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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义担当 学子情怀
——张泉董事长的精神境界与世纪金榜的做强之道

随着世纪金榜图书品牌的知名度
与美誉度的不断攀升和公司的日益发
展壮大，世纪金榜主动承担起了回报
社会、捐资助学的社会责任，积极参
与了“送温暖、献爱心”“青少年维
权扶助”“扶贫帮困”等多项公益活
动，爱心涉及教育、体育、救灾、扶
贫、公安系统、就业等多个公益项
目，捐赠覆盖了山东、广西、湖南、
内蒙古、福建等十几个省份。创业至
今，世纪金榜向社会捐款捐书总额已
达 8000 多万元。捐助范围之广，数额
之大，昭示出一个企业的爱心情怀与
社会担当意识。而每次捐助，都有着
感人的故事。囿于篇幅，笔者只从学
生爱心助学这一个层面，做些简要的
叙说。即使如此，读者也可以感受到
一个企业的大爱之心。

一、点燃灾区学子高考的希望
2008 年 5 月 12 日，四川汶川发生

里氏 8.0 级大地震，世纪金榜除向灾
区捐款 57 万元之外，又在听闻灾区学
校课堂教学无书的消息后，立即组织
了灾区送书的活动。

在张泉董事长的直接指挥下，整
个世纪金榜的员工都积极而又紧迫地
行动起来了。挑选图书，装箱打包，
联系火车等，进行得紧张而又有序。
这一爱心之举，深深地感动了援川办
和火车站的领导：“现在给灾区学生
送书，不只是雪中送炭，还给他们送
去了一份希望啊！”

是啊！这些孩子中有不少在地震

时失去了亲人，同时也失去了考学必
需的书。如果因为手中无书而难以复
习，再失去考学的机会，对他们来
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如果不想这些
孩子之所想，急这些孩子之所急，是
不可能做好如此之难又如此之快的
150 余万元爱心图书捐助义举的！

北川中学教务处宋波主任说：“我
们一直在用你们的书，没想到在大难
面前你们这么快就来到我们身边！”

世纪金榜爱心图书送达之处，高
三的学生们感动得哭了。也许就是这
些书，让他们重燃起对未来的希望。

一个学生在世纪金榜捐赠的一本
图书的扉页上即兴写下了这样一段文
字：“地震时教室轰然坍塌，所有的
书本都被掩埋在了废墟中，为高考整
日埋头读书的我忽然没有了方向。地
震没有夺去我们的生命，却似乎中断
了我们的前途。当世纪金榜从千里之
外把书送到我手里时，封面上熟悉的

‘大眼睛’在我的心里点起了一盏明
灯。你们可知道，地震前我捧着的辅
导书上，也是这个‘大眼睛’。”

看到这段文字，前去送书的世纪
金榜的人们也哭了。这哭声，不但蕴
藏着对这些学子的同情与爱心，也内
含着对他们走向未来的无限期待。

孔子说，“仁者爱人”。世纪金榜
的“爱人”之举，恰恰诠释了“仁
者”的高格与风范。

二、欢乐世博行
上海申办世博会成功之后，引来

了前往观览胜景的众多人士。一些家
庭条件优裕的学生，也有了快乐的上海
之游。可是，对于那些家庭经济条件不
好的学生来说，只能是望洋兴叹了。

世纪金榜的员工在为学生提供优
秀图书的同时，无意间了解到这种情
况，并向张泉董事长作了汇报。董事
长灵感顿来，决定拨出专项资金，为
学习优秀而又家境困难的学生提供免
费游世博的机会，并向社会公布报名
时间、地点与条件。

2010 年 6 月 22 日早饭后，一批跃
跃欲试的学生便来到金榜世博行现场
报名点报名，通过现场“考试”，20
名免费世博行学生榜上有名。

济南八中学生张潇，便是这 20 人
中的一名幸运者。她说，去上海一睹
世博会的风采，是她心中的一个梦
想。可是一想到往返路费、门票等这
么一笔不小的开销，这对本不富裕的
家庭来说，无疑是个负担。为此，她
甚至有几个晚上偷偷地哭过。可世纪
金榜让她这个以为不可能实现的愿望
变成了现实。

6 月 26 日，在世纪金榜的袁总全
程跟护下，20 名学子的世博行就这样
梦幻般地开始了。

张潇兴奋地说：“中国馆、沙特馆、
非洲联盟馆、天下一家馆、信息通信
馆⋯⋯每所展馆前都留下了我们欢
快的笑声。上海世博会被誉为一次

‘不出国门、看遍世界’的‘环球’旅
程，而世纪金榜赠送给我们价格不菲

的世博护照则成为参观世博园区的
最好纪念。”

