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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怀感恩 奉献爱心
——
—记创业先锋、公益“爱心使者” 刘红
■ 本报记者 张一然 实习生 杨素敏 ■ 摄影 舒扬

十年前的刘红是这个城市千万人中的普通一员，日子过得安宁又稳定。 可她不满足于那种安稳，想要
做出一番事业。 创业，就如此地拉开了帷幕。 她说：“人的一生总要有些理想和追求，不管最终有没有实现，
追求本身这个过程，已经意味了收获。 ”

创业为生活更为实现理想
7年前， 刘红过着最为标准的生活：
有一份安稳的工作，挣一份安稳的收入。
创业的机缘来自她始终“不安分”的内
心——
—“我喜欢做事情”。 之后，她辞去
了安稳工作，从做外加工起步开始创业。
“最初受条件所限，厂房面积只有 20 多
平方米，还有一个不大的办公室。 ”甲方
要求乙方必须接受严格的培训并考核过
关，方可接单。 那一阵，她每天凌晨 5 点
就带着工人们坐轻轨赶到塘沽参加培
训，常常晚上十点多才能回家。
刘红和她的团队凭借过硬的素质很
快在众多争做外加工的企业中脱颖而
出。前来请她做外加工的企业越来越多。
2011 年，因国际时局变化，外加工行业
普遍低迷。“那时候，死守外加工行业显
然并非上策， 企业必须通过转型获得生
机。 ”鉴于见到许多创业者在创业时常
常因缺乏资金而陷入困境， 刘红将目光
投向了小额贷款领域。 在国家政策允许
的范围内，她做起小额贷款业务，初衷就
是希望帮助更多的创业者解决资金问
题。 “很多时候，往往一笔及时的资金，
就可以令陷入困境的企业绝处逢生。 ”
既解了他人燃眉之急， 又令自身重
获生机， 刘红自此带领企业进入高速发
展期。短短 7 年时间，刘红的公司从最初
三四十人的团队发展为规模数千人、十
几个子公司的多元化企业集团， 旗下包
含地产、建筑、教育、传媒、制造、互联网、
金融等行业。 她所创办的祥云集团扎根
深耕于天津，布局于中国，经过这几年来
脚踏实地的耕耘和积累， 目前已处在稳
步发展的上升期。 在谈到企业的发展方
向时，她介绍说：“电子制造业是集团的
实业基础。 目前集团的投资重心着眼于
互联网服务行业、教育培训行业、文化传
媒行业， 并将其作为未来的发展重点方
向。总的来看，集团丰富多元的产业板块
形成了产融结合的发展战略， 发挥出更
强的发展动力。 ”
作为知名企业家， 刘红用自己的真

实经历释义了白手起家的励志内涵。 然
而，她最出名的地方却是“过于低调”。
多年来，她拒绝了大量采访，从而显得有
些神秘。在长达数个小时的采访过程中，
她言谈里出现最多的词是平和与平常。
不少人都曾询问她， 创业时如何最
快速度地发展起来？ 她开门见山地说：
“归根到底， 我觉得是高度的责任心再
加上诚信心。 ”对这个信念的坚守，渐渐
使得“刘红”从一个人的姓与名，升华为
一种信誉保障书。 她半开玩笑地说：“生
意人都讲究天时、地利、人和，但这些东
西怎样才能被汇聚在一起？我认为，它说
难就难，说不难也简单，那就是我们要始
终坚守诚信，勇担责任。 ”
创业的成与败往往决定于创业者的
一念之间， 可以说他们在创业过程中的
每一个选择， 都决定了企业的现在和未
来。 是何缘由令刘红能够带领企业一路
高速发展？ “大家刚开始创业时往往是
为了生活， 一旦达到满足生活所需的程
度，接下来的努力和奋战，就是为了实现
个人的自我价值。 ”刘红坦言所有人的
创业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 用她的话
说，一个人获得了成功，说明他在市场竞
争中战胜了很多人。“既然商场如战场，
成功者一定是经受住严酷竞争考验的
人。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成长，它让我
深刻意识到每个人所获得的成长都是不
容易的。 ”
在响应“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
当下，年轻人备受鼓舞，创业热情高涨。
在各商业场合中，年轻人特别喜欢找刘
红取经。 豁达的她笑着说：“年轻人总是
带着崇拜的心情去看待创业先行者。 其
实，年轻人只要认清两点就能大大提升
创业的成功率。 一是要认识到创业肯定
是有困难的。 有句话说得好：上坡路总
是难走的。 二是遇到困难时一定要坚持
‘如何解决’这个思路不动摇，而不是
发愁退缩。 在我看来，除了生死，其他事
都不应该是人生的大困难。 故而，我们
遇到困境时，应时时刻刻想着如何去面
对它、解决它。 ”

