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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商是不是一个群体，现在已经
没有太多争论了， 湘商正在崛起，也
是不争的事实。但是湘商这个群体有
些什么基本特征， 还有待深入讨论。
第一个特征是地缘特征，湘商应该是
湖南籍的实业家和在湖南创业兴业
多年的其它省籍的实业家群体；第二
个特征是文化特征，湖湘文化是湘商
的文化底色和文化特色，是湘商的共
同话语和共同思维方式。湖湘文化与
湘商发展是什么关系呢？当代中国能
不能有一个工商业的湘军再次崛起

呢？ 湖湘文化应该成为湘商发展
的共同资源。 湘商应该是湖湘文
化的传承、改造和发扬的群体。

湘人在中国近代史上曾有过
无比辉煌。 中国近代有四次迈向
现代化的历史进步浪潮。 一次是
洋务运动，一次是戊戌维新，一次
是辛亥革命， 一次是新民主主义
革命。在这四次浪潮中，湘人都走
在全国的前列。 为什么？ 两个原
因：一个是时势造英雄，鸦片战争
以后，湖南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异
常尖锐，又处于南北的文化、军事
的要冲， 所以趁太平天国起义之
势，湘军集团崛起，带动湖南人登
上中国政治舞台， 把湘人卷入一
个世纪的中国政治漩涡。 这是时
势造英雄，就像夏威夷的巨浪，没
有大浪就没有那些冲浪的弄潮
儿。 历史的大潮把湖南人推向顶
峰，既有偶然，又是必然。 另一个
长期起作用的原因就是湖湘文
化。 当时卷入激烈阶级矛盾和民
族矛盾的省份很多，两广、湖北、

江西、两江、京津地区都卷入了，为什
么湖南人这样突出，这样辉煌？ 就是
因为有湖湘文化。湖湘文化我们可以
从屈原、贾谊那里看到，可以从周敦
颐、朱熹、王阳明那里看到，可以从王
船山、曾国藩、谭嗣同那里看到，可以
从黄兴、蔡锷、宋教仁、蔡和森和毛泽
东那里看到。 我们看到一条脉络，就
是湘人的精神，这种精神，是很多其
他地方的人不具备的。

湘人的精神中有一种深刻的天
人之际的关怀，这里讲的天，既是自

然更是社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
下之乐而乐”， 心忧天下就是忧国忧
民，爱国爱民，这是湖湘文化的大道；
湘人执着地追求做人的道理，探索知
行的关系，这里讲的知，主要是道德
规范，从做人开始治国平天下。 朱熹
主张先知后行，知行合一于理；王阳
明主张“良知之外更无知”，知行统一
于心；王船山认为，先行后知，知行统
一于行； 曾国藩践行此道大获成功；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吸收了这些宝
贵思想，他的成功也得益于此。 加上
地理原因和少数民族文化的基因，湘
人既执拗霸蛮又务实权变，既勇敢卓
励又思考通达的气质个性，都留下了
特殊的宝贵精神财富。

湖湘文化是湘商的思想文化的
底色和气质性格的特色，是湘商艰苦
创业奋勇开拓的精气神。生长于湖南
者，长期学习工作于湖南者，在湖南
创业兴业者，或多或少都会受到湖湘
文化的影响。湖南先贤和近代湘人的
事迹、 理念会成为湘商的思考材料，
无论成功与否，湘商或多或少都在学
习模仿那些叱咤风云的湘籍革命家，
受到那些性格气质的熏陶；湖湘文化
是湘商的一个思想文化的资源，许多
湖南企业家，都在从近代湖南人的事
业和思想中乃至思维方式搜寻成功
的经验秘方。 在当前的竞争中，人们
看到的比较多的是物质资源的竞争，
在自然资源日渐捉襟见肘的时候，思
想资源和文化资源其实更加宝贵，它
是人变化、人发展、人进步、人创新、
人坚强的来源。