当这些学子归来之后，自豪地向
人们讲述着世博会盛况的同时，也在
情不自禁地感恩于世纪金榜的爱心之
举。他们说，世纪金榜给予他们的，
不只是免费游世博会的特殊待遇，更
让他们明白了一个道理，爱心行动会
生成积极的能量，它给他们这些学生
以激励与希望，也让他们懂得了世间
自有真情在的道理，并促使他们努力
学习，未来成为对社会的有用人才，
并像世纪金榜一样回报社会。

走访即将结束的时候，张泉董事
长深有感触地对笔者说：“世纪金榜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除
了我们全体员工的努力拼搏之外，则
得益于社会各界对我们的大力支持。
所以，我们对社会的回馈是情出由衷
的。这类活动刚刚开始，随着事业的
发展，我们还会做得更多更好。”

其实，世纪金榜之所以有如此好
的发展，还不止于笔者所写到的这四
个方面，其刚柔相济的智慧管理、与
时俱进的“数字出版”战略等，都是
一道独特的风景。而所写的这四个方
面，也只是撷取了几个点而已。如果
大家想要一览世纪金榜的“全景”，还
真要深入其中。诚如是，你不但会感
到不虚此行，而且还会“择其善者而
从之”，像世纪金榜那样，为社会担起
一份责任，为民族献出更多爱心。

（陶继新）

张泉，山东世纪金榜科教文
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光
彩事业促进会常务理事，中国民
营文化产业商会副会长，山东省
社会组织联合会副会长，山东省
书业商会会长，山东省民营企业
家协会副会长，山东省工商联副
主席。山东师范大学兼职教授、
硕士研究生导师。荣获中国出版
政府奖优秀出版人物奖、中国新
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中国民营
书业出版首席策划人、腾讯“中
国 教 育 行 业 星 光 领 袖 ”、 新 浪

“中国杰出贡献教育人物”等奖
励与称号。

对于民营企业世纪金榜出版的图
书，在一般人看来，其差错率也许会
常常有“破格”之举。可是，当笔者和
一些朋友合力将其出版的多本图书认真

“审查”之后，惊诧地发现，差错率非
但没有“破格”，反而低于 0.5/10000，
大大低于国家通行标准1/10000。

不可思议！
为此，笔者前往世纪金榜，发现校

对室里的人员个个伏案而忙，对我的到
来竟然一点儿也没有觉察。问及差错
率何以如此之低时，所有员工的回答几
乎完全一致——除了认真仔细校对之
外，严格的七审七校流程起到了很大的
作用。

笔者担任过山东教育社的总编、
《教育文学》执行总编和《创新教育》执
行主编，并出版了四十多本著作，怎么
也没有想到还有一个“七审七校”制！

毫无疑问，这会大大降低图书出版
的差错率；可是，由此而增加的人员及
其相应的费用，作为一个民营企业，不
会不进行考虑吧？

为此，笔者走访了世纪金榜董事长
张泉先生。他的回答令我肃然起敬。
他说：“质量是一个企业的生命线，也是
良心线。我们的图书，更多的读者是儿
童少年，他们对书上的文字有着近乎神
圣般的崇拜。我们都是为人父母者，我
们不能不对这些孩子负责！我们希望
通过七审七校，尽可能地减少差错，让
他们通过世纪金榜的图书接受到很纯
净的教育，获得真理和良知。正是基于
这样一种朴素的想法，才实施了七审七
校制。”

何止于七审七校制！
据淄博学生家长钱彦讲，世纪金榜

出版的图书用的是环保大豆油墨印刷，
被人们称作“可以吃的书”。

至于用什么油墨印刷，一般读者几
乎全然不知。可是，世纪金榜用了成本
更高也更环保的油墨。非为读者与孩
子，绝然不会如此而为的！

心有孩子，心有读者，处处就都有
了质量。

无锡学生家长徐璐说，目前市面上
图书多如牛毛，作为家长，究竟选择什
么样的图书，才能适合孩子的阅读，往
往感到如大海捞针一般，“无所措手
足”。恰巧，世纪金榜图书种类丰富，质
量又特别高，而且还会针对不同年龄段
及个性各异的孩子，给出有针对性的建
议，让有些茫然的家长茅塞顿开，从而
为孩子买到了心仪之书。

