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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中翠柏雪中翠柏 傲立林海傲立林海

在中國樸素的哲學理念中，在中國樸素的哲學理念中， 「「木木」」 是構建世界的五個基本元素之一。森林使我們的生活擁抱綠色，使我們的環境富含生機，是構建世界的五個基本元素之一。森林使我們的生活擁抱綠色，使我們的環境富含生機，
使我們的未來充滿活力。當我們自由呼吸新鮮空氣時，盡情書寫潔白紙張時，愜意享受舒適家居時，也許我們會意識到這是森林使我們的未來充滿活力。當我們自由呼吸新鮮空氣時，盡情書寫潔白紙張時，愜意享受舒適家居時，也許我們會意識到這是森林
賦予我們的福祉。但是我們恐怕不會想到，還有這樣一群人，在為了有效保護、合理開發森林資源而畢生努力，奉獻一腔熱忱。賦予我們的福祉。但是我們恐怕不會想到，還有這樣一群人，在為了有效保護、合理開發森林資源而畢生努力，奉獻一腔熱忱。

柏廣新，就是這群人中的佼佼者。作為中國吉林森工集團董事長、黨委書記，多年來他致力於破解林業發展的瓶頸，以改革柏廣新，就是這群人中的佼佼者。作為中國吉林森工集團董事長、黨委書記，多年來他致力於破解林業發展的瓶頸，以改革
家的超凡勇氣和無限自信完成了企業的市場化變革和品牌化衍變。他又以一位學者的敏銳目光和精確剖析，提出了知名的家的超凡勇氣和無限自信完成了企業的市場化變革和品牌化衍變。他又以一位學者的敏銳目光和精確剖析，提出了知名的 「「林木林木
市場成熟理論市場成熟理論」」 ，被國內學界公認為森林經營理論的重大發展和創新。他更以一位詩人的浪漫情懷，創作詩集《我的森林》，書，被國內學界公認為森林經營理論的重大發展和創新。他更以一位詩人的浪漫情懷，創作詩集《我的森林》，書
寫了對大森林的摯愛情懷。寫了對大森林的摯愛情懷。

作為最後一代作為最後一代 「「闖關東闖關東」」 移民，柏廣新移民，柏廣新55歲即來到長白山林區，從一個普通林業人，到企歲即來到長白山林區，從一個普通林業人，到企
業高管，至今已經業高管，至今已經5252年。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林區生活中，他早已把年。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林區生活中，他早已把 「「百折不回、堅韌不拔、敢百折不回、堅韌不拔、敢
為人先為人先」」 的的 「「闖關東闖關東」」 精神融入到生命的最深層次，並一次次驅動他攻堅克難、披荊斬棘，帶精神融入到生命的最深層次，並一次次驅動他攻堅克難、披荊斬棘，帶
領吉林森工領吉林森工5.65.6萬餘名員工，培育綠色領域的擴張，見證森林力量的崛起。萬餘名員工，培育綠色領域的擴張，見證森林力量的崛起。

柏廣新，宛如生長在東北林海中的一株翠柏，將發達的根系扎入凍土，將身上的積雪視作柏廣新，宛如生長在東北林海中的一株翠柏，將發達的根系扎入凍土，將身上的積雪視作
無物，將遒勁的枝幹迎風招展……無物，將遒勁的枝幹迎風招展…… 文：盧冶、高乙菲文：盧冶、高乙菲

在百度搜索中輸入 「吉林森工集團」，你會得到這樣的介紹：中國吉林森工集團是我國第一家大型國有控股森工
企業，是中國四大森工集團之一，是國家重要商品材生產基地。擁有資產總額130億元，規模以上子公司17戶，職工
5.6萬人。

