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美
丽
乡
村

■ 周末人物 从富起来到强起来·庆祝改革开放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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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到一鸣公司的董事长朱立科时，他刚
“出走”归来。最近两年，他常玩这样的“失
踪”，少则两月，多则半年，这次是131天，国
庆节才回来。他笑着说，就是想慢下来，等等
看。任何企业的发展都是螺旋式的，一定是走
走停停，有时候不能太急，需要一个等待的过
程。一个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要慢下来，看
看有什么问题。

领“鲜”一步的早餐革命

这些年，朱立科的一鸣公司的确发展很
快。

2002年，“一鸣”在温州当地开出第一家
“真鲜奶吧”。随着模式成熟和市场接受度提
高， 2 0 1 1年，杭州也开出第一家“一鸣奶
吧”，为求新鲜，牛奶都是当天凌晨从温州送
到杭州。截至目前，苏沪浙闽四省市已有一鸣
“真鲜奶吧”连锁店1500多家，并以每年新增
200余家的速度持续发展。

“拿上一杯鲜奶，挑上几个刚烘焙好的面
包，或打包带走，或坐下打开免费WiFi，刷一
下朋友圈……”温州的朋友告诉记者，一鸣奶
吧之所以受欢迎，不只是方便，更因为它改变
了温州人的生活方式，“牛奶 谷物 苹果
鸡蛋”的新理念，把温州人从“稀饭＋肉包＋
油条”的早餐习惯中拉出来，是一场名副其实
的早餐革命。

看看奶吧推出的早餐单，除了鲜奶，酸
奶，还有手撕奶酷条，手搓饭团，草莓味奶酪
球……温州晚报的一位年轻的同行说，再也不
用担心孩子不愿吃早餐，就连隔壁大人也要馋
哭了。

今天，大街小巷的“一鸣真鲜奶吧”成为
市民的一大餐厅，也成为投资者纷纷加盟的合
作对象。

但让朱立科难忘的是，最初父亲朱明春把
开发蛋奶这个难题交给他的情景。父亲的想法
很朴素，“我养鸡，鸡蛋是最好的，牛奶也是
最好的，把两个混合应该也是最好的。”

当时，朱立科刚从农大畜牧专业毕业，便
一头扎进蛋奶的研发中，“虽然我没学过食品
专业，但我觉得父亲讲得对，鸡蛋加牛奶就是
完美的绝配。”

失败无数次光顾他。白天到牛场收奶、进
车间做工，晚上在实验室，不厌其烦地把溶液
从这个试管倒进那个试管。总是解决不了鸡蛋
遇热就凝固的难题……朱明春眼见儿子屡试屡
败、屡败屡试，从不责怪。这份默许和宽容让
朱立科更深切地体悟到父亲的“不服输”，也
愈发坚定了自己的“不死心”。

一年以后，朱立科成功攻克“鸡蛋遇热凝
固”技术难题，并获国家发明专利。

沉浸在回忆中的他说，“我从来没想过这
件事情做不成，但现在叫我做，我肯定做不
来，脑子里有太多框框了。包括我现在的技术
员，有些是招过来的博士生，我说你做去，他
会说不可能，鸡蛋遇热会凝固，可我当时没有
这个框框，反而就把它做出来了。”

“一鸣蛋奶”从此一鸣惊人。
而那时的朱立科可能还没有意识到，蛋

奶，是父亲交给他的一支接力棒，两代温商成
功交接。

传承好温商的“四千精神”

朱立科的父亲朱明春也是当地响当当的一
个人物。

他响应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号召，是温州
第一拨下海的国有企业职工，从养猪养鸡开
始，一步一步摸爬滚打，一点一点做大起来。

“现在那个老房子还保留着。”朱立科比
画着：一层30来个平方，两层就60个平方，阁
楼下面养两头猪，上面养几百只鸡。后来发展
成为温州最大的养鸡场，直至浙江省最大的养
鸡场。

等朱立科大学毕业加盟父亲的养鸡场时，
素有“炼乳之乡”美称的温州乳品业日薄西
山，数家乳品厂先后关闭，大量奶牛专业户另
择生路。温州市奶牛从原有1 . 3万头锐减到2800
头，市民“几乎无鲜奶可喝”。

1995年，朱明春创办了“扁担公司”———
温州一鸣食品公司。他以独特的“公司+农户”
的生产组织形式，一头挑起了奶牛饲养大户，

一头挑起了市民的鲜奶供应，重新托起了温州
乳品业。

说起父亲，朱立科抑制不住自豪，“他应
该是在第一代温商中比较突出的，1988年被评
为全国劳动模范，受到了一些中央领导的接
见。温州模式就是他们那一代人创造的。”