黄石学生家长韩梅说，她的孩子特
别喜欢阅读社科类图书，而当她将这种
想法告诉世纪金榜销售人员后，很快得

到回复，并帮助她精心挑选。而孩子拿
到书后，爱不释手，喜欢不已。读了两
三年后，不但成了一个爱书人，写起作
文来几乎一挥而就，甚至连品行都变
好了。原来，好书不但有好的语言、有
精 彩 的 故 事 情 节 ，还 有 真 善 美 的 流
淌。孩子天天沐浴在书香中，自然而
然也有了书香之气，也就“腹有诗书气
自华”了。

提起世纪金榜的图书，咸阳学生家
长张顺东更是欣喜不已。他说，他和儿
子不但喜欢读世纪金榜的书，而且喜欢
听世纪金榜的书。因为他们的图书不
少还配上了光盘，由于系专业人员录制
而成，不但声音纯正动听，而且读出了
书的作者彼时彼地的感情跃动，让读者
的感情也随之起伏跳跃，并不由自主地
走进书中人物的感情世界里。他常常
对人们说，读、听世纪金榜的书，不但是
人生的一大享受，还提升了他与孩子的
文化品位与思想境界。

张泉董事长常常讲，“我们出版图
书有一个不变的标准，那就是质量至
上”。这个质量，不但要求有“道法自
然”的文辞优美，还要有符合儿童心理
的故事情节，更重要的是，要不动声色
地将孩子们需要的精神食粮融合其
中。他坦言：“我们办企业，不可能不考
虑经济收益；可我们更关注的是社会效
益，一个企业的眼里如果只有钱的话，
不但坏了良心，也坏了名声，到头来企
业也会步入江河日下的尴尬境地。”所
以，办企业，必须有一种社会良心。有
人说，小商在技，大商在德。诚哉斯言！

当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越来越受到
人们关注的时候，世纪金榜早就在行动
之中了。

为了从浩如烟海的中国传统文化
中选取适合孩子阅读的经典文本，世纪
金榜邀请相关专家与名师，一次又一次
地开会研究，终于形成了属于自己的一
系列拳头产品。投入市场之后，旋即受
到了少年儿童的欢迎。

黄冈学生家长张善功对传统文化
情有独钟，可是，由于对儿童经典诵读
研究不多，以前买的这方面的书，孩子
并不喜欢。然而，从世纪金榜买来几
本之后，孩子看起来如痴如醉，并请求
父母也与他一起阅读。现在，他们不
但全家阅读世纪金榜传统文化图书，
而且还常常一起交流阅读体会。更重
要的是，孩子慢慢地变得有礼貌了，能
够主动地帮助家长做家务了。他感慨
地说，真没想到，世纪金榜的传统文化
读本，不但改变了自己的孩子，也让
他们全家有了文化品质和更高的幸福
指数。

张泉董事长认为，只有站在顾客
的角度思考与工作，才能真正赢得市
场。为此，世纪金榜制定了高远的服
务目标——1. 客户要全部满意；2. 开
单、发货要全部准确；3. 客户要全部
走访、有效沟通；4. 问题要全部处理
及时。为满足客户考试用书需求，他
们甚至用飞机空运过试卷。

世纪金榜每年 365 天、每天 24 小
时都能接应客户诉求，“亲情时时刻
刻，服务分分秒秒。”这是其情感式
营销、服务式营销口号，也是他们对
客户的庄严承诺。

一位海南省的客户对此表示怀
疑，认为这是营销策略，甚至是一种
虚假宣传。于是，他对世纪金榜进行
了一次“突袭”。

一天午夜 12 点，世纪金榜客服电
话突然响起，客服人员像往常一样，
在铃声响起 3 声内接起了电话。电话
那头声音开始略显惊讶，紧接着便以
一种傲慢的语气询问起世纪金榜的产
品目录等问题。客服人员不但毫无反
感，反而热情详细地解答了他的一个
又一个近乎刁难性的问题。最后，这
位自称来自海南的客户要求先给他邮
寄 200 套样刊，确认质量之后再进行
采购。

一面不识，又如此傲慢；分文不
交，却要如此之多的样刊。客服人员
拿不定主意了；不过，她并没有将其
搁置下来，而是随即向值班经理汇
报，寻求解决的方案。值班经理虽也
有些疑惑，但还是决定立即下单。同

时，他还非常郑重地告诉这位客服人
员说:“请记住，客户的要求高于一
切！”于是，200 套样刊迅速印制并发
往海南。

几天后，客服部又一次接到了这
位海南客户的电话，不过，这次不是
深更半夜，而是上午正常上班时间，
而且说话的语气有了大转变。他十分
愧疚地说:“我是给你们世纪金榜道歉
的。你们的图书质量非常高，服务又
这么好，是我绝对没有想到的。上次
之所以那么晚给你们打电话，就是想
试探一下你们的服务承诺是不是真
的。请原谅我，是我以小人之心度君
子 之 腹 了 。 请 接 受 我 迟 到 的 歉 意
吧！”之后，他强烈要求做海南的总
经销商，并得到世纪金榜领导的同

