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月初，我们来到多彩贵州、爽爽贵阳，采访
贵阳市湖南商会会长、贵州富邦房地产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董事长朱彩昀， 聆听他的创业人生、出
彩梦想。

少年壮志：外面世界写精彩

湖南双峰县，以县境内有两座山峰相对耸立
而得名。这里地灵人杰，人才辈出。上世纪七十年
代初，朱彩昀就出生在双峰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父亲除种田务农外，还会修理农具、小电器，农闲
时还为乡邻理发，是一个远近闻名的多面手。

受父亲的影响，朱彩昀从小天资聪颖，心灵
手巧。 初中未毕业，他就能替父亲修理小电器和
农具，当父亲的助手啦！ 左邻右舍都夸他“小能
人”。

正当他百倍努力决心考上重点中学时，突然
得知父亲身患重症，急需一大笔医疗费用，朱彩
昀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放弃学业，靠自己的
勤劳去拼搏。 这样他挑起了家庭的重担，插秧种
田，修整农具，维修电器，剃头理发，贩卖小商品，
样样能干。 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多赚钱为父亲
治病。 不久，他父亲的重症开始出现好转，通过一
段时间的治疗生活基本能够自理，但家庭的重担
从此落在了他肩上。

1990 年， 朱彩昀结婚成家后带着妻子袁迎
春在甘棠镇上开了一家理发用品专卖店，生意日
益红火。 后来，他看到了一次性气体打火机很时
尚，销路又好，又办起了一个一次性气体打火机
厂，月收入数千元，名震山城。 由于打火机属于特
种行业，安全隐患大，考虑再三，他决定放弃这个
投入小见效快的发财机会。

但朱彩昀心中一直怀揣着一个美好的梦想，
他要通过自己的奋斗，告别世世代代面朝黄土背
朝天的历史，决心到更大的地方去发展。 1995 年
6 月，他来到娄底市区，首先开了一家餐馆，后又
办起了一家摩托车修理店。 短短几年时间，他从
一个庄稼汉变成了城里的小老板，终于过上了城
里人的生活，熟知他的人无不投来羡慕的眼神。

不久，朱彩昀改行开了一个液化气灶具专卖
店，生意十分火爆。 然而，命运有时会捉弄人，一
夜之间盗贼将他店内的商品偷了个精光。 无奈他
只得选择离开娄底这座美丽的城市，只身来到在
怀化从事房地产开发的老表的工地上，承接了住

房的防盗窗、铝合金玻璃门等业务，带着 10 来个
工人一起苦干，逐渐摆脱了困境。

几年后，朱彩昀盯上了建筑施工行业，经人
介绍承包了怀化河西农产品市场的商品房施工
项目。 第一次进入建筑行业，他视质量为生命，施
工项目获得了“优良工程奖”。 由此增添了他投身
建筑行业的信心，接连在怀化承接了几个施工项
目，掘起了人生第一桶金。 有了一定积累后，他突
然作出一个大胆的决策：将所有资金投入到从未
涉足过的房地产开发。 由于自己对房地产开发业
务不熟悉，巨大资金投进去后难以回笼，顿时陷
入困境，步入人生的低谷。

走出山村：百炼成钢创大业

“当我把所有的资金投到一块地产上时，发
现这片土地不能用于商业开发，公司一下子就陷
入了难以自拔的境地。 ”接受采访时，朱彩昀记忆
犹新地回味起进军怀化地产开发的那段困境，当
时他背负着巨大的债务，面对家人和各方面的压
力，无所适从，不知所措。 恰在此时，一个朋友的
房地产项目需要他去相助， 朱彩昀陷于矛盾中，
最后毅然决定把自己的地产项目搁一搁，等待转
机，先帮朋友把房地产项目做起来，也可换一个
环境改造自己。 经过一年多时间，他帮助这位朋
友渡过了难关，挽回了几百万元损失。 事后，这位
朋友感激不尽，逢人就夸他仗义相助。

苦难并没有消磨朱彩昀的意志，反而更坚定
了他前行的步伐。 他感觉自己在怀化的地产项目
一时难以逆转，遂于 2003 年底转战贵州铜仁，开
辟新的天地，打算从头再来。 当时铜仁这个陌生
城市的房地产行业刚刚起步， 发展空间巨大，商
机无限。 从此，在这个陌生而新兴的城市给朱彩
昀的事业带来了新的转机。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经过 8
年奋战，朱彩昀在贵州铜仁获得成功，由此奠定
了自己的基业。 2012 年，他带领双峰籍老乡大步
进军贵阳，成立了贵州富邦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攻城略地，大显身手，顿时声名鹊起，引起
世人瞩目。