但是，湖湘文化和湘商崛起之间

有矛盾。 湖湘文化像历史上任何其它
思想一样，都存在历史的局限性。从总
体上讲，湖湘文化有四个历史属性，也
是四个局限性。一是属于农耕文化，二
是属于内陆文化，三是属于传统文化，
四是属于革命文化。 农耕文化适应农
业时代。 这种文化强调的是权力。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它强调的
是怎样巩固王权，使我们天下太平。它
的上层建筑是皇权文化，权本位主义；
它的底层底色是小农思想， 小生产思
想，大部分湖南人上溯一两代，都是农
民。小农思想是湖湘文化的底色，弥漫
于工厂机关学校。 这两样东西都与工
商业的发展不相适应。 内陆文化是与
海洋文化相对的。处于内陆的湖南，接
触工商业文明、法治文明、人本主义比
沿海城市晚了半个世纪， 除了少数知
识分子之外， 大部分湖南人， 内陆意
识、封闭意识较强，眼界心胸较窄，不
利于发展工商业； 传统文化的特征是
注重人与人的关系， 忽视人与自然的
关系，与工商业文化背道而驰；革命文
化指的是，在革命时期，它强调的是怎
样夺取政权，强调打破一个旧世界。它
适合于破坏，不太适合于建设和创造，
适合于斗争，不太适合于竞争。斗争主
张不择手段，你死我活，竞争强调按规
矩出牌，“双活”共赢。湖南人的破坏性
很强， 从湘军烧杀抢掠开始到最近砸
平和堂，所以工商业环境不太好。在新
的历史时期， 湖湘文化面临着转型的
任务， 湘商应该是这种转型的主要载
体和开路先锋。 湘商担负着湖湘文化
转型的重任， 也将得益于转变了的新
型的湖湘文化。

对于湖湘文化， 要继承就要改
造。 改造的第一步是对湖湘文化的
再认识，再发掘。湖湘文化本身的研
究要向前延伸。在近代历史上，中国
现代化运动是由湖南人开启的。 王
船山、陶澍早就有重实业的思想。魏
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 曾国藩
发起最具有工商业性质的洋务运
动，办起安庆军械所，左宗棠办马尾
船厂等等， 我们没有很好的研究洋
务运动中湖南人的作为和思想。 曾
国藩促成最早的中国蒙童到西方留
学， 他的一批幕僚成为了中国最早
的外交官。

对湖南人开放文化的研究要延
伸。戊戌维新和晚清新政当中，湘人
为了救国大力兴办矿业、铁路，发展
工商业，涌现了大批湘籍实业家，一
直到后来出现范旭东这样的大爱国
者大实业家。 我们对湖南工商业文
化要研究。 把湖湘文化中工商业文
化的这一部分发掘出来，弘扬起来，
成为湘商文化一个重要的方面。

学者和官员讲湖湘文化的转型
与改造，大都属于纸上谈兵。 作为湘
商，要创业，要竞争，要赚钱，在市场
经济体制下，就不能不按市场规律办
事， 就不能不探索市场经济的规律，
不仅要探索市场经济的经济规律，还
要探索市场经济的社会规律。文化转
型就成了湘商的必然选择和不得不
做出的尝试。 湘商在与世界打交道，
与中国沿海打交道的同时，成了湖湘
文化最先进的代表。

湖南人要自觉地跟湘商一起来
继承和转变湖湘文化。 我们办“天下

湘商网”，办《湘商时代周刊》，举行中
国湘商力量的评选活动，都应该把湖
湘文化的转型与湘商的发展和湖南
的发展紧密地结合起来。在湖湘文化
转型中发展湖南，我们才有根，才有
魂，才有特色。 这样的话湖南才有凝
聚力，才有创造性。

湘商文化是湖湘文化的一部分，
湖湘文化的传承和改造能够把湘商
更紧密地团结起来。湘商文化是一种
新的文化，它讲的是工商业，而不单
纯讲农业，即使讲农业，也是讲农业
的产业化和工业化。 它讲的是竞争，
既讲拼搏霸蛮，也讲和谐共处，既讲
计谋也讲法治，既讲湖南也讲中国与
世界。 它讲的是自然与科学，强调在
改造自然中改造自己，改造人与人的
关系，改造社会与政治。为此，我们要
把湘人那种心系天下的情怀，追求探
索的精神，实事求是的方法，那种敢
为天下先的精神，顽强的个性与新时
期改革开放的精神， 和谐共赢的精
神，人本包容的精神，民主法治的精
神结合起来，把现代商会文明和现代
企业制度、企业文化结合起来，形成
一种新的湘商文明。

把传统的湖湘文化与转型的湖
湘文化结合起来，把农耕文化与工商
业文化结合起来，把经济发展与社会
进步结合起来，把生态文明与工业文
明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新的文化新的
文明，这将是一种新的资源，湘商崛
起和湖南发展的新资源。湘商和湘人
应该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下，继续
湘人千年的思想探索，为中华思想的
创新做出新的贡献。

他抓住湖南加快发展服务外包产
业的政策契机，成立了湖南省首家提供
一体化、 全方位咨询服务的外包企业，
为个人、企业、科技产业园、政府机构提
供涵盖法律、税务、会计、评估、知识产
权、 工程造价、 拍卖等在内的一站式
KPO（知识流程外包），能满足不同层次
的客户需求，被业界戏称提供了“从摇
篮到坟墓的服务”。 在竞争激烈的当前
社会，占据了决胜的制高点。