意。他积极努力地工作，并做出了非
常好的业绩。

其实，如果到世纪金榜客服部进
一步走访就会发现，类似这样的事情
并非新闻，而是寻常之事。因为张泉
董 事 长 常 常 对 员 工 们 说 ：“ 小 胜 凭
智，大胜靠德。”当你真正从内心尊
重客户的时候，他们也就把企业当成
了贴心人。况且，在世纪金榜人看
来，能够更优质地服务于客户，不只
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幸福。

人格的能量是巨大的，它还会
不断地向外播撒，对经销商的影响
也 越 来 越 大 。 他 们 在 经销过 程 中 ，
不但有了强烈的服务意识，而且还
有了以更好地服务他人为荣为美的
感觉。

毋庸讳言，市场经济的大潮汹涌
澎湃袭来的时候，个别人也走到了唯

“钱”是举之道上。所以，以前那种舍
小家顾大家“义以为上”的精神与行
为，似乎已经渐行渐远了。

笔者在走访时发现，世纪金榜虽
然也是市场经济的弄潮儿，可是，其美
德古风犹存。笔者虽然只是从中撷取
几个小的镜头，但读者却可以窥斑见
豹，去领略那一方“德者本也”的妙道。

一、“母亲走了”之后
2016 年 3 月 29 日，是世纪金榜经

销商大会开幕的前一天，晚 7 点，负责
会议音响播控的张琳主任突然接到老
家打来的电话——“母亲走了！”张琳
感到极其愕然，泪水随即夺眶而出。

经销商大会即将开始，毫不知情
的同事并没有留意张琳此时的神情，
而是像往常一样与他密集地沟通着会
前的事项——“张琳，会议现场的投影弄
好了吗？”“话筒和音响没问题吧?”⋯⋯

瞬间犹豫之后，张琳悄悄拭去眼
泪，而心也坚定下来。他知道，在亲
情的小义背后，还有金榜的大义、工
作的责任在等待着他！

不过，他还是向王强副总作了汇报。
“节哀⋯⋯”一阵沉默，“你怎么考

虑的?”
“先开会!”

王强知道，即使公司让张琳立即
回家奔丧，他也绝对不 会 放 弃 工 作
而 走 的 。 不 过 ，为 了 让 他 尽 早 返 回
老家，王强还是马上拿出手机查询，
并告诉张琳会议当天最晚的航班是
18:55。张琳看了，摇摇头说:“会开不
完，改到次日早上吧。”说完便头也不
回地走进了会场。

董事长得知这一消息后，马上来

见张琳表达慰问，并十分关切地询问:
“你家里兄弟姐妹几个？你排行老几？”

“家里就我们兄弟两个，我排行老
大。”

张琳知道，作为长子，立即赶回家
尽孝，天经地义。他也知道，晚回去一
小会儿，就是对母亲之爱欠下了终生
难以挽回的遗憾！

与此同时，来自世纪金榜的关切
之爱，也在不断地温暖着他的心。

会议期间，王强先后收到了董事
长两条微信:“公司派人、带车前去慰
问，我个人表达 2000 元。”“能否改成会
议当天晚上的飞机票?”

王强解释说，会议当晚的飞机时间
赶不上，改签会议次日的机票是张琳的
个人意愿，而且改签操作已经完成。

董事长只回复了一个字:“嗯⋯⋯”
可他的眼里，早已有泪水溢出。

在济南总部值守的袁立新总经理
及管理系统的同事们接到这一消息
后，立即做好去机场迎接张琳的准备。

3 月 30 日 10 点 30 分。袁立新总
经理带车前往济南机场，接到张琳后，
便直奔他的老家成武县。

途经胡集镇买花圈时，路过的老
乡问道：“你们是去临镇老张家的吗？
他大儿子什么时候回来啊？”

听到这话，张琳再也抑制不住积
压在心里的悲痛，抱头痛哭起来。

当天下午，公司一行赶到追悼现
场。袁立新总经理和王强副总在张琳
母亲遗像面前深深地三鞠躬。然后，
情真意切地对张琳的父亲说：“我们代
表公司，代表张泉董事长向您表示慰
问！公司这次活动远在厦门举行，张
琳同志忙于工作未能及时赶回，我们
感到非常遗憾，也非常感动。张泉董

事长对此事非常重视，特别委托我们
来看望。”

