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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玻璃大王”曹德旺，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当年，一条

“曹德旺准备投资 10亿美元，将福耀玻璃工厂建在美国”的

消息引爆网络。这位玻璃大王和慈善大王表达了对在美国投

资的看好，激起网络上铺天盖地关于其“逃跑”的舆论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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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德旺去美国建厂的故

事，被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和他

夫人米歇尔旗下的高地制片公

司拍成了纪录片《美国工厂》。

传奇的故事，加上两位有特殊

身份的制片人，使这部电影在

年初的美国圣丹斯国际电影节

首映时大获好评。该片已于近

日在Netfilx 上线，在资本与文

化的碰撞下，这部影片让一票

观众产生了浓厚兴趣。

《美国工厂》的记录背景

是在美国中西部铁锈地带的

俄亥俄州代顿市，这个城市曾

经因汽车制造业而兴旺发达，

但随着经济危机的到来，建在

该市的通用汽车厂区倒闭了。

随后来自中国的企业福耀集

团买下通用的关闭厂房，重装

开设了玻璃工厂。

然而，企业发展并不顺

利，管理和文化层面的摩擦不

断加剧，工人的效率难以提升，

企业连连亏损。福耀集团不得

不采取了一系列非常手段，最

终解决了美国工厂的冲突，扭

亏为盈。简单理解的话，就是

“社会主义国家企业家凭借丰

富的本国经验在资本主义国家

瓦解工人运动的斗争史。”