他是一个年轻的 80 后， 却已成功
地游弋在作家、法学博士、企业舵手等
多重身份当中， 并由此摘获了 2011 年
度湘商人物大奖———“2011 年度湘商十
大新锐人物”华冠。

他， 便是湘军咨询集团创始人张
军。

大胆试水咨询服务外包产业

一个创意引申出的财富让人无法
想象。

张军最令人赞赏的，便是他敏锐的
洞察力和勇敢的开拓精神。

2005 年底下海时，他手上仅有 2 万
余元，凭借其法律基础与财会天赋，创立
了一家财务管理公司。 然而，他仅仅将其
当成资本积累的过渡，真正使之动心的，
是当时湖南省在咨询外包服务领域的空
白和隐藏的庞大市场需求。

无疑，张军的眼光是长远的。 比起印
度、爱尔兰等服务外包大国来说，其时中
国的服务外包尤其是咨询服务外包行
业，尚处于试水阶段。 然而，迅猛的增长
态势也预示着，中国在“世界工厂”的头
衔之外， 极有可能加上一个由服务外包
带来的“世界办公室”的称号。 服务外包，
必将掀起一轮新的国际竞争态势。

那么，深处中国腹地的湖南，能否
扣紧这次转型契机？ 湖南企业如何才能
在时代的浪潮中迎来跨越式发展呢？

“治军之道， 总以能战为第一要
义。”150 年前，曾国藩如此说。在张军看
来，治企犹如治军：必须用最专业的人
做最专业的事 ，方是一支 “能战 ”的队
伍。 “一家企业必须专注于其核心产业，
才有可能迅速、 平稳地发展壮大。 ”那
么，诸如企业验资、审计、评估、税务筹
划等并非核心业务却又不可或缺的事
务，企业又该如何应对呢？

张军发现，在湖南，企业咨询服务
长期呈分割、零散状态，企业若想办理
注册、审计、法律等方面的事情，只能一
家家去找会计师事务所、税务师事务所
或律师事务所等，不但繁琐，且无法在

质量上有统一的品牌保障。
他果断决定，要打造这样一个新平

台： 为企业提供一条龙的咨询服务，让
企业能够腾出手来，专注于自己的核心
业务。

2008 年，省政府《关于加快发展服
务外包产业的意见》出台，政府公开鼓
励加快发展服务外包产业。 这让张军
的构想开始落地：“这是非常难得的政
策契机！ ”他迅速行动，前往北京、上海
等发达城市考察取经， 向本土优秀同
行学习。 经过紧张地筹备，湖南首家为
企业提供一体化全方位咨询外包服务
企业———湘军咨询集团正式挂牌 ，旗
下包括湖南湘军会计师事务所、 湖南
湘军税务师事务所、 湖南湘军项目管
理有限公司、 湖南湘军房地产评估有
限公司、湖南湘军拍卖有限公司、湖南
博言律师事务所等公司 ， 为个人 、企
业、科技产业园、政府机构提供一站式
KPO（知识流程外包 ）服务 ：涵盖了法
律 、税务 、会计 、评估 、知识产权 、工程
造价、拍卖等。

“我们提供的服务，甚至还包括企
业出现风险后资产的清算等事项。 ”张
军笑道，“也因此，我们被业界戏称为提
供‘从摇篮到坟墓的服务’。 ”

让“找湘军”成为必然

“整合业界一流资源，面向社会、面
向一切有志于发展壮大的企业，提供全
局化、精细化的‘大服务’，着力打造国
内咨询行业的一面旗帜。 ”这是湘军咨
询集团未来发展的宏伟目标。

资质办理找湘军， 审计报税找湘
军，地产评估找湘军，法律服务找湘军
……

张军笑着说，“我们希望成为企业
的‘大管家’，老板们只需用心做好生产
经营那一块， 其他的办证报税评估等
等，可以由我们提供最专业、最方便的
精细化服务。 ”

在别人看来， 年轻的张军有着一种
超乎年龄的影响力和凝聚力。 他十分推
崇曾国藩，对湖湘文化也有透彻的理解。
“千百年来，在湖南这块土地上，从屈原
到曾国藩、左宗棠，都传承了一种理念：
敢为人先。 这种精神到曾国藩是一个爆
发期，到毛主席更是一个极致。 ”也正因
此，他对“湘军”一词情有独钟。 他希望，
湖南不只有令全国人民刮目相看的电视
湘军、出版湘军、体育湘军、报业湘军，将
来还能有咨询服务业的湘军。

湘军咨询集团现由七家颇具实力的

事务所或公司组成，大多公司负责人在加
盟之前就已在业界享有盛誉。如何让大家
持有统一的理念， 进而实现最优资源配
置，缔造最高效的服务模式？为此，张军制
定了“十条军规”，如“不做一锤子买卖”、
“勾心斗角耻中耻”，“不做世俗守财奴”
……他将十条军规视作企业文化的核心
与灵魂，并以此准则打造企业团队。