最让朱立科佩服的是第一代温商身上的
“四千精神”：历尽千辛万苦，说尽千言万
语，想尽千方百计，走遍千山万水。

温州人经商，把赚一分钱、一厘钱都当作
荣耀的事；一个办法行不通就换个思路干；一
个地方没有发展空间了，就拉家带口寻找新的
希望之地；有市场的地方就有温州人，没有市
场的地方也有温州人去开发市场。

“温州模式的内核就是‘四千精神’。”
朱立科感慨道，“‘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
板’，这是很生动的写照，所以温州才会发展
起来。”

温州人以“商”行天下。有权威统计显
示，目前有温州籍海外侨胞68 . 8万人，占全省
的1/3，分布在世界131个国家和地区。

站在父辈肩膀上的

“创二代”

作为“温二代”，不，朱立科向记者强
调，是“温1 . 5代”，他说这是温州的经济学家
马津龙老师给取的，也叫“创二代”。

“和第一代温商相比，我们的文化水平高
了，但也有劣势，‘四千精神’在我们身上弱
了。至于说在今天这个节点上发展得还算可
以，那是因为站在了父辈的肩膀上。”

1998年，朱立科的公司没有钱打广告，快
要破产。所有的房子都抵押给银行，只等法院
来敲门。他们请到咨询公司，建议必须做广
告，当时60万元广告费，上海房子估计可以买
六套。

父亲带他去温州都市报，当时叫侨乡报，
两位老总原来都是跑农口的，曾经采访过朱明
春。“就这样的一次采访，他们对我父亲很尊
重。”

时隔这么多年，朱立科说起这件事，声音
里还有不易觉察的颤抖：“我父亲说你看我把
我儿子带来，我没钱，但这广告必须打，怎么
办？当时打广告必须要先付钱。报纸太红火
了，而且侨乡报是浙江省最好的报纸。总编说
好，就看你老朱这个人的信誉，你所有的广告
费先不要付钱，等你有钱了再来付。你说这是
不是站在父辈的肩膀上？包括我后来遇到很多
问题，都是父亲带我去找人，说儿子企业现在
有困难，你们帮帮他。人家为什么帮我？就是
对父亲的信任，认他这个人。”

“所以说我们这代人不仅要传承父辈的精
神，还要传承他们的做法。这是我们这代温商
的使命。”

这些年，朱立科去国外企业参观学习，觉

得他们的“Work when the sun rises, and rest
when it sets”理念和温商精神是相通的，说有
的老板甚至要工作12小时以上。“我觉得温商
想要三代五代走下去，首先得把‘四千精神’
传下去，如果传不下去，温商就会没落的，然
后才是规范和创新。”

家族企业和现代化管理制度

不对立

家族企业传承中各种戏码，一直是现在电
视剧热衷的内容。

朱立科也曾有“惊人之举”，高考填报志
愿时，第一志愿填北京农业大学，第二志愿是
南京农业大学，第三志愿是浙江农业大学，都
只报一个专业“畜牧”，并且填写不服从调
剂。

他的大学同学告诉记者，当时他可出名
了，是温州中学历届以来第一个填农大畜牧专
业的。浙江农大的校长亲自到温州来把他招过
去。

听到这里，记者有些怀疑地问，是父亲的
意愿左右了你的选择吗？

他肯定地说：“不，我是自愿的。”或者
说，是父亲的“聪明”让他从小对鸡啊牛啊产
生了兴趣，有远见地促成了这一切。

从小学开始一直到初中，他的每个寒暑假
都是在鸡窝边度过的。父母忙，平时他跟奶奶
住在一起。到了鸡场，就帮着父母喂鸡，抓小
鸡，给鸡打疫苗，眼见了父辈创业的艰辛与坚
韧，也培养了他对畜牧的兴趣。

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方法。朱立科说，现
在不可能再把孩子们抓到鸡窝边上了，他的孩
子这一代大多有海外求学经验，思想更加开
放，如果没有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怎么会吸
引他们进入企业？在传承过程中，管理不规范
也是家族企业没落的重要原因。只有不断地规
范，中国的企业才能富过三代。

朱立科一直强调，家族企业和现代企业制
度是不冲突的，按照现代企业的一套逻辑组建
过得硬的团队，中国企业的平均寿命才会超过
世界平均数的七年到九年。

“实际上全世界所有的企业都面临一个问
题，如何让企业延续下去。规范的现代企业制
度可以避免家族企业中容易出现的问题：外面
有才能的人进不来，而且一家人的思维方式多
少有些类似，难有一个突破点。大家各有各的
想法，要决策某件事就很难，容易耽误商
机。”

