何设计、裁剪、缝制。后来，
她留下了其中6人，开办了自己的服装厂。

拼命往缝里挤

班纳吉和迪弗洛认为，现实中穷人从事的大
多数生意，天花板低，阻碍了他们摆脱贫穷。徐
爱华开始承接外贸订单后，工业缝纫机从48台扩
展到800多台，意味着她从事着一项总体收益很高
的生意。

“这不仅表明徐爱华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女人，
还表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竞争较少、需求较大，因
此她的生意正逢其时。”

一个为大多数人接受的观点是，“改革开放初
期，商品短缺，做什么生意都容易成功；如今创业
门槛越来越高，创业越来越难”。徐爱华却说：
“我们那时候真的很难。”

当年的绍兴县（现已改名柯桥区），是国际纺
织之都。如今，从柯桥卖出的布匹占到了全国的三
分之一、全球的四分之一。

因为当地的传统优势，徐爱华“阴差阳错”
地学服装、做服装、卖服装，但同样因为当地的
产业集群，徐爱华的企业在创业初期就面临激烈
的竞争。

和国营企业比，和乡镇企业比，自己的小作坊
优势在哪里？

为节约成本，徐爱华将供销社当废品卖的纸箱
子买回来。一个旧纸箱和新纸箱的差价，“能省出
一件衣服的扣子钱”；徐爱华到城里进货回来，从
不叫十来块钱一趟的车，三轮车坐到公交车站，两
张票，人一张，货一张，总共花三块钱。

为完成订单，徐爱华曾连续七八天趴在缝纫
机上睡，因为“怕躺在床上睡得太沉”。儿子临

产前五天，她还跑到柯桥轻纺城去进布料。在儿
子张皓洋的记忆中，父母的工作一个通宵接一个
通宵，自己从小学就开始了住读。

“从来没感到苦。创业就是这样，奋斗就该如
此。”徐爱华说。

真正难的是找销路。这也是徐爱华坚持认为
“过去创业并不比现在轻松”的主要理由。当年
的销售渠道——供销社和百货公司，进货优先考
虑国营企业，其次是乡镇企业。像徐爱华这样的
个私企业，对方拒绝时还常抱以“你还真敢想”
的轻蔑。

但中国巨大的市场给了徐爱华一线生机。绍兴
竞争激烈，那就去中西部闯一条路子。20世纪80年
代，徐爱华跑遍湖南、湖北、贵州、青海等6省区
18个县市，企业总算生存了下来。

经济学家认为，适时而来的外贸订单造就了
徐爱华的成功。今天的徐爱华自然能骄傲地回
顾，她的企业是原外经贸部批准的首批获得自营
进出口经营权的私营企业之一。但此前的艰辛，
却少为人知。

徐爱华的服装，主要出口实行配额制的欧洲。
能拿到出口配额的往往是大国企，但徐爱华想去外
经贸部争取。到了北京，钱花完了，连外经贸部的
门都没能进去。

心急如焚的她在北京的马路上晕倒。等在医
院的病床上醒来时，身边一个认识的人也没有。
徐爱华和爱人通电话，两人抱着电话哭，却改变
不了将到手的外贸订单转给有配额的国企的
结局。

“今天的创业者，身前有一扇敞开的大门。当
年，这道门只开了一条缝，我们拼命往里面挤。”
徐爱华感慨。

近两年，社会上泛起关于民营企业生存环境的
讨论。徐爱华说：“从1983年，我随着改革开放一
路走过来，国家对民营企业越来越重视，民营企业
的地位越来越高，这是没有疑问的。”

我的努力只占10%

创业36年，徐爱华成了一名成功的企业家。
被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写进书里的消息传开

后，别人纷纷恭维她“了不起”。但54岁的徐爱华
泰然处之。

等周围安静下来，她回想这半生奋斗竟被外
国学者记录下来，还翻译成各种语言，感到一丝
欣慰。

“我奋斗的价值，被这本书无限放大了。它或
许能对今天创业的年轻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和地区的创业者有所启发。这超越了我企业本身
的价值。”在位于绍兴市二环路西北角某幢商住楼
的办公室中，徐爱华说。