他热心公益事业， 为双峰老家修桥修路、办
学兴教慷慨解囊；在湖南怀化、吉首，贵州贵阳、
铜仁等地捐款捐物，时常出现他的身影。 由于朱
彩昀乐善好施， 并在当地创造了骄人业绩，2014
年 5 月， 他当选为贵阳市湖南商会第二届会长。
2014 年 12 月，他被评为“中国品牌企业创新人
物”；2015 年 1 月， 他被政协娄底市委员会评为

“2014 年度优秀政协委员”。
这位从双峰县小山村里走出来的青年企业

家， 先后从雪峰山下的湖南怀化转战到革命老
区贵州，历经重重磨难，百炼成钢，成长为在黔
湘商的后起之秀。 他不仅致力于企业的发展壮
大，湘商崛起，还把湘黔两地百姓冷暖时刻记挂
在心。

勇于担当：修得广厦庇百姓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这首流传千古的诗句表达了盛唐诗人杜甫

的理想主义情怀，诗人的理想情怀今天在湘黔大
地已经成为现实。 2003 年后，朱彩昀在铜仁市先
后开发了“望江小区”、“金色港湾”等楼盘；2010
年，他对湘西古丈县广场棚户区改造项目进行了
开发建设。 凭着湖南人的坚韧与顽强、智慧和胆
略，他驰骋在湘黔两地房地产领域，掘金挖银，不
断完成人生资本的积累。

2013 年 6 月，朱彩昀获悉贵阳市白云区“同
心·丽景” 花苑小区是一个近 10 年的烂尾楼，拆
迁户一直没有得到妥善安置，农民工工资、材料
供货商货款一直未支付， 群体上访事件时有发
生，严重影响一方稳定，使该项目成为了当地政
府一个“老大难”包袱。 他毅然主动请缨，接下了
这个 5 万平方米“烂尾楼”建设项目，为政府排忧
解难。 经过一年半的紧张施工和不懈努力，这个
经济适用房小区终于如期完工，等待政府部门验
收交付使用。

6 月 23 日，我们在“同心·丽景”花苑小区看
到，一栋栋漂亮的经济适用房整齐地矗立在山坡
上，错落有致，正敞开大门迎接主人的到来。 据了
解，目前已有 78%的住户办理了房屋入住相关手
续。

朱彩昀无论身在何处，仍不忘家乡建设。 他
在担任双峰县第七届政协委员期间， 认真履职，
关心家乡群众生活。 他多次赴山斗片区考察，走
访了片区受灾群众， 听取了当地基层干部的意
见，发现该片区每到干旱季节，人畜饮用水就得
不到保障， 给当地百姓的生活带来了极大不便，
他奋笔疾书写了《关于解决甘棠镇山斗片区人畜
饮用水问题的提案》，终于引起有关部门重视，在
山斗片区修建了供水管网，解决了老百姓的人畜
饮用水难题。

谈及未来发展规划， 朱彩昀成竹在胸地说，
贵阳湘商将抱团合力发展，从房地产业单一的商
业模式中解脱出来， 涉足更多更新的商业领域。
随着国家对低空领域的放开，他看到了未来通用
航空产业发展的前景，率先成立了贵州乔海富邦
通用航空有限公司，与美国乔治海茵茨飞机制造
公司签署了云南、 贵州两省集轻型飞机的销售、
维修保养、飞行员培训等框架协议，填补了云、贵
两省通用航空的空白。 未来十年，他将带领湘商
有志之士在云、贵两省建设 60 个通用机场，发展
低空旅游。

放飞梦想，翱翔蓝天，活出精彩。 朱彩昀和他
的团队又在路上，再出发……

(湖南日报记者 谢作钦 肖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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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
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
的机会， 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
的机会。 ”

习近平总书记这段鼓舞人心的话语温暖着中

国无数追逐梦想的人们。 来自湖南双峰县甘棠镇
小山村的朱彩昀以百折不挠、 越挫越勇的拼搏精
神，一步一个脚印实践着人生的梦想，在湘黔大地
上留下了一串串闪光的足迹。

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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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一群特殊的孩子， 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偏
离了行程，迷失了自己，淡薄了亲情，忘却了感恩，失
去了追随幸福的脚步；