他提到福特公司，当中就有几代人是不经
营福特汽车的，但公司还是属于福特家族的，
他就通过这种现代企业制度找到优秀的经营
者。

“不是说非得把董事长传给儿子，才叫家
族企业。能够把企业建成，作为董事会能够选
出优秀的人，就是家族企业。家族也不是只有

自己家的人，家族这个范围大了，只有open了
才有活力，优秀人才才能进来。”

“发展永远大于发财”

几年前一堂MBA课上，老师出过一道题：
假设你离开公司，去一个没有任何通讯的地方
待半年，离别时你会对团队说什么？学员们答
得五花八门。最后，老师给出答案：这个问题
其实是要大家思考，一个企业领导者如何做到
自己离开时企业运转得更好。

这堂课让朱立科深受震撼，竟真的去实践
中测验。

没有解释，没有宣告，朱立科“失踪”了
两个半月。一鸣奶吧的店员甚至不知道老板曾
经“不见了”。

结果证明，团队在他离开时能够继续前
进。他感到欣慰，因为这说明几年来的团队建
设开始起效。

“有时候你稍微等等看，可能会失去一点
市场份额，可能会失去点利润，就像这次我出
去这么久，肯定失去几百万利润了。但我认为
发展永远大于发财。你把别人的活儿都干了，
你当然多赚了些钱，500万、1000万甚至一个
亿，但是你的团队起不来。”

人都是在试错中长大的。朱立科回顾自己
的成长历程，父亲让他当技术员，当车间主
任，所有的工种都干过，然后去当销售经理，
每一步都是试错。错了之后，去思考它背后是
什么，父亲给了他一个很长远的成长空间。

“所以我今天当领导，我也要给员工机
会，这就是等待，等等看。”

他把咨询机构引进来，建起自己的“黄埔
军校”，要求全员参加学习，哪怕随意一个奶
吧服务员，上岗前也都经过集训。公司还包车
把40来人载到广州、深圳、上海，一学就是4天
3夜。每天上午8点半学到晚上9点，再自习到凌
晨两点多。这种狂热的学习持续了一年多，培
养出今天一鸣的一批骨干。

朱立科有一个奇怪的“能量守恒定律”说
法，他说你是想现在赚1000万还是10年20年每年
赚几十万或几百万，老天是很公平的，你天天
赚一个亿，你还想赚100年，做梦去！有时亏点
很正常，但你始终相信你的方向，看到你的团
队起来了，这才是最重要的。

他还有一句话，大树下面好乘凉，一个企
业一个家族都需要有个顶梁柱，但还有另外一
句话，大树底下无杂草。好多东西都有两面
性，有时候一个领导过于强势的话，部下能力
就弱了。所以企业管理有时候要顺应它的规
律，只有整个团队有活力有希望，企业才能创
造出长远的未来。

狭路相逢勇于亮剑

“平凡坚持到底就是伟大。”这是写在一
鸣公司墙上的一句话，有点像武功秘笈，把简
单的招式练到极致，就是绝招。

朱立科的绝招就是，质量，质量，还是质
量。

他坚持以高价收购优质奶源，2008年还
“异想天开”，要把产奶量高、奶质好的澳洲
奶牛空运到温州。一时间引来议论纷纷，澳洲
牛能在温州养？就算养活了怎么保证品质？422
头不是小数目，平均一头3万多元的花费，搞砸
了可要血本无归。

“真是压力山大。”他笑，虽然看起来是
引进牛，实际上是改变整个饲养方法和理念。
因此要解决的，不只是奶牛水土不服，还有工
艺、流程，乃至人员技术、资金运转等一系列
问题。

他没有退缩，而是带领“一鸣”攻克重重
难关，试验并创新了“澳牛温养”的先进饲养
方式。如今这些澳洲奶牛已经繁衍到第四代，
完全适应了当地的水土。“你要看到的话一定
会惊呆，那些奶牛都通人性。”朱立科脸上浮
现出说到自己孩子时那样的和颜悦色。

这件事也应了另一句话，它虽然没被写在
“一鸣”的墙上，却写在朱立科的心上。“亮
剑，狭路相逢勇者胜”，他说这句话来源于一
部电视剧，“什么叫亮剑？古代剑客们在与对
手狭路相逢时，无论对手有多么强大，就算对
方是天下第一剑客。明知不敌，也要亮出自己
的宝剑，即使倒在对手的剑下也虽败犹荣。”

