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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金祥

明朝没有汉朝那么强悍，没有
唐朝那么繁盛，也没有宋朝那么文
化灿烂，却是中国历史上封建制度
完备定型的时期，也是商品经济活
跃和资本主义萌芽的朝代。从一定
意义上讲，王阳明的出现增添了明
朝的光彩。

王阳明是一位儒生，也是一位
将军，更被称为“圣人”。历史上，文
人士大夫既能提刀上马御寇杀敌，

又能著书立说自创一派者，可谓寥
若晨星、屈指可数。王阳明却是这
样一位体现儒家最高价值追
求———“内圣外王” 思想的文武全
才，堪称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

大儒。

与孔子、孟子、朱熹不同，王阳
明遭廷杖、下诏狱、贬龙场、功高被
忌、被诬谋反，历经磨难、坎坷与挫
折， 最终成为陆王心学的集大成
者。其学说不仅引领明代晚期的思
想解放潮流，也泽被后世诸多文人

精英。在他的崇拜者名单上，有胡宗宪、徐光启、黄
宗羲、于成龙、左宗棠、曾国藩、康有为、孙中山、陈
独秀等人，也包括近代日本的许多名人。

王阳明是浙江余姚人，出生于公元 1472年（明
宪宗成化八年），卒于公元 1529 年（明世宗嘉靖八
年），字伯安，幼名云，5岁时更名守仁。

出身于官宦门第和书香世家的王阳明，幼年始
饱读经书典籍，还研读兵法、练习骑射，积累了渊博
学问， 修得了满脑军事韬略和一身精湛武艺。28岁
时，得中进士，相继担任刑部、兵部主事，后因秉持
正义触怒宦官刘瑾，被杖责后谪贬至贵州龙场担任
驿丞。

正是在“万山丛薄，苗僚杂居”的龙场，王阳明
在体恤民情、教化百姓的同时，反躬自省、明悟顿
彻，将“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
也”上升至哲学高度，史称龙场悟道。

王阳明历经宪宗、孝宗、武宗和世宗四帝。这一
时期，明代社会政治在守成中纲纪逐渐废弛。正德
十四年（公元 1519年），世封南昌的宁王朱宸濠反叛
作乱。担任南京兵部尚书的王阳明率兵讨伐，以迅雷
之势消灭叛军、生擒宸濠、平定乱局。嘉靖六年（公元
1527年），广西思田土司举兵叛乱，王阳明再度统军
征战，巧施妙计降服叛军。次年，八寨和断藤峡土著
居民暴乱，王阳明第三次披甲执锐，大获全胜。

王阳明病逝于跋山涉水的归乡途中，终年只有
57岁。临终时，他留下的“此心光明，亦复何言”千古
遗训，成为阳明心学的标志性话语，意指内心有光
的人，其心中的光不是上苍偷偷赐予的礼物，而是
一种智慧的修炼、一种本真的保持。

苦难是一种靡砺， 阳明心学就是在苦难中生成
和铸就的。作为儒家的一门学派，心学从孟子发轫肇
始，经程颢、南宋陆九渊加以诠释和承传，至王阳明
深度系统阐释后呈现出清晰脉络与丰赡意蕴。

王阳明将心学概括为四句话，即“无善无恶心
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
是格物”，倡导“天地虽大，但有一念向善，心存良
知，虽凡夫俗子，皆可为圣贤”，强调“破山中贼易，

破心中贼难”， 提倡 “致良知”“知行合一”“知行并
进”，宣称“若诸贤扫荡心腹之寇，以收廓清平定之
功，此诚大丈夫不世之伟绩”。

王阳明的思想观点虽以“反传统”的姿态出现，

但无论是当时还是当下， 均有经邦安国的积极意
义，对中国、日本、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一些国家产
生了深远影响。在今天乃至未来，阳明心学依然可
以启发世人的思想、烛照后人前行的征程。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已连续 15

次登上《财富》世界 500 强榜单。不论是规
模，还是品牌，上汽都已成为中国同行业的
第一。从一定意义上说，上汽发展史是上海
乃至中国改革开放的缩影。

从“凤凰”到桑塔纳、别克

在旧上海，满街上跑的汽车没有一辆是
中国造的。1958年，由“弄堂小厂”合并组建
的上海汽车装配厂，试制成功了第一辆本地
产轿车，起名叫“凤凰”。这激发了上海汽车
人的创新发展热情。

到 1976年， 上海牌轿车年产 2500辆，

并逐步形成了一定的技术装备力量。 但是，

与世界汽车制造业先进水平相比，差距还是
巨大的。瞄准未来，敢为人先，争创一流，成
为上海汽车人立下的誓言。

1978年，国家允许引进技术。当时，国内
真正形成千辆轿车批量生产能力并拥有装
配线的，只有上海。上海汽车抓住这次机会，

启动了与德国大众的合资。这是上海汽车工
业跨越式发展的一个良机。

当时还有一个情况，德国大众的奥迪项
目与一汽合资。这样，在中国“一南一北”办
了两个合资厂。同时，德国方面在技术转让
上没有考虑将更多的新车型投放中国，甚至
连转让零部件核心技术、实现进一步国产化
都有所保留。