这里有一位大爱无垠的使者，倾其所有，帮助异
乡的孩子改变自我，完善自我，重新走上健康成长之
路；

这里有一群特殊的园丁，他们面朝蓝天，心无旁
骛，倾心尽力，揉碎了自己，拼接了残缺，成全了几多

幸福的家庭；
这里是一个特殊的学校， 这里发生过一幕幕无

声无息的温情传递， 进行过一场场感人肺腑的心灵
碰撞，表达过一次次激情澎湃的感恩宣言，见证过一
个个鲜活生命的华丽蜕变……

近日， 我们慕名来到七彩云南昆明， 造访获得
“人类特别贡献奖”荣誉的云南省昆明市十大慈善好
人詹胜兰，亲身去感悟他———

伞样人生 无垠大爱

6 月 27 日，我们从贵州飞抵昆明，专程去
造访获得“人类特别贡献奖” 殊荣的昆明市
“十大慈善好人”、 云南省湖南商会副会长詹
胜兰。

在下榻的国贸酒店，我们一见如故，很快
就打开了他的话匣子， 聊起了他鲜为人知的
传奇故事和心路历程。

历经坎坷方成“大器”

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詹胜兰，来
自以美人窝闻名的益阳桃花江， 他从小喝资

江水长大，有着资水的灵性和博大的胸怀。
由于家境贫寒， 少年时期的詹胜兰自小

就挑起了家庭的重担， 以贩卖桃江有名的手
工凉席、竹垫、竹椅等养家糊口，经常露宿街
头，遭受蚊叮虫咬。 虽然读书不多，但他从不
安于现状，一直想到外面去闯一闯，看一看外
面精彩的世界。 1996 年 9 月，他只身来到“天
下第一街”的武汉市汉正街，结识了一个做皮
具生意的老板， 两人合伙开了一个小皮具批
发店，他负责销售批发，那个老板负责采购进
货，生意越做越红火，门庭若市，吸引了全国
各地来武汉的进货商。 仅两年时间，詹胜兰在
汉正街赚了近百万元， 实现了一个在益阳街
头做凉席生意的小货郎华丽蜕变， 成为桃花
江走出的屈指可数的百万富翁，他心花怒放，
兴奋不已，计划在武汉大展身手，实现人生更
大的梦想。

然后， 正当詹胜兰憧憬自己的美好未来
时，一个意外的消息击碎了他的梦想，他的生
意伙伴携巨款到外地进货后突然失联， 俨然
在人间蒸发， 把一个所剩无几的摊子留给了
他这个外地人。

说起这段心酸往事，詹胜兰淡然一笑，他
没有去诉诸法律，而是选择离开，回到桃江老
家，重操旧业，贩卖凉席。 从他的言谈举止中，
那种豁然开朗的胸襟让人敬佩， 我们感觉不
到他对这段经历的一丝怨恨。 其实，他在人生
道路上中吃过不少苦，受过不少骗，但他从不

放在心上， 他认为那些钱财也许本就不该属
于自己，只是让自己开了一回又一回眼界。 摔
倒了，他还可以从头再来。

1999 年，詹胜兰再次离开家乡，来到云南
昆明， 开始了人生第二次背井离乡的创业之
旅。 在昆明， 他发现彩印礼品在这里很有市
场，无论是各种庆典还是新店开业，都需要赠
送礼品，从几十元到几百上千元不等，成本低
利润高，决定从小本生意做起，遂以自己的名
字成立了“昆明詹胜兰彩印礼品公司”。 他每
天骑着单车走街串巷，联系业务，广交朋友。
为了打开市场，积累人脉，他基本上是半卖半
送，从不唯利是图，很快在昆明市区赢得了口
碑，打开了销路。

目前，詹胜兰在昆明以彩印礼品为基业，
扩展到胶业开发、生产、销售，以及收藏、投资
等领域，事业如日东升，发展势头良好。

赠人“雨伞”善行天下

第二次创业获得成功后， 詹胜兰把自己
人生的目标定格在慈善事业上， 他把做善事
当成一种快乐的生活，乐善好施，在舍得之间
不仅提升了自己人生品格和价值， 温暖了需
要温暖的人群，更影响了周边的人，传递着一
种积极向上的正能量。

2014 年 8 月，云南鲁甸发生 6.5 级地震，
詹胜兰一次捐款 1.35 万元；10 月， 云南普洱

又发生地震，他亲赴灾区捐款捐物，还坚持做
了 8 天的志愿者。

赠人玫瑰，手留余香。 在昆明采访期间，
我们还了解到，他车上经常带有印着“乡情深
似海 乡谊万年长”的红色雨伞，逢人就送。 用
詹胜兰的话说就是，善行千里，与伞同行，时
时不忘助人为乐，甘当雨伞，遮风挡雨。“能帮
多少帮多少， 只要老乡来昆明求助， 无论是
谁，我都会热情接待，帮他解决困难。 ”

云南省湖南商会常务副会长兼党支部书
记林大金告诉我们， 詹胜兰长期资助的一位
孤寡老人杨玉明去世，他连夜开车往返 3000
多公里为老人吊丧，老人去世后，他还每月资
助老人妻子 2250 元生活费，这让当地许多人
都十分感动。