在人們的心目中，作為這樣一個超大型企業的 「掌舵人」，必然是一個精於計算的商人，或者是一個威嚴和持重
的權重者，再或是口若懸河的談判家。

然而柏廣新給筆者最深刻的印象卻是全新的。他身上沒有金錢和權力留下的世俗味道，反而彰顯和流露獨有的
精神氣質。他是一個值得細細品味的人。在他身上，既有一個 「闖關東」的山東人那種執著堅韌的強大精神，也有深
受儒家文化浸潤而形成的文化底蘊，還有學者與詩人的那種浪漫與理想並存的獨特氣質。

創業者、儒商、學者和詩人，這正是柏廣新呈現出來的精神氣象。四者交融，匯成了一個富有人格魅力的企業家
形象。

正如美國移民誕生了 「牛仔精神」、 「西部精神」
一樣，在中國，中原移民長達三百年的 「闖關東」歲月
也凝成了 「闖關東精神」。

作為最後一代 「闖關東」的山東人，柏廣新也秉承
了這樣一種精神氣質。

柏廣新對 「闖關東精神」有更深層次的感悟和理
解。柏廣新式的闖關東精神，實質上就是 「為了生存闖
出一番天地」的創業精神。這種精神反映了艱苦奮鬥、
奮力拚搏、勇於創造、敢於開拓的創業歷程，體現了拚
搏開拓的創業精神。

時光倒流至上世紀90年代末，林業被稱為 「計劃經
濟的最後一個堡壘」。那時的中國吉林森工集團前身是
一派令人沮喪的灰色圖景─由於長期的過度採伐，林
區陷入 「資源危機、經濟危困」的 「兩危」局面，工人
無林可採，企業瀕臨倒閉。

曾經有個國外投資者到中國吉林森工集團考察，在
去了幾個林區後，他對集團的組成成分感到迷惑不解：
下屬 330 多個三級單位，有中小學校 50 多所、公檢法機
構 24 個，還有商店、醫院等若干。這位投資者感慨：
「這分明就是個小社會！」

2005年5月，柏廣新出任公司董事長、黨委書記。他

立下軍令狀： 「一定讓中國吉林森工集團脫胎換骨。」
他以絕大的勇氣和信心，將改革的矛頭對準了看似非常
龐大的體制堡壘。

作為剛剛走馬上任的領導，立刻做出斬臂求生的決
定，重新對利益布局和產業結構進行洗牌，需要的不僅
僅是勇氣。 「闖關東精神」無疑成為柏廣新做出決斷的
精神動力。

企業以經營為本，這無疑是個淺顯的道理。然而，
大刀闊斧地砍掉眾多非經營性機構，無疑也是一個非常
痛苦的涅槃過程。

柏廣新果斷決策，實施 「健康瘦身計劃」─瘦職
能、瘦機構、瘦人員，減掉15個二級單位，200個三級單
位，安置轉移職工10萬人……國有林區沉積了幾十年的
深層次矛盾不斷湧出。

面對陳舊體制的反彈，柏廣新的答覆是，再深一步
，徹底改革！加工業國有資本全部退出，輔業全部轉制
民營，社會職能全部移交地方，員工全部轉換勞動關係
，對國有獨資的集團進行股份制改造。

動力降服壓力。改制後的中國吉林森工集團，生產
力得到極大釋放。2010 年實現資產總額 100 億元，比
2005年增加60億元，增幅達150%，銷售收入翻一番，利

潤提高 2 倍多
，而森林採伐
量減少了 50%
。中國吉林森
工集團擁有的
「露水河」牌

刨花板、 「金
橋」牌實木複
合地板和 「泉
陽泉」牌天然
礦泉水這三大
中國名牌產品
，均獲得了中
國馳名商標。

如果說，商業上的成功是一個企業家的人生第
一境界，擔當社會責任、致力公益事業是第二境界
，那麼以商為道、探究科學規律則是第三境界。

柏廣新顯然不滿足於僅僅突破第二境界，他要
對自己的森林事業進行研究，破除林業經營領域的
認識誤區，探尋森林背後的哲理和規律。

傳統的觀點認為，中型樹木採伐可惜。但是柏
廣新在借鑒瑞典、芬蘭等北歐國家先進做法，並結
合自己數十年林業實踐經驗後，得出結論： 「在市
場經濟條件下，僅用數量成熟、自然成熟進行商品
林採伐明顯不夠科學。」