团的董事长和法人， 要带给每一位员工
安全感， 让他们感受到在这个集团工作
是有前途的。站在我个人的角度，我担着
企业上下千余人的发展前途， 他们在这
里工作的目的是养家糊口， 是谋求更大
的发展，而我要承担起员工的这种诉求，
做他们幸福生活的保障。 ”
去年某天， 一位员工因着急准时上
班，临时将车停靠在大厦路边。保安见状
执意让员工将车停到指定地点， 员工反
复讲明先去上班打卡， 随后下楼挪车的
情况后， 保安鉴于管理条例拒绝接受这
个提议，双方由此发生了争执。 当天，恰
好刘红前往这个部门开会， 方才得知这
件事。她当即责问部门负责人：到底是怎
么回事？怎么不去处理？负责人认为这是
员工的个人行为，与企业没有关系，所以
不必出面。这个回答让刘红感到很气愤，
她二话不说就带着秘书去帮助员工解决
问题。 和保安争执不休的员工看到董事
长亲自下楼来帮助他解决纠纷时， 感动
得眼泪差点流出来。 刘红回忆说：“他一
见到我，就跟见到亲人一样激动！我特别
理解员工那种激动的心情。 我带着员工
找到物业经理，很快就解决了纠纷。 ”
“团队建设是企业 管 理 的 热 门 话
题。 其实团队的建设就是平日那一件件
小事中，我们作为管理者和负责人，站在
哪个立场？ 如何去处理？ 这才是关键。 ”
快人快语的刘红干脆地说：“企业想要
发展壮大，离不开员工的支持，而想要获
得员工的信赖与支持， 就要赢得他们的
心。直白地讲，顺着人心干事业才能有大
发展！ ”

真心真意才能凝聚能量
做实业离不开人才， 刘红自始至终
都特别注重人才的吸纳与培养。 当年的
甲方公司的总经理如今已经成为集团的
CEO。 人才有吸纳，自然就有流失，况且
做实业总会面对人才流动的问题。 偏偏
刘红与集团却荣登猎头公司的 “黑名
单”，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集团的人才， 真的是外界给
多高的待遇都很难被挖走。 ”她自豪地
说，“集团成立 7 年，很多员工都是在集
团工作了五六年的老员工。 他们为什么
不跳槽？凭什么跟着我一起干？我想这绝
不在于薪资， 毕竟真正的人才到哪里都
能获得不错的待遇。 我的自信来自我始
终用心待人的原则，我用心换心，而不是
用利益去谈判。我欣赏我的员工，员工信
任我这个人， 如此形成了非常良性的正
循环。另外，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
处，正所谓人人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大家
能见面还有机会一起共事， 本身就是一
种缘分， 所以这种珍惜友谊和缘分的心
态，使得团队有非常强的凝聚力。 ”
企业发展面临的另一大难题是各级
员工的管理问题， 这在刘红的心中从不
算难题。“首先要承认人多确实事就多，
但只要每件事都有人很好地负责和处
理，那就不叫事。 ”现代企业管理是一门
系统的学问，性格爽朗的她直言道：“在
我看来， 每个企业家都有自己的管理理
念和风格。我的风格就是用人不疑，从不
越权。当负责人感觉到我的信任后，他就
不可能肆意地去辜负这种信任。所以，当
每一个负责人都能够很好地负责后，企
业也就不可能出现管理问题。 ”
刘红始终强调， 创业者不仅是企业
的掌舵人，更要成为员工的知心人。她骄
傲地说：“我知道员工在想什么、想要什
么，我更清楚哪些岗位更适合他们。 ”在
集团， 她以管理严格闻名； 走出办公大
厦，她就是员工的朋友。她的秘书在她的
面前自然大方，直言直语，这得益于刘红
坚守“朋友般相处”的理念。“我作为集

追梦人心声

诚信是力量的象征
“创业时真的没有想到要将企业扩
展到很大，起步时也谈不到企业家社会
责任这个层面， 只是抱着勤勤恳恳做
事 、踏 踏 实 实 做 人 的 原 则 ，去 对 待 客 户
和项目。 ”正是这个非常朴素的思想，引
领着刘红一步步地将企业由微小壮大
起来。 企业发展了，员工自然也多起来。
这时的她才猛然惊觉自己已经从创业
者渐渐地成长为企业家，她意识到自己
承载着严肃的社会责任。
她 深 有 感 触 地 说 ：“最 初 是 如 何 让
员工挣得更多，后来是如何带领员工获
得更好的个人职业发展，再到现在的如
何能够为社会多贡献一份力量。 这一步
步走来，集团能够克服困难，战胜挫折，
平稳地发展起来，归根到底是源于我们
当初的那份感恩之心从未曾变过。 ”
她总结创业心得时没有长篇大论，只有
简单一句话：坚守诚信。 她说：“诚信是
力量的象征，代表着我们一群人的内心
安全感，代表着一个企业的高度自重和
尊严感。 ”以爱之心做事，以感恩之心做
人是集团始终秉承的企业价值观，也是
她做人做事的出发点和归宿。
正 因 此 ，多 年 来 ，刘 红 和 集 团 捐 助
了多所贫困山区学校，如贵州省黎平县
尚重镇双联小学；她带领企业员工坚持
长期为天津儿童福利院捐款捐物，并签
署了助养协议，两年来共计捐款数百万
元 ，并 获 得 了 儿 童 福 利 院 颁 发 的 “爱 心
大使奖”。 面对各界颁予的各种荣誉和
证书，刘红自谦道：“单凭个人或一个企
业的善举，不足以改变世界。 我们做公
益的目的不是捐款本身，而是希望借此
唤醒更多人关注公益，凝聚更多人的善
心和善意为社会的和谐发展做出更大
的贡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