上汽想要研发更新的车型投放市场，德
方却一直强调现有的技术和车型足够满足
中国市场。为打破僵局，上汽不遗余力地巩
固与大众的合作， 争取新产品引进和开发，

助推桑塔纳 2000、3000 和 B 级帕萨特车
的落地，成立大众二厂、三厂以及发动机
厂。同时，决心探索新的发展路子，寻找新
的合作伙伴，引入竞争机制，打破这种受人
钳制的僵局。于是，就有了与美国通用公司
的合资。

经过 3年的艰苦谈判，上汽集团与美国
通用公司合资项目的合同签字仪式，于 1997

年 3 月 25 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上海市政府把这次上汽与通用的合资列为
“一号工程”。

经过 22个月的建设和生产， 第一辆别

克车下线。随后，新的适应中国市场的车型
不断投放，上汽的汽车销量直线上升。同时，

立足于本土的泛亚汽车技术开发中心也运
作高效，很多新车型从这里陆续走进了生产
车间。

与通用合资的发展形势，反过来推动了
上海大众的技术研发与车型换代。这就实现
了引入竞争的初衷，很快形成了上海大众和
上海通用“双雄并起，互争高下”的局面。

上汽人敢为人先的观念，还体现在执着
和坚韧性上。要搞第二个合资企业，必须要
有国家批文。当时，国家在这方面是比较严
格控制的。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先对市场进
行考察论证，拿出可行性报告。为此，1994年
3月成立的考察团先到了韩国和日本， 然后
到了美国。回来之后，对各家公司的条件、车
型反复对比，进行可行性研究。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上海要搞第二个汽
车合资企业“简直不可能”。但想到这不仅是
为了上海发展， 也是为了中国汽车工业发
展，经过多次努力，终于争取到了国家主管
部门的理解和支持。

接下来，就该选择和谁合作了。当时，美
国福特和通用两家公司竞争得很厉害。在
多次严格对比车型、性能、价格后，上海方
面决定选择技术转让价格大幅度下降的通
用公司。

从“榔头声”到自主品牌研发

引进技术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是通过
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再经过技术
创新，最终建成有自我开发能力的、完整的
中国本土轿车工业体系。

在与大众合资前夕，有一批日本人来参
观考察，临出门时说：“怎么汽车厂里到处是
榔头声？”的确，那时上海的汽车制造业还没
有很好的模具， 尚未完全脱离手工作坊阶
段，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很大。

合资不是盲目引进一两个国外车型，靠
组装赚钱，而必须瞄准国产化。桑塔纳的国
产化，几乎是从零开始的。当时面临的困难
很多，既有质量方面的，也有资金方面的，还
有认识方面的。

没有高质量的零部件工业体系，就不可
能有整车的健康发展；有了符合国际水平的
零部件工业体系，什么轿车都可以在上海制

造、在中国制造，这是一个基础。为解决零部
件国产化问题，上海集全市之合力、全国之
优势，以“上海牌”轿车现有零部件配套厂为
基础，依托上海工业门类齐全、综合配套能
力强的优势，走出上海、面向全国，走打“中
华牌”的道路，引入竞争、择优扶持，对重点、

难点项目组织专家逐项进行调查分析，攻克
了一个又一个难题。

如轿车密封条项目，开始委托外省一家
航空系统的企业生产。 这个厂能生产很多型
号的密封条，但就是与桑塔纳轿车配不上。进
口密封条消耗外汇多，随着轿车品种增多，如
果没有自己的配套产品，是很难想象的。

为此，上汽选派敬业、好学的干部，向
社会招聘专家展开共同攻关， 很快攻克了
这一技术专利问题。 这不仅解决了桑塔纳
的配套供应问题， 之后还成功地为上海和
全国许多其他品牌汽车配套。 零部件体系
能力的建成， 成为上海汽车制造产业链的
一大优势。

在消化吸收引进技术的同时，上汽一心
想着自主开发，形成自己的核心技术和自主
品牌。创建一个具有竞争力的汽车自主品牌
及经营开发体系， 成为上汽进入 21世纪后
的一个重大战略任务。

2002年，上汽组建汽车工程院，搭建自
主开发技术平台，主要负责集聚、整合国内
外资源。 在盘活国内整车存量资源的同时，

进一步开阔眼界，积极寻找国际资源，“利用
世界资源建设自主品牌”。

此后， 上汽又实现了与南汽的联合重
组。在整合英国罗孚汽车品牌技术等资源的
基础上，积极抓好自主品牌制造、研发基地
等硬件建设，建立上海临港地区自主品牌中
高级、新能源汽车的制造基地。

从第一款自主品牌中高级轿车 “荣威”

的诞生，到实现向包括欧洲在内的海外主流
市场批量出口的突破，上汽逐步走上了一条
自主创新之路。

从“拿厕所开刀”到“生产特区”