在多年工作實踐和深入理論研究的基礎上，
2007 年，柏廣新正式提出了 「林木市場成熟理論」
，主張以市場成熟作為理論基礎和技術支撐經營商
品林，實現林木可持續經營和利用，讓 「森林越采
越多」。

用柏廣新的概念來說，林木市場成熟理論就是
以林木產品市場價值最大化為基本追求目標，同時
兼顧森林的生態效益，實現森林資源營建與保護，

木材生產、倉儲、銷售等森林資源經營與森林產品
供應鏈綜合效益最大化。當然這是對商品林經營的
追求。

該理論以最大限度發揮商品林商品化經營水平
為目標，以商品林生長發育過程中，市場價格和市
場需求量達到最大時狀態為成熟標準，對林木進行
採伐銷售。其理論內核包括兩點：一是以市場供求
關係決定的市場價格來確定商品林林木成熟齡；二
是以市場需求和經營約束來確定商品林經營規劃。

林木市場成熟理論的提出，對長期以來已經習
慣了的林業傳統經營理念和經營方式產生了很大的
衝擊，也引起了學界的廣泛注意。這一理論得到了
一些院士及林業一線領導和專業工作者的支持，同
時也引起了諸多學者的爭議和質疑。不少學者認為
，資源有限，市場無限，兩者矛盾絕無可能調和。

面對質疑，柏廣新的回答是實踐。他在臨江林
區試驗 「林木市場成熟理論」，得出了喜人的結論
──林木產品市場價值實現了最大化，森林資源動
態消耗實現了最小化。

柏廣新雖然在事業和學術上激流勇進，敢為人先
，但是在精神和思想層面卻恪守傳統，以儒立心。

「忠、孝」是柏廣新常掛嘴邊的詞彙。他常說：
「在明明德，明什麼德？就是明國家利益之德，明民

族利益之德。這才是大德。作為國有企業，掙錢幹什
麼？創效益幹什麼？如果把眼睛只是盯在企業自身利
益上而忘記了國家，那就是把路子走偏了、走歪了。
為國效力，還有忠孝的含義。做企業、做企業家還要
忠於祖國，報效人民，孝敬父母，愛護同事，尊重歷
史，不忘前人為我們打下的基礎和對我們的養育之恩
。」

這宛如黃鐘大呂般的言辭，正是柏廣新倡導的忠
誠文化的核心，也是吉林森工集團企業文化和企業精
神的核心。

在柏廣新的眼中，企業文化具有 「有生於無，無
形生有形，無形馭有形」的神奇功效。表面上，它不
像產品和利潤那樣，看得見摸得，讓人一目瞭然。

但是無形資產往往比有形資產更有價值，更能長久地
潛移默化地發揮作用，無形資產往往以幾何級數催生
有形資產。

「一年企業靠產品，十年企業靠品牌，百年企業
靠文化」，經過多年的挖掘、提煉，吉林森工集團形
成了一整套集團文化體系，提出了 「為國效力、為民
造福」的集團核心價值觀， 「忠誠做人、和諧創業、
奉獻綠色、造福人間」的企業精神， 「生態優先、產
業優化、產品優良」的經營方針， 「企強人富、基業
長青」的經營目標，編發了《綠色宣言》集團文化手
冊，統一了集團視覺識別系統，開展了企業文化建設
工程，集團文化在全集團5.6萬名員工的心裡落地生
根。

