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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民营企业家的家国情怀
——追记山东魏桥创业集团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张士平

本报记者 管 斌 通讯员 高 雷

张士平，山东魏桥创

业集团创始人、原党委书

记、董事长，2019年5月23

日，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享

年 73岁。他 54年艰苦创

业，将一个小型油棉厂打

造成业内瞩目、影响全球

的特大型企业，连续 7 年

入选世界500强。他是第

九届、十届、十二届全国人

大代表，全国劳动模范，连

续 7 年被评为“中国最具

影响力50位商界领袖”

河北邯郸市广平县南阳堡镇南阳堡
村的留守老人们，有个共同的女儿，她叫
刘贵芳，是一名乡村医生，也是刘贵芳爱
心敬老院的创办者。

5月下旬，记者走进刘贵芳爱心敬老
院，清新静谧的环境，处处透着家的温
馨。一楼宿舍里，热气腾腾的洗脚盆前，
刘贵芳正蹲在地上给95岁的老人冯玉婷
洗脚，她轻搓细揉，像给自己母亲洗脚一
样。冯玉婷老人眼含热泪看着刘贵芳，

“她比闺女都亲啊，要不是她，我早不在人
世了”。

同在敬老院居住的81岁老人李书林
向记者讲起冯玉婷的故事。“她是我工友
的妻子，那一年我去看望工友，没想到工
友已经去世。”李书林说，他们没有子女，
老头一走，就剩下冯玉婷一个人，平时靠
亲戚关照，“当时冯玉婷躺在床上，一身都
是病”。

李书林马上电话联系刘贵芳，问她能
不能让冯玉婷住进敬老院。“对老人我们
不能坐视不管，先住进来再说。”刘贵芳连
夜把冯玉婷老人接到敬老院，帮她细心调
养、诊疗。如今 4 年过去了，冯玉婷老人
面色红润，身体比以前好很多了，“这个敬
老院，就是老人们的家”。李书林说。

南阳堡村是广平县的一个较大村
庄，有 3600 多名村民，仅 60 岁以上的
老人就达 600 多人。刘贵芳的家就在南
阳堡村，从 18 岁学医、行医始至今 32
年，她把村里的老人、患者都当作自己
的亲人。村里有 72 位患慢性病的老人，

刘贵芳隔三差五就要去探望，量量血
压，问问病情，送医送药、捧汤侍水，
比儿女伺候得都周到。

前些年，村里外出打工的年轻人越
来越多，留下很多留守老人，他们生活
得很孤单，特别是生病后缺乏医疗保
障，身边无人照顾，这让刘贵芳特别
牵挂。

2013年4月的一天，刘贵芳70岁的
父亲突发心梗晕倒在地上，虽极力抢救
仍未留住老人的生命。父亲的离去，更
加刺痛了女儿的心。刘贵芳在悲痛的同
时，开始思考村里老人的医疗和养老问
题，这一直是压在她心里的一块石头。
为父亲办完丧事后，刘贵芳对丈夫说：

“再不能让这样的悲剧重演，村里必须建
个医养结合的敬老院，把老人们集中起
来照顾。”

说干就干。为了给医养结合创造条
件，刘贵芳把敬老院的地址选在了镇中
心卫生院后面，从图纸到落地，一项项
诸多征地、资金等问题接踵而至。征地
建敬老院，由南阳堡镇政府出面，理顺
了不少琐事，但最重要的是资金问题没
有解决。

“本来以为三四十万元就够了，我们
拿出全家人积攒下来的 10 万元，又从农
信社贷了 40 万元，没想到，很快就用完
了。”刘贵芳说，巨大的资金压力，一度让
她打起退堂鼓，没想到，丈夫孙志宇却力

挺她：“贵芳，咱做的是公益事业，有困难
想办法挺过去，要做咱就做到底！”无奈之
下，刘贵芳卖掉了两个儿子的婚房和车。
在刘贵芳最困难的时候，各级政府投入
100多万元资金及相关配套设施，解了燃
眉之急。

2014 年 7 月，刘贵芳的医养结合敬
老院正式投入使用。敬老院建筑面积
2100平方米，因为突出公益性，50%的床
位首先保障给五保老人。同时，镇卫生院
还在敬老院设立了老年病房，实现“就诊
看病不出屋，医保报销上门办”。