与德国大众合资初期，上汽发生了改造
厕所的事情。这实际上是向旧的习惯发起冲
击的一个信号。

那时， 上汽基层厂区的管理秩序较乱，

工厂内部的厕所基本属于无人管理的状态。

在这种大环境下，能生产出达到国际水平的
汽车吗？于是，从厕所环境开刀，先是改造了
总部办公楼内的厕所设施， 安装了卷筒纸、

烘干机，之后推广至各个企业、厂区，继而引
起了整个行业的连锁反应。

受这个案例的启发，上汽还借鉴深圳特
区的经验，提出建立“生产特区”的思路，即
在资金、人力、物力还不足的情况下，在部分
企业、车间、生产班组先建立生产特区，推进
管理国际化、现代化。生产特区的职工要经
过专门培训，身穿特制的工作服，以增强职
工的责任感和荣誉感，最大限度调动他们的
工作积极性。

生产特区的示范作用， 很快得到了显
现。各企业纷纷加快了生产车间的现代化建
设、标准化建设步伐。这是向传统管理体制
和思维模式挑战的重要举措，成为上汽现代
化管理的样板。

大胆选拔任用优秀人才， 同时敞开大
门，在全市、全国范围内招聘人才，是上汽发
展的一个重要法宝。1986年， 集团主要领导
为引进人才先后 4次赶赴外省市。 同时，市
委组织部、 市人事局从政策上给予大力支
持，选调了一大批技术人员和管理干部到上
海大众工作；定期派员到日本、德国、美国等
国家培训，学习汽车工业发达国家的先进技
术和管理理念。

上汽还鼓励员工立足岗位、锻炼成才，

为全国汽车行业培养输送了很多汽车研发
和管理人才。更重要的是，通过设计开发、

信息研究等实战演练， 培养了一批以中西
文化为底蕴、 以创新整合为灵魂的设计师
队伍， 努力从制造型公司朝着智能型公司
转变。

重视企业党建工作，是上汽发展的另一
个成功经验。一开始，国外高管对开展党建
工作不是很理解。后来，他们发现：党员职工
一般都技术过硬、工作勤奋，党组织开展活
动有利于团结稳定、有利于企业发展。

工会工作也是如此。工会不仅能够帮助
员工解决实际困难、 维护员工正当利益，还
能通过各式各样的活动， 提高他们的知识、

文化素养。不论是中方员工，还是外方员工，

都把工会当成自己的家。每年圣诞节、春节
期间，上汽工会都会组织国外员工开展庆祝
活动， 不仅增强了外方员工对工会的信任，

也进一步融洽了员工之间的感情。

（作者单位：上海市通志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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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 9月，工人们正在生产“凤凰”小轿车。 上世纪 80年代，上海桑塔纳轿车奔驰在山路上。 上世纪 90年代末，一批别克轿车整装出厂。 均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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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俄罗斯队 )、 (中国
队-日本队)

14:33 2019中国(福州)羽毛球
公开赛精选

18:00 体育新闻
18:35 2019 世界沙滩排球锦

标赛女子半决赛 (加拿

大队-瑞士队)
19:30 曾经超越 再战征途-

2018 世界体操锦标赛
男子个人全能决赛

21:00 2018 第 18 届亚运会 3
对 3篮球男子决赛 (中
国-韩国)

21:30 体育世界
22:00 2020一场比赛-星耀金

杯-2000比利时荷兰欧
洲杯半决赛(意大利-荷
兰)
央视六套

11:26 故事片:闪光少女
13:17 译制片: 速度与激情 V

(美国)
15:35 故事片:破局
17:55 故事片:攀登者
20:15 故事片:天慕
22:12 故事片:少林传人(中国

香港)
央视十一套

12:19 影视剧场:海棠依旧(16、
17)

14:00 湖北花鼓戏:拦花轿

14:46 越剧:三看御妹(下)
16:22 影视剧场: 正阳门下小

女人(31、32)
18:09 梨园周刊
18:53 戏曲青年说:锁麟囊
19:30 青春戏苑:京韵芬芳(5)
20:34 角儿来了:王君安
21:47 影视剧场:破冰行动(39-

41)

邮储银行上海分行
首笔工程信易贷模式小微易贷业务成功落地

5月 20日， 邮储银行上海虹口区支行成功发放上海分
行首笔工程信易贷模式小微易贷，贷款金额 100万元。

该模式是在国家发改委指导下， 邮储银行和易功成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为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题共同打造的一种
“平台+场景” 全新融资方式， 主要服务对象为生产经营稳
定， 与国有企业或事业单位建立良好合作关系的工程类企
业，经企业线上授权后，运用大数据后台分析，1分钟完成
贷款审批、1个工作日完成贷款发放。

该笔贷款的成功落地， 是借助互联网创新服务小微企
业的又一突破，为全面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为工程类企业开
辟金融服务绿色通道，有效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助
力广大小微企业复工复产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下一步， 上海分行将认真总结此次业务落地过程中的
宝贵经验，加强员工业务培训，引导辖内网点充分发挥小微
易贷业务的优势和特点， 使其成为小微金融业务发展的一
把“利剑”。同时，将持续聚焦工程类小微企业用款需求，以
更加便捷的流程、更加贴心的服务、更加精准的支持，全力
助推小微企业复工复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