孔子在《论语·为政篇》中说：“为政
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素
以“厚道、至诚”而享誉业界的张军，便
将恪守道德、诚信经营作为企业发展的
首要准则，因此，无论是在客户群中，还
是合作方中都赢得了良好口碑。 “从成
立到现在，我们和客户间没有任何经济
纠纷，做到了‘零投诉’。 ”

专业、诚信的服务，新颖、独特的形
式，逐渐让张军的“一站式服务”模式为许
多人所熟知。

“我们起步走得很好，是因为这种
全面性服务机构的模式， 为客户省却
了许多中间环节， 资源整合的效果也
更为诱人，符合未来的发展趋势。 ”说
到企业的蓝图， 张军的眼睛里散发出
笃定而锐利的光芒，“湘军咨询集团会
立足湖南 ，面向全国 ，计划两三年内 ，
把总部迁到北京。 集团达到一定规模
和市场占有率时 ， 我们还准备进行
IPO（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上市 。 到时
候，‘找湘军’将不再只是我们的口号，
而将成为企业的惯性思维和第一选
择。 ”

湖湘文化与湘商崛起

湖南“然润堂”与湖南中医药大学

实行“产学研”结盟
科交会上签约 1000 万元

寻找湘商“代言人”

张军简介： 男，80 后作家，法学
博士，曾经当过编辑、记者，喜欢研究
中国近现代历史，发表并出版作品二
百余万字。成为湖南咨询行业领军人
物之一， 湖南湘军咨询集团创始人、
总裁， 湖南省财税法学研究会秘书
长，长沙市邵阳商会副会长。

10 月 29 日下午， 记者从
“2012 中国（长沙）科技成果转
化交易会”上获悉 ，在本次交
易会重大签约项目中，湖南中
医药大学与湖南然润堂中药
有限公司签订“中药材栽培技
术创新及中药食化产品研发”
产学研合作协议，合作金额为
1000 万元人民币。

湖南然润堂中药有限公
司总经理胡君介绍，“然润堂”
集团旗下拥有三家子公司，已

成为集中药材种植、中药饮片
加工、生产 、中药植物研究和
开发于一体的中药全产业链
企业 。 本次科交会签约成功
后，双方将在中药材种植与加
工、 中药材示范基地建设、中
药饮片炮制、药用植物资源再
利用、产品深加工 、中药食化
技术创新及应用等技术领域、
人才培养、技术培训等方面建
立全面战略合作关系。

(谢作钦)

本
刊
记
者
石
凌
炜

打
造
﹃
咨
询
湘
军
﹄
航
母

张
军：

文/郑佳明

2012 中国湘商力量总评榜火热报名中

总 顾 问： 郑佳明
主 编： 谢作钦
执行主编： 苏 琦 刘婷婷
责任编辑： 石凌炜 王 茜
编 辑： 肖 雪 林淑芳

邮 箱： xssdzk@126.com
互动热线： 0731-84326368 83381257
主编热线： 13548777650
网 址： 天下湘商网 www.txxs.cn

第 期6

自 10 月 26 日 “2012 中
国湘商力量总评榜 ” 活动启
动以来，各大媒体竞相报道 ，
社会各界给予了广泛关注 。
目前，北京湖南企业商会 、云
南省湖南商会 、 杭州市湖南
商会、湖南省湖北商会 、湖南
省河北商会 、 长沙市邵阳商
会等数家商会 ， 以及湖南省
社会科学院 、 湖南大学工商
管理学院等机构踊跃推荐精
英参选，反响空前。

据组委会负责人介绍 ，
2012 中国湘商力量总评榜报
名将持续至今年 12 月 31 日，
旨在向党的十八大献礼，全面
回首、 评价 2012 年度湘商事
业的发展进程, 宣传知名湘商
年度风云表现，传播年度湘商
大事件，加强全球公众对湘商

的关注，推动全社会力量参与
湘商事业建设。

该活动由湖南省工商业
联合会、湖南日报社 、中国湘
商力量总评榜活动组委会联
合主办， 共设置 2012 年度湘
商十大风云人物、2012 年度湘
商新锐人物、2012 年度十大杰
出商会会长、2012 湘商力量十
大推动力人物、2012 年度湘商
十大最具投资价值市场、2012
年度湘商十大新闻事件等六
大榜单。 （刘婷婷 林淑芳）

报名热线：18684882333
13548777650
13574188119

详情请登录活动官方网站：
天下湘商网（http://www.txxs.cn）

省委宣传部原副部长、 省社科
联原主席、本报《湘商时代》周刊总
顾问郑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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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湘企动态

■ 湘商力量总评榜

■ 湘商新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