看着 150 多位留守老人和五保老人
相继住进敬老院，每天聚在一起健身、娱
乐，刘贵芳终于能松口气了：“再苦再累都
值了，亲人们不理解，工作可以慢慢做，但
老人的养老债不能欠。”近几年，刘贵芳又
以养老机构为依托，建成两个医养结合社
区服务中心，她带领爱心服务团队，开展
社区养老和居家养老服务，对 60 岁以上
老人实行健康指导、预约诊疗、定期体检、
上门巡诊等基本签约服务，并为老人们提
供助餐、助浴、助洁、助聊、助急、助行、助
医、助乐等“八助”服务。

刘贵芳的义举和爱心感动了无数人，
也为她带来了“全国道德模范”“全国孝亲
敬老之星”“全国优秀乡村医生”等 50 多
项荣誉。看着一本本荣誉证书，不善言谈
的刘贵芳微笑着说：“荣誉对咱是一种鼓
励，我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乡村医生，为
病人解除痛苦，为老人提供帮助是我最大
的幸福。”

全国道德模范、乡村医生刘贵芳：

“为老人们提供帮助是我最大的幸福”
本报记者 陈发明 通讯员 周金立

刘贵芳在敬老院照顾老人。 周金立摄

走进河南周口市沈丘县
白集镇张单庄村，记者看到
洁净的水泥路、漂亮的文化
墙、宽阔的文化广场、新建的
小公园，初夏花开，清新怡
人，一幅乡村美景展现在人
们面前。

然而，3 年前的张单庄
村，村里脏乱差，村民赌博成
风。短短 3 年，这里由远近
闻名的落后村，一跃成为全
县十佳村、市级文明村和乡
村振兴示范村。村干部李学
成说：“这变化应归功于我们
村党支部书记胡双领！”

胡双领今年44岁，1997
年外出打工。两年后，他在
郑州创办了一家食品加工
厂。由于善管理懂经营，工
厂的规模和利润逐年扩大。

2008年，胡双领回到阔
别多年的张单庄村。村里落
后贫穷的现状让他感到辛
酸。“双领，回来吧。你脑子
好使，门路多，拉乡亲们一
把！”70 多岁的村民胡明成
拉着他的手说。

胡双领经过认真思考并
说服家人，毅然回到了张单
庄村。他很快办起了塑料加
工厂，吸纳村里40多名贫困
户进厂上班。对没能进厂的
村民，胡双领帮他们出主意
想办法，引领他们经商、养
殖、发展黑皮冬瓜、中药材种植等，让家家户户都有了挣
钱的门路。对家庭特别困难的，胡双领自掏腰包伸援手，
300元、500元，虽然钱不多，但也能应个急。

爱心和善举赢得了乡亲们的信赖和认可。2014年9
月，村“两委”换届，胡双领当选村党支部书记。

为让乡亲们过上“挣钱顾家两不误”的舒心生活，村
里建起了服装加工扶贫车间，50 多名村民成为车间工
人，其中贫困户 10人。村里基础设施落后，曾是村民们
多次上访的症结所在。胡双领去乡里、跑县里，协调项
目，把争取到的资金全额用于村主干道的铺修。水泥路
通了，自来水和下水道通了，路灯亮了，村头村尾绿化一
新，张单庄村变了样。

富口袋要先富脑袋。胡双领多方筹资 100万元，按
照“百年规划”的标准，建起了全市首个村级小公园、多功
能村室和文化广场，安装了电子屏幕，每天播报新闻、惠
民政策、致富信息、舞蹈歌曲。

为改善农业生产条件，胡双领带领村民新打机井23
眼，安装变压器3台，整修沟渠6公里，实现了旱能浇、涝
能排，乡亲们的收入逐渐提高，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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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山遍野的树木，满目葱茏的绿色，总能让人心生美
好向往，这背后是无数护林员的艰辛付出。