徐爱华的办公室占据了这幢商住楼整整一层。
这幢楼和周边的住宅小区、商业综合体，全是她自
己公司开发的产业。

在旁人看来，徐爱华是敏锐而幸运的。从内
销到外贸再到内外并重，从纺织服装到地产开发
再到资本运作，她几乎踩准了时代的每一个
节点。

但这位“没有资本的企业家”明白，没有改
革开放，自己不会有去上海学习的机会。之后的
一切，更无从谈起。

“我有今天的成就，自己的能力和努力不超
过10%，是改革开放的好政策给我提供了舞
台。”徐爱华说。

在《贫穷的本质》这本著作中，班纳吉和
迪弗洛到贫困人群最集中的18个国家和地区开
展调研，试图从穷人的日常生活、教育、健
康、创业、援助、政府、NGO等多个方面，探
寻贫穷的真正根源。

为什么穷人吃不饱饭还要买电视？为什么他
们的孩子即使上了学也不爱学习？为什么他们放
着免费的健康生活不去享受，却要自己花钱买
药？为什么他们能创业却难以守业？为什么大多
数人认为小额信贷、穷人银行没什么效用？

政府无能、法制缺席、腐败横行，落后的基
建、教育、医疗、公共设施……统统都可能让穷
人难以摆脱贫困陷阱。

以徐爱华为代表的中国民营企业家能获得成
功，与巨大的国内市场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为
政府息息相关。

当改革破冰，中国积累的人口红利、工业
化红利，同乡镇企业、个私企业喷薄而出的生
机活力充分反应，徐爱华们乘势而上，改变了
命运。

找到继续奋斗的意义

“先富起来”的徐爱华迷茫过：曾经为了家
人过上好日子而奋斗，现在有了足够的财富，人
生还有什么追求？

近几年，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全球动荡和风
险点明显增多。经贸摩擦、股市波动、“两链”
风险……身边一些老伙伴关掉企业，做起了富
家翁。

徐爱华自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了继续奋
斗的意义。记者在采访中感受到，徐爱华希望自
己的企业能获得社会尊重。

这种尊重不只源于一家企业创造财富、提
供就业和依法纳税，而是它能为国家、为民族
做得更多。

记者采访徐爱华6个半小时，她至少15次提
到“崇拜军人、仰慕英雄”“人要英勇自信”。

在8月份的浙江省民营企业家新时代讲习团
“我和我的祖国”主题宣讲会上，徐爱华讲了
一个案例。

有这样一项事业，年产值10亿元，但它面临
众多的外部环境与问题，诸如经贸摩擦加大，产
销系统不协调；行业增速放缓，产能严重过剩；
经营成本上升，创新能力不足；金融市场动荡，
融资存在潜在风险；废水废气处理难，环保压力
加大；员工读不懂领导层，有许多的抱怨和负能
量……请问在座各位该怎么办？

她说，应该有三种选择：第一种是卖掉，总
归有人会喜欢这样的事业，总归有人会想做这样
的事情；第二种是把它剥离出去，自己当一个小
股东，把股份剥离给经营者或同行业的人；第三
种是通过转型升级，让这样的事业再焕发出生
机。相信在座大多数企业家会选择主动面对挑
战，想方设法，通过转型升级焕发这个事业的
光彩。

接下来，请在座各位把这样的一项事业放大
十万倍……

徐爱华口中这项“年产值100万亿”的事业
是指中国。她以中国共产党人不懈奋斗的精神，
鼓舞浙商继续发扬“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
语、想尽千方百计、尝遍千辛万苦”的“四千精
神”。

“企业家的事业和国家、民族的前途结合，
才有更大的价值。”徐爱华说。

在儿子张皓洋眼中，母亲是一个拥有家国情
怀的人。

目前，制造业的比重占徐爱华企业三成，她
将这一部分全权交给张皓洋负责。张皓洋大学毕
业后，原本在上海从事“只需要坐在电脑前看项
目、投项目”的金融行业。同当年父亲帮徐爱华
做选择一样，徐爱华让儿子回浙接手上千人的
工厂。