用柏廣新的話說，文化是 「以文教化」或 「人文
化成」，只有人品永遠走在產品的前面，軟件永遠走
在硬件的前面，文化永遠走在裝備的前面，事業就會
無往而不勝。

以商為道的學者

以文化人的儒者

大刀闊斧的勇者

獻策報國的智者

──記中國吉林森林工業集團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黨委書記柏廣新記中國吉林森林工業集團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黨委書記柏廣新
◀◀中國吉林中國吉林
森工集團董森工集團董
事長、黨委事長、黨委
書記柏廣新書記柏廣新

◀◀松江河林松江河林
業有限公司業有限公司
1400014000平方米平方米
集休閒、娛集休閒、娛
樂、旅遊於樂、旅遊於
一體的綜合一體的綜合
性文化廣場性文化廣場

▲中國名牌泉陽泉礦泉水廠址▲中國名牌泉陽泉礦泉水廠址

敬天守土的仁者

▲柏廣新調研速生豐產林生產情況

◀中國名牌
泉陽泉礦泉
水生產線

柏廣新具有多重身份柏廣新具有多重身份
。他既是國有企業的負責。他既是國有企業的負責
人，又是熱衷於環保事業人，又是熱衷於環保事業
的公益家，還是擁有著述的公益家，還是擁有著述
的學者型企業家，他甚至的學者型企業家，他甚至
還是一位出版詩集的詩人還是一位出版詩集的詩人
。但是在他眾多社會身份。但是在他眾多社會身份
中，最令他感到無比榮耀中，最令他感到無比榮耀
和津津樂道的，卻是全國和津津樂道的，卻是全國
人大代表。人大代表。

當 代 表 ， 他 主 要 幹當 代 表 ， 他 主 要 幹
「「三件事三件事」」：調研、推介：調研、推介

、建言。作為森工企業的、建言。作為森工企業的
帶頭人，柏廣新始終高度帶頭人，柏廣新始終高度
重視並積極致力於林業生重視並積極致力於林業生
態和產業的協調發展。為態和產業的協調發展。為
籌備人大會議案，他多次籌備人大會議案，他多次
深入林業生產一線開展廣深入林業生產一線開展廣
泛的調查研究，準確掌握泛的調查研究，準確掌握
各方面的信息，先後形成各方面的信息，先後形成
具有重大指導意義的調研具有重大指導意義的調研
報告和文章報告和文章2020餘篇。餘篇。

由於柏廣新經常在林業一線調查研究，在全國
人代會上提交的議案建議都非常務實、非常有針對
性，得到了國家有關部門的重視和關注，促使很多
事關基層的現實問題有效得以解決。在天保一期工
程即將結束的時候，他陸續提交了《關於國家繼續
實施天保工程的建議》、《關於逐步提高中央財政
森林生態效益補償標準的建議》、《關於加大撫育
力度、提高固碳能力，建立森林撫育補貼制度的建
議》、《關於剝離國有森工企業自辦學校的建議》
和《關於天保工程區第一期一次性安置人員享受失
業保險待遇的建議》等多件同天保工程有關的議案
和建議。這些意見在天保二期工程中都有所體現，
如中央財政對天保工程項目實行全額補助，取消了
地方配套；大幅度提高了森林管護、公益林管護費
用標準和森工企業社會保險補助標準；增加了中幼
林撫育和森林改造培育補助等。

他根據森工企業經營和林區建設的實際，提交
了《關於恢復實木複合地板出口退稅政策的建議》
、《關於延用以三剩物和次小薪材為原料生產加工
的綜合利用產品增值稅即徵即退稅收政策的建議》
和《關於解決國有林區職工住宅危房的建議》，目
前實木複合地板的出口退稅比例從5%提高到9%，人
造板也實行了 80%的固定退稅。同時，從 2009 年開

始，國家正式啟動了林業棚戶區改造工程，目前全
國近百萬戶林區群眾住上了新居。

在十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他提案2件，二次會
議上提案7件；三次會議上提案6件；四次會議上提
案 5 件；五次會議上提案 10 件……十年來，他累計
向全國人大提交了108件議案和建議。