今年 38 岁在江西吉安市永丰县古县林场工作的符
声强，就是这样一位护林员。护林不仅脏、苦、累、险，还
容易得罪林区群众，受累又受气，挨骂也是常事。曾经有
个村民自认为和符声强关系好，毁林开荒，被符声强坚决
制止。同学黄某某因扫墓引发森林火灾，符声强查实上
报，黄某某被依法处理。

护林工作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符声强差不多度过
了22年与山“对话”的日子。除了孤独，与他们相伴的还
有未知的危险，山路崎岖，人迹罕至，每一次穿行，都是一
场未知的探险。

行走在茂林深处
刘浩军 邓习论摄影报道

午饭时间到了，符声强席地而坐，用随身携带的干

粮充饥。22年前，当时只有16岁的符声强，来到古县林

场成为一名护林员。这片森林记录着符声强的青春年

华，更记录着他22年的坚守。

丈量受灾树木围径，符声强（右）的双手就是标尺。

他还利用休息时间，向附近群众讲解生态保护常识及法

律知识。

魏桥创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张士平
带领 13 万员工胸怀祖国、产业报国的奋
斗史。

“制造业强，则国力强。”山东魏桥创
业集团创始人、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张士
平，在两个被视为“夕阳产业”的领域里，
不懈奋斗，用20年，打造了全球最大的棉
纺织企业，用13年，培育了全球最大的铝
业生产企业，树立了民营企业勇立改革潮
头的旗帜，彰显了一位民营企业家的家国
情怀。

不怕吃苦 敢为人先

1964 年 6 月，18 岁的张士平来到滨
州市邹平县魏桥纺织厂，成为一名工人。
从最基层干起，推小车，扛棉包，他先后干
过车间主任、生产股长、副厂长，1981 年
挑起了厂长的重担。

张士平的作息几十年如一日。每天
早晨 4 点起床，绕着厂区慢跑 1 万米。6
点 40 分，他第一个出现在早会的会议
室。他说开早会有很多好处，一是解决干
部的懒散，早晨考勤必须早到；二是加强
沟通，互相之间有什么事情交流一下，有
事多讲两句，没有事就散了，晨会最长开
半小时，通常在职工上班前开完；三是不
管什么事都能即时反映，立即安排，大家
都知情，体现凝心聚力，形成合力和高效
率、快节奏。

能吃苦，更要敢为先。张士平在每一
个节点上都跑到了最前面，靠创新走出了
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之路。

1984 年，抓住国家对棉花市场加强
管理，对油料市场放开的有利时机，张士
平带领企业果断进入油料加工领域；
1986 年，他和全厂职工集资 89 万元，建
成了有 52 台织机的毛巾厂；1988 年，抓
住全国棉纺织行业跌入谷底、纺机价格最
低的机遇，自筹资金 1000 多万元建设了

1.6 万纱锭纺纱厂；1998 年，抓住国家鼓
励热电联产的机遇，果断进入热电联产领
域；2006年，抓住国家支持鼓励东部沿海
省份利用国外矿石资源适度发展氧化铝
的机遇，建设了 400 万吨氧化铝项目；
2013 年，抓住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的机
遇，建设了印尼氧化铝项目和几内亚铝土
矿开采项目，把企业不断推进到一个又一
个新的高度。

张士平先后在山东省率先实行厂长
负责制，全国第一个实行“六定一包”计件
工资制，全国最早推行“满负荷工作法”和
目标成本管理，推行企业内部三项制度改
革，设立合资企业冲破“一大二公三纯”的
企业所有制结构，对企业进行公司制改
革，推动公司境外上市……一系列创新举
措有力地推动了企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心系职工 为民造福

张士平身上有浓郁的农民情结。
因为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张士平对

农民怀有非常深厚的感情。从开始创业
的邹平第五油棉厂，到魏桥纺织厂，再到
魏桥创业集团，企业不断发展壮大的真正
内因，他归结为“源自我自身的农民情
结。”

上世纪 80 年代，农村地区条件普遍
不好，特别是滨州市的魏桥镇、码头镇、台
子镇等沿黄一带的农村条件更差。一说
有工厂招工，很多人都来排队报名，几次
招工都出现了人山人海的场面。在1988
年的一次招工中，张士平的内心再也难以
平静：“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企业家，看到那
么多农民渴望就业，都会全力扩大生产扩
大就业。”