“当然不是为了他陪在我身边。我不会有这
种想法。未来的趋势是智能制造，这终究得年轻
人做。今天，让一个白手起家的年轻人从事制造
业，可能会非常艰难。我给他打了这么好的基
础，他不做，谁做？”徐爱华说。

诺奖得主讲述她的创业故事
徐爱华的奋斗比经济学“反贫困发现”更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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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照片记录下徐爱华（右一）的奋斗历程。 （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上接10版）
王立峰打心底里喜欢车。
凭借精湛的驾驶技术和车辆改装技术，他先后

获得北京市西城区群众性经济技术创新工程优秀成
果奖、北京市西城区环境卫生服务中心（下简称
“西城环卫”）的技术革新奖，连续三届获评西城
环卫职工职业技能比赛的“技术状元”。

为了改善生活条件，他也曾想过离开环卫工
作，可单位又教自己学东西，又帮家里解决生活问
题，这么走了过意不去。就这样一直干下去，干到
领导换了几拨，车都报废了三批。

2010 年，王立峰当选北京市劳动模范， 2014
年又荣获北京市青年五四奖章。“真没想到，我一
个外地来的农民工，受到这么大重视。”王立峰感
慨。他想请同事领导们吃饭庆祝，大伙儿说心领
了，奖金不多，让他留着贴补家用。

还有什么可说的？王立峰把奖状奖章往柜子里

一塞，接着干。无论是车辆的维修保养，还是单位
的暖气水管崩了，不管是早上5点，还是夜里2点，
他都随叫随到。

今年，王立峰达到了北京市积分落户的条件。
“咱就要从张家口农民变成北京人了？”妻子曹福
燕得知这个消息，激动得打哆嗦，“儿子上学问
题，是不也能跟着解决了！”

儿子受教育的事，一直是王立峰夫妻俩最大的
心病。2013年儿子出生后，王立峰工作加倍努力不
说，生活上遇到什么困难，想想儿子，总能咬牙挺
过去。

“过去有时也想不明白，就这么干也剩不下几
个钱，究竟图个啥？现在不一样，我付出的所有主
要是为了他。”他说。

儿子到了上学的年纪，由于户口原因，入学费
了大劲。从不求人的王立峰急得不行，找单位领导
帮忙，领导又帮着找街道。大伙儿想尽办法，终于

把儿子送进新街口附近的一所小学。可小学念完怎
么办？王立峰也不知道。想起来就愁得抓头发，头
发都稀了。

数着攒着，够了落户北京的积分。王立峰也高
兴，“其实户口主要是为孩子。有了北京户口，他
就能一直在这儿念下去。我不能把他送回老家当留
守儿童。一家人要在一块儿！”

然而，他还是高兴得太早了。虽然有落户的资
格，可他们在北京没房子，户口落在哪儿呢？“就
像考大学似的，费了半天劲考上，没钱念。”王立
峰苦笑，“生活总是这样，一个坎儿接着一个坎
儿”。

王立峰盼着儿子能在北京一直念书，也隐隐有
些担心，怕因为自己是一名环卫工人，儿子被同学
们看不起。有时临时接到拖挂移动厕所车的任务，
他从不告诉儿子自己去干嘛。

儿子有个小伙伴，两人天天在菜户营桥附近的

金中都公园里玩。一次无意间聊天，王立峰得知
这个孩子爸爸是牙医，妈妈在外企，夫妻俩月薪
加起来近十万。他听得直嘬牙花，现在已经是他
和曹福燕结婚以来最有钱的日子了，两人月薪包
括兼职加起来才一万多……

一天儿子放学后到王立峰的办公室玩，不知
怎么地，把他的奖状翻出来了。“怎么这么多
呀！”孩子坐在地上就开始数，“一共36本！爸
爸，你真棒！”

儿子的赞叹让王立峰心里放松了些。“将
来你一定要比我得的多，比我强！”他对儿
子说。

王立峰给儿子起名叫“成栋”，成为栋梁，
对他寄予无限希望。现在栋栋只要到爸爸办公
室，第一件事就是数一遍那些奖状，再给爸爸展
示自己作业得到的优秀印章，让爸爸也数数自己
得了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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