柏廣新說，當代表最大的好處是能夠增強責任
意識，從而主動思考一些深層次問題，並把思考的
成果應用到實際工作之中，受益匪淺。如今，他對
公益林人工撫育、商品林經營方式、林區資源綜合
開發利用、人造板工業發展道路、品牌經營和低成
本擴張、以銷售帶動生產運行機制、森工企業跨越
經營等方面有了新認識，一系列瞄準科學發展觀和
又好又快發展目標的措施正在逐步實施，吉林森工
的經營理念正在發生重大變化。

勇者、智者、學者、仁者、儒者，當筆者這樣
評價柏廣新時，他謙遜地表示 「不敢當」。但是，
當談起對森林的深厚感情時，柏廣新卻感慨良多。
他說，青山綠水是我們最富有詩意的生存環境，大
森林太富有了，她幾乎包涵了人類所需要的一切，
給了我們無窮無盡的資源。森林是綠色的使者，是
生態的使者，我們為能保護和開發綠色資源而深感
驕傲與自豪。

千百年來，東北大地孕育了廣袤的森林。康熙皇帝曾
經下諭旨，將這裡作為 「龍興之地」，封山禁獵達數百年
之久，草木空前繁盛，成就萬千林海。

東北林區是東北、華北乃至東北亞的生態屏障。所謂
唇亡齒寒，長期以來，東北天然林資源過度消耗，引起生
態環境惡化。2001 年，香港媒體曾經報道，北方地區不
時發生沙塵暴，不僅北京多次受影響，連在 2000 公里以
外的香港也遭殃。這引發了人們對於北方生態境況的
憂思。

柏廣新清醒地意識到，林業既是一項重要的基礎產業柏廣新清醒地意識到，林業既是一項重要的基礎產業
，更是一項重要的公益事業，兼有生態效益、經濟效益和，更是一項重要的公益事業，兼有生態效益、經濟效益和
社會效益。柏廣新經過深入分析提出了生態優先、產業優社會效益。柏廣新經過深入分析提出了生態優先、產業優
化、產品優良的企業經營方針，對於森林經營他認為國土化、產品優良的企業經營方針，對於森林經營他認為國土
中宜林土地的有限性決定了增加造林面積的受限性，應對中宜林土地的有限性決定了增加造林面積的受限性，應對
氣候變化，主要依靠促進森林加快生長，提高蓄積。氣候變化，主要依靠促進森林加快生長，提高蓄積。

一直以來，由於生態問題日益突出，人們對於環保的一直以來，由於生態問題日益突出，人們對於環保的

態度也日益敏感起來。在公益林經營方式上， 「一棵不動
」論成為很多人的立場。但多年的林業工作經歷，使柏廣
新對這種保守的生態觀產生了懷疑──長白山自然保護區
核心區的森林常年一棵也不動，每年每公頃的生長量僅為
0.84立方米，而鄰近的白河林區則是它的3倍。

為了驗證心中的直覺，柏廣新和東北林業大學合作，
在長白山林區進行了一項實驗研究，對 10 公頃的次生林
進行略大強度的撫育，降低鬱閉度和公頃株數，三年來的
數據表明，森林單位面積年生長量相對提高了三倍。

柏廣新開始精心經營撫育，吉林省重點國有林區森林
資源持續增長，森林覆蓋率由 89.2%提升到 90.6%，森林
每公頃喬木蓄積達到141.58立方米，位居全國第3，遠遠
超過世界平均水平。

在中國傳統哲學中，在中國傳統哲學中， 「「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是至高境界。柏廣是至高境界。柏廣
新用自己畢生的努力，詮釋新用自己畢生的努力，詮釋 「「天人合一天人合一」」的生態內涵，守的生態內涵，守
護長白浩瀚的林海雪原，踐行大仁大愛的至高理想。護長白浩瀚的林海雪原，踐行大仁大愛的至高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