张琳的父亲十分通达，他说：“张
琳是人人都知道的孝子，他虽然来晚
了，可我能理解，相信他过世的母亲也
能理解，因为我们都希望他把工作做
得更好；是你们公司成就了他，让我们
当父母的脸上有了光。”

老人家说起公司逢年过节对他的
慰问，此次又有公司领导同事亲自前
来吊唁，所以，心里特别的感动。

是啊！老人家常常对乡亲们说，儿
子能在这样的企业工作是他的福气。

其实，这也是公司的福气，因为这
不但成就了一批有志之士，也让公司
因有了一大批有德有才之人，才有了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公司发展
前景。

二、不平凡的生日
2016 年 3 月 28 日，是湖南岳阳崇

文书店总经理银晓中的生日，妻子与儿
子为他的 50 大寿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儿子还特地摘取了一大束迎春花，作为
父亲生日那天送上的美好祝福。

可这一天，他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
——参加世纪金榜年度经销商大会。

“要不等过完了生日再去吧，不
然，孩子会很伤心的⋯⋯”妻子话没说
完，已经是“欲语泪先流”了。

这话让银晓中的眼里也贮满了泪
水。可是，如果说去开会，会伤了妻
子，尤其是儿子的心；如果说不去，又
会耽误这次重要的会议。

他找不到说服妻子的理由，就以
无言的沉默代替了回答。

深夜里，妻子与儿子已经睡熟，银
晓中悄无声息地收拾了点出差的东
西，便轻轻地走出家门，直奔机场，随

后又坐上了去厦门的飞机。
飞机驶上天空，乘客多已入睡；银

晓中却怎么也睡不着，他一直在想，如
果妻子和儿子醒来发现他不辞而别，
将会何等难受！他爱自己的妻子和儿
子，爱他这个和谐温馨的家；可是，他
同样也爱着世纪金榜这个大家，没有
这个大家，就不可能有今天这个小家
的幸福！

是夜无眠。
一下飞机，银晓中便不顾疲惫，直

奔经销商大会会场。
突然，眼前的景象让他惊讶不已

而又幸福莫名——
李祥安副总拿着鲜花，面带微笑；

同事手捧蛋糕，上面插满了蜡烛，齐声
说道：“祝您生日快乐！”

此时此刻，他顾不上擦干一脸的
泪水，激动不已地与世纪金榜的领导
和同事紧紧抱在了一起⋯⋯

晚宴上，许多经销商朋友又一起
向他送来祝福，而张泉董事长满含深
情地说：“所有经销商朋友都是世纪金
榜的家人，祝您生日快乐!”

笔者还听到很多类似这样的故事，
比如关于公司经销商湖北荆州求进
书店总经理谢兰球《“特殊”的报到者》
和关于张素彩总监的《一只玉镯子》的
故事等，它让笔者感动不已的时候，也
有了绵延不断的思索：一个企业的员
工如此敬业，显然这个企业已经拥有
了属于它的企业文化，尤其是其核心的
元素精神文化。文化是可以化人的，当
人们走进这个精神文化场域之后，就会
不自觉地被它所“化”。同时，员工们精
神境界的持续提升，也为其精神文化注
入了更具生命张力的力量。于是，企
业，也就有了更大的发展能量。

分分秒秒服务情

“义以为上”系大“家”

洒向学子都是爱

在电子产品迅速崛起的今天，经营图书的企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
战，从整体上呈现出日趋下滑的趋势，有的甚至在“无可奈何花落去”的
慨叹中，自我终止了发展的脚步，以至走到陷入倒闭的尴尬境地里。

可是，山东世纪金榜科教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纪金榜）却
逆势而上，从1999年成立时的名不见经传的37人小企业，今天已经发
展到年出版图书4300多种，年销售码洋27.1亿元，产品行销全国，版
权出口世界；员工也飙升至1397名，成为全国极具影响的一个大型文化
企业。其教育类图书全面覆盖英才成长各阶段，少儿类、社科类、名著
类、国学类、动漫类图书家喻户晓；世纪金榜“中国梦”大型连环画工
程，还受到了中宣部门、中央文明办的高度赞誉。

为了解锁这个密码，笔者怀着好奇的心理走进世纪金榜，并对张泉董
事长及其相关人员进行了走访。

随着走访的推进，笔者不但为世纪金榜的恢宏之势所震撼，也为一个
又一个的工作故事与生活细节所感动。受篇幅所限，笔者只是从丰沛的材
料中选取几个镜头，不加雕琢地实录下来。尽管只是“弱水三千，只取一
瓢饮”，而且还没有真正触摸到这个企业更加丰厚的内涵，却依然可以为
读者展示出其不同凡响的精神气象。

质量深处是良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