“先做人，后做事”是詹胜兰的人生格言，
和他交往过的人都说他待人诚恳、仗义疏财，
是个地地道道的热心肠。 从 2007 年开始，他
先后为桃江老家镇上修桥修公路捐款 20 万
元；2012 年，他回老家看望父老乡亲，给贫困
家庭和孤寡老人送上大米 100 袋、 食用油
100 桶和雨伞 1500 把。 去年，他再次回到桃
江，看到村民们夜里出行没有路灯，立即拿出
12 万元帮村里安装了电杆和电灯， 方便村民
出行。

同时， 他先后资助贫困学生 10 余名，捐
款达 60 多万元。 截至目前，他累计为社会各
界捐助爱心善款约 200 万元。

2010 年，詹胜兰开始创办“好孩子三生教
育培训学校”，这是他在昆明做的最大一件善
事，在云南被传为佳话，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
注。

“三生”学校撑起蓝天

6 月 28 日，风和日丽。我们驱车前往位于
云南省安宁市建兴村的安宁市好孩子三生教
育培训学校采访， 去了解詹胜兰和他的团队
如何帮助“问题孩子”改变自我、完善自我、重
新走上健康成长之路的成功经验。

走进这所特殊的校园， 我们被这里的军
事化管理所折服。 学生们身穿迷彩服，飒爽英
姿，正在骄阳下接受训练。 校长鲁植在操场上
迎接我们， 一边介绍学校基本情况和办学宗
旨， 一边带领我们察看教室、 食堂和学生宿
舍，并组织观看了学校专题宣传片。 该校是云

南省目前唯一一家面向“问题孩子”为教育对
象的集教学与科研为一体的专业教育机构，
也是全国首家以“三生教育”为第一教学与研
究课题的民办学校。

安宁市好孩子三生教育培训学校董事
长、创始校长詹胜兰告诉我们，他倾其所有创
办以“珍爱生命、学会生存、热爱生活”为理念
的安宁市三生教育培训学校， 是用爱心感化
孩子、用耐心磨炼孩子、用信心激励孩子，让

“问题孩子”逐渐走出阴霾，收获阳光。
为何要创办“好孩子三生教育培训学

校”？ 詹胜兰说，他来到昆明后得知云南省青
少年患网瘾比例高，有叛逆、厌学、冷漠、自控
能力很差等问题， 就想尽自己所能来办一所
学校，把这些“问题孩子”集中起来进行一系
列科学系统的教育，帮助学生认识自我，摒弃
不良行为习惯，树立自信，教育孩子“知恩、感
恩、报恩”，帮助家长找到打开孩子心灵的钥
匙，让他们进入正常生活轨道，变成真正的好
孩子。

从 2010 年创立至今，从开办之初的 8 名
学生到现在培育出营的近 2000 名学生，老师
也从刚开始的 10 人，增加到现在的近 50 人，
简单的数量变化，所反映的是学校办学规模、
师资力量、教育水平的不断提升，所折射的是
学校内练素质、外塑形象的重大改变。 学校校
长鲁植告诉我们：“这些‘问题孩子’并非无药
可救，只要教师付诸爱心，耐心教育，心理专
家科学辅导，通过感恩教育、法律基础课、国
学教育等一系列培训， 就可以帮助他们早日
回归社会、回归家庭。 ”

2013 年 1 月， 詹胜兰被昆明市慈善总会
评为“昆明市十大慈善好人”。 2012 年 11 月
25 日， 中国民营企业家协会分别授予詹胜兰

“人类特别贡献奖”荣誉、安宁市好孩子三生
教育培训学校“社会责任特别贡献奖”；2012
年 11 月，云南省教育厅授予安宁市好孩子三
生教育培训学校“云南省生命、生存、生活教
育实践基地”称号。

从办学至今，自始至终，因为跟孩子们在
一起， 詹胜兰享受到帮助别人带来的那种快
乐，那种快乐无法用言语形容。 他用自己的大
爱树立了安宁市好孩子三生教育培训学校的
金字口碑， 以伞样人生谱写了一曲湖南人在
异乡的人间大爱之歌。

(湖南日报记者 谢作钦 肖雪)

6 月 23 日，中国湘商力量总评榜组委会一行来到贵阳，调研贵阳市湖南商会会长
朱彩昀（左一）建设的白云区“同心·丽景”花苑小区项目建设情况。 谢正午 摄

贵阳市湖南商会会长朱彩昀。

安宁市好孩子三生教育培训学校董事长、
常务校长，昆明市“十大慈善好人”詹胜兰。

【第五届（2014）中国湘商力量总评榜湘商“十大新锐人物”候选人风采】

【第五届（2014）中国湘商力量总评榜“十大责任湘商”候选人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