“现在整个纺织行业处在低谷，利润
都像刀片一样，大家都开始往金融方面
转，向轻资产发展，不知道您有没有这个
想法？”2016年，面对记者的提问，张士平

回答，前些年房地产比较火的时候，如果
我们发展房地产也是有盈利条件的，但是
不管外界怎么去引导，我们始终没有进
入。“我认为，一个国家必须发展制造业。
制造业是安排劳动力就业的重要产业，是
国家的脊梁。如果制造业企业稳定、有利
润，产业工人有活干，国家就会稳定。如
果制造业企业面临倒闭、工人失业，社会
就容易动荡。这不光是钱的问题，不光是
挣钱多少的问题，还起着稳定就业的作
用，是很重要的民生问题。”张士平说，“几
十年来，集团在改革开放政策的鼓励和引
导下才发展到现在，所以我们应该义不容
辞地承担起社会责任，保证工人就业稳
定、收入稳定”。

魏桥创业集团员工最多时达到16万
人，除了大学生之外，企业 95%的员工都
是农村户口，分别来自全国各地。这些员
工文化程度不高，大都是高中生、初中生，
家里条件也不是很好，张士平始终觉得有
责任帮助他们致富。所以在企业发展壮
大过程中，魏桥创业集团在张士平的带领
下，坚持从实际出发，结合当地区域特点、
行业特色、企业特征，发展制造业，安排社
会就业，特别是农民工的就业。企业的发
展，拉动了二、三产业的发展，带动就业
50余万人。

“十几万人在城市买房子安家，结婚
生子，把老人从农村带出来照看孩子，带
动了近30万人生活质量的提升。”谈起在
魏桥创业集团就业的员工，张士平由衷感
到满足。

善作善成 儒商风范

张士平是典型的山东人性格，儒商风
范，低调谦逊，忠孝仁厚，重情重义，讲究
诚信，与他接触过的人、了解他的人，都对
他由衷地敬佩。

在张士平的带领下，企业自上世纪

90 年代与香港纺织界开始合作，成立合
资公司，一直延续至今，都始终保持着良
好的合作关系；与日本伊藤忠商社、丸红
商社、日棉商社的友好合作，让“魏桥”品
牌在日本纺织界声名鹊起，张士平也与同
龄的日本伊藤忠商社董事桑山信雄更成
为多年的朋友；与新加坡韦立国际集团、
烟台港、几内亚 UMS 公司组成的三国四
方“赢联盟”，签署的开矿、铁路、氧化铝厂
3 大公约在几内亚国民会议上获全票通
过，成为国际商业合作共赢的伙伴；舍得
吃亏，主动招商，积极帮助政府招商，实心
实意对下游产业链进行呵护和帮助，张士
平率领企业在滨州打造出全球最具竞争
力的高端特色铝产业集群。

在当地人眼里，张士平的威望甚高，
因为他铁腕治厂中充满着温情。他靠艰
苦奋斗发家后生活却依然俭朴，始终住在
位于邹平经济技术开发区的魏桥创业集
团宿舍区，当地人不曾见过他豪车过街，
每次电话响起，从兜里掏出的还是200多
元的小手机；他年过七旬却走在时代前
沿，支持搞高端铝应用开发：“这种研发不
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投入了未必见回报，
但是总得有人去做”；他精于经营却不屑
算计，2018年，企业上缴各级税金首次破
百亿元，再创历史新高。

在当地，很多上下游企业的发展壮大
得益于“魏桥”的拉动和帮助，受张士平的
影响，这些同行业企业都表现出了极强的
向心力和凝聚力。“这一点让我非常欣
慰。”张士平说。

“为国创业、为民造福”是张士平始终
坚持的价值观。他常常教育子女和企业
员工：所有的资产都是社会的，企业就是
负责为社会创造财富，安排就业，向国家
多缴税，支持国家建设，“因为有国才有
家”。正是有了这种强烈的爱国情怀，张
士平带领下的“魏桥”，才能创造出一个又
一个奇迹。

2014年，张士平在集团内的一幅黑板报前，为员工讲解企业当年的业绩。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