这也是父亲一直跟他讲的。他的公司不止
一次陷入绝境，“但我始终相信自己能走过，
只要我的员工支持我，我的消费者信任我，政
府理解和支持我就够了。”

现在朱立科又建起了生态牧场，追求高
端，绿色。他想把它做成中国牧业的一个示
范，不使用化肥和农药，这个自然不用多说。
还能满足人们对天然食材的要求，无论是大人
还是小孩，用挤出的牛奶制作酸奶、蛋糕，不
仅能吃到纯天然食品，还能从中体会到亲自动
手的乐趣，这对很多喜欢休闲的人有着不小的
吸引力。

他的“生态”概念，更体现在一种可持续
发展的模式。通过能量的多级利用和物质的循
环再生，达到牧场生物自身的生态平衡。牧场
试运营不到1年，游客突破11万人，带动所在村
60%的农户增加收入。

“四十”不惑，清楚自己

要什么

改革开放四十年，温州挺立民营经济发展
的潮头，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观，但也历经波
折，一次又一次浴火重生。

“温州货”曾一度成为赝品的代名词。全
国不少新闻媒体纷纷曝光，批得温州人“脸上
无光，心里发慌”。欺骗市场，其结果是失去
市场。 1 9 9 3年 1 0月，温州提出“第二次创
业”，重塑“信用温州”。

2003年，温州又一次处在生死关头。发展
布局无序，产品附加值低，科技人才严重缺
乏，难以与国际接轨等。如何扬长避短，续写
新的辉煌？温州人开始了新的探索。

“过去是市场一好，盲目乐观，市场一
差，盲目悲观，而现在的温商，市场好的时
候，会警醒其中的危机，重新思考发展与发财
的关系；市场不好的时候，也会看到其中的希
望和方向。”从温州工商联副主席李金枢的这
番话里可以感受到，历经四十年风风雨雨，新
一代温商更加理性和成熟，他们追求协调发
展、创新发展，不断改变经济增长的方式，前
进的脚步更加稳健。

朱立科对记者说，你来自山东，孔子的故
乡，孔子有句话叫“三十而立，四十不惑”。
改革开放40年，民营企业也进入了不惑之年，
应该有自己的定力，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不要
什么。

朱立科的“不惑”，大概就是一个“稳”
字。

浙江省政府办公厅农经处处长吴宏辉评
价，朱立科的一鸣公司成为全产业链中的一个
典范，它不是发展最快的，也不是最大的，但
它是最稳的。

作为一家农业龙头企业，朱立科立志实业
兴邦产业报国，一定要承担起让农民增收的一
份责任，但他又从不肯和别人比快比大，他说
只要把今天的事情尽全力做好，就会有很多人
支持你。

他对吃穿不讲究，对住房也没什么概念，
但为了抓质量，一鸣公司每年研发经费占销售
额3%以上。2013年，他拿全年利润跟IBM公司
合作信息化项目，打造智能产业，光是生产设
备就要花1 . 3亿元。这套智控体系包括奶源追踪
功能，自动记录生产过程的每个细节，质量可
追溯。和他说起这事，他却轻描淡写，“那个
已经落后了，今年又投入6000万元，7月份刚刚
启动。”

“其实，只要把客户需求考虑清楚，就自
然而然会选择要走的路。”

他心目中的客户需求，就是不管你是白领
也好，蓝领也好，或者是农民工，不管你身处
城市还是偏远农村，都需要高品质的产品。

说到理想，他一下子心很大，一下子又心
很小。他说，未来五年我把华东地区做好就足
够了，让两亿人喝到新鲜放心的牛奶，然后五
年，再五年。但说到企业发展，他好像又有很
大的野心，说企业发展就是一场马拉松，比的
是持久，他追求长命百岁。

改革开放四十年，温州民营企业家凭“四千精神”，挺立经济发展潮头，走出一条具有鲜明区域特色的发展路子，创造造

了生机勃勃的“温州模式”，但也历经波折，一次又一次浴火重生。新时期如何续写新的辉煌？温州商人开始了新探索索。

朱立科：“温1 . 5代”创业再出发
□ 本报记者 刘君

朱立科说，一个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要慢下来，看看有什么问题。

■ 责任编辑 郭爱凤

朱立科创办
的集养生度假、
创意农业以及牧
场体验于一体的
云岚牧场。

试验并创
新了“澳牛温
养”的先进饲
养方式。

以营养早
餐理念为出发
点，首创奶吧
模式。

牛粪经过处理
后变成有机肥，实
现 能 量 的 多 级 利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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