然而这并不是一部中国

企业宣传片，也不是企业家的

成功学自传，福耀与当地政

府、工会产生的摩擦，工厂里

中美工人的文化差异和管理

模式的剧烈矛盾，才是这部影

片留给我们的思考空间。

说起曹德旺为什么一定

要把玻璃厂开到美国去，他最

初的目的很明确，只为赚钱。

作为一个商人，这位毫不

掩饰自己本性的古稀老人，当

初面对“跑路”争议时，曾掰着

手指头给大家算账：美国能源

比中国便宜，天然气价格只是

中国的五分之一，电费是国内

三分之一，水费连三分之一都

不到。而且，运输成本低，赋税

还能省下一半，算起来总利润

会差 40%。总的来说，在美国

能多赚百分之十几。

曹德旺曾经很自豪地说，

“在经营上，我是一流的高手。

没有几个人做企业能和我

比。”他选择在美国投资建厂，

显然不是心血来潮和一时冲

动，而是观察了 20 年的结果。

曹德旺带着“多赚百分之十

几”的精打细算一路杀向大洋

彼岸，当时的他可能并没有想

到，对于一个商人来讲，还有

比钱更难算计的东西。

如果说，为了塑造曹德

旺神一样的商人形象，一定要

给他赋予一个除金钱外的荣

誉理念的话，那他去美国建厂

的目的还有一个：让美国人改

变对中国人的看法。为了给远

赴他乡的中国工人打气，曹德

旺希望这些人肩负起民族大

义，为国争光，但是当他站在

亏损的美国工厂里，甚至将金

钱都看淡了。

全身心投入建设这家美

国工厂，曹德旺遵循着入乡随

俗的中国美德。为了迎接福耀

工厂 10 月 7 日的竣工盛典，

有工作人员向曹德旺提议，要

不要在大厅里挂两幅画，一副

代表美国，一副代表中国。曹

德旺当即否定了这一计划，点

出只挂美国的，不能刺激美国

工人的神经。他不想用过多的

中国元素去影响当地员工的

情绪，他打心底里想把这里建

造成一个符合当地文化的工

作场所。

起初在招聘宣讲中，负责人

向前来听讲的当地人传达了福耀

在美国建厂的理念，也在努力让他

们认识到这不是一家中国人掌控

的工厂，“我们正在做的是融合文

化，中国文化和美国文化，所以我

们是一个真正的国际组织。”当地

的美国工人在进厂之初非常笃定，

“主席说过，这是一家美国公司”。

他们也相信两年后，中国的员工会

撤离，这里就跟美国在其他地方的

工厂一样。

无论老板还是员工，他们对这

家工厂的预想是一致的，然而有意

思的是，独属于代表美国的那副画

并没有出现。最终，墙上并排挂了

美国国旗和中国国旗。

如同分别代表着不同国家的

标志醒目地展现在每个人眼前一

样，在这个小小的工厂里，两股文

化势必会发生正面交锋。在制度不

同，文化不同的异国他乡，想征服

当地人躺着把钱赚了并不容易。

其实，这部纪录片所讲述的

故事并不是秘密，关于福耀的经营

情况、劳工冲突中外媒体都报道

过。只不过当时曹德旺从容不迫的

表示那些都是标题党。然而在这部

纪录片中，却能清晰地看到他，曾

深陷中美文化与管理矛盾交汇漩

涡中的焦虑与果断。

当美国工人知道，福耀中国员

工来到这里，没有奖金没有假期，远离

家乡亲人，他们深怀感恩之心，认为中

国人牺牲自我来拯救当地经济和失业

者，他们敞开心扉接纳中国工人，与之

成为朋友，一起钓鱼、过感恩节、甚至

拿出了自己私藏的猎枪。

然而和谐的蜜月期很快就结

束了，日复一日的语言障碍，管理

冲突，让他们之间刚建立不久的友

情和感激都消磨殆尽。

工作交流中，两国工人需要翻

译在场，或者用手机翻译，这大大

增加了沟通成本，有时为了一个问

题会僵在那里。双方都在努力维护

自己的工作准则，但是由于文化差

异，二者往往旧的矛盾没解决，新

的冲突又产生了。

员工 Cynthia 不能忍受工作

间只有一个大门，一旦发生火灾会

很危险；浮法玻璃面积很大，当地

员工拒绝暴露脸部进行检验；叉车

司机拒绝使用站驾式叉车，大强度

同样面临危险；员工 Bobby 在通用

汽车干了 15 年从未受伤，然而来

到福耀却受了严重工伤。

一位黑人妈妈说自己以前在

福特的时薪是 29 美元，而现在连

一半都没有，孩子想要一双运动鞋

都成为奢望，甚至做美甲都比在福

耀赚的多，他们原本以为能通过福

耀的工作重回中产阶级行列。

美国人无法理解更难以接受

中国工厂的管理模式，认为中国老

板要求严苛，感觉到自己并没有被

尊重。为表达对现实的不满，他们

开始维权游行，希望通过成立工会

来保障自己更多的福利待遇。

中国员工对此却非常不解，他

们不满美国同事们的动作缓慢和

懒，一天工作 8 小时，一月有 8 天

假，这在修 996 福报的中国，简直

是天堂般的生活。要知道，同样是

福耀的员工，在福清工厂，他们一

个月的休息时间仅为 1到 2 天，每

天要工作 12 个小时。从中国来的

管理者一心想解决的问题是如何

让美国工人提高效率，如何像在中

国一样，强制他们加班。

生产线上枯燥重复的工作，收

入微薄不及从前，让美国工人的信

心开始动摇，他们不知道这样工作

的意义何在，迷失了坚持下去的方

向。这家曾被当地人奉为神一样的

工厂，开始变得不顺眼起来，似乎

每个美国工人都能挑出不满。

中国人嫌美国人不够勤奋，美

国人觉得中国管理者不允许搞工

会就是不重视工人权益。都觉得自

己最对最好，对方错。正如片子中

管理层的烦恼，中美工人发生冲突

以后，双方只想分清对错，没人想

解决问题。作为一个商人，曹德旺

非常清楚，想要使工厂正常运转不

再亏损的话，无论谁对谁错，眼前

的难题必须得解决了。

整部影片里，曹德旺的 8 次

主要出场中，有 5次都与劳工难题

有关。

福耀在美国的招聘现场，被提

出的唯一问题是“我们会是工会化

工厂吗；”美国媒体关于福耀美国

工厂的唯一一篇负面报道也是有

关工会；竣工大会当天，连天气都

如曹德旺所愿，晴空万里，唯一不

和谐的声音是议员肯定工人努力

成立工会的行为。

可见，该问题成为美国工厂最

大的难题，也是曹德旺绕不过去的

门槛。他立场鲜明地表态“工会进

来，我关门不做了。”

人前态度强硬说一不二，尽显

主席霸气，可是在人后，曹德旺在

私人飞机上为此焦灼，在深夜看着

窗外维权的工人借烟消愁。为了在

投票日将工会彻底拒之门外，曹德

旺采用了一系列非常手段。

首先，曹德旺邀请美国的中层

领导来中国参观福耀工厂，让他们

看看中美工人产能的差距。可是当

领队将中国工厂班组的半军事化管

理移植到美国时，发现根本不奏效。

美国工人甚至非常反感工厂

屏幕里播放中国工厂的宣传片，面

对这些内容，美国工人觉得自己被

侵犯了，甚至高呼“这里是美国”。

曹德旺最初连代表中国的一

幅画都不愿意挂，不想刺激工人，

一系列操作都证明，曹德旺展开了

一场自我矛盾的整治。

紧接着，曹德旺开始撤换领导

层，他认为管理层素质的提升，有利

于平息工会的骚乱。他找了一位既

了解美国又了解中国的人担任总经

理。原总裁和副总裁被迫停职。

10 个月亏损 4000 万美金，改

善局面迫在眉睫，不解决工会问

题，工厂难以提高效率。双方明里

暗里都在进行拉票。随后，福耀花

了 100 万美金聘请第三方公司

LRI（劳资关系研究院）游说员工，

他们几乎是在用威胁的态度警告

维权员工，雇主不怕罢工，“罢工不

会被炒掉，但是会被永久换掉。”

果不其然，工会支持党开始一

个一个被有目标性地清理掉，中国

管理层都表示这项措施非常奏效。

经过一系列非常手段，在最终

投票日，以 868 票反对，444 票支持

的结果结束了这场拉锯战。

尽管方法并不尽如人意，但曹

德旺有一点是对的，工会存在必定

使工厂效率下降。解决了工会问

题，再加上大刀阔斧的改革，福耀

美国工厂，盈利了。

如果以金钱为衡量，那么福耀

玻璃的盈利标志着中国人海外建

厂的胜利，也是曹德旺成功的最好

证明。福耀给仅有 10000 人的小镇

提供了差不多五分之一的工作岗

位，让住地下室的人重新租得起房

子。中国人开的工厂，给美国一个

小镇带来新的希望。

福耀投了反对票的员工很明

白，他们并不是认同了中国的管理

模式，只是怕失去收入，在生存和

生活之间做选择，生存是唯一的选

择。即便他们难以接受走进工厂大

门就从美国到了中国。

曹德旺反思自己这么多年建

厂，是不是破坏了环境与安定？自

己究竟是有功之人还是有罪之人？

不管以什么维度衡量，曹德旺与他

跨国建厂之初的企图———让美国

人改变对中国人的看法，恐怕早就

渐行渐远了。

（节选自《知中》、纪录片《美

国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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