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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大学#云$%生财有大道 $生之者

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

矣' ( 而訾付业就是那种生财有道的成功人

士'

!""!

年&

!"

岁的訾付业未上完高中就离

开了家乡&踏上了前往太原打工的道路'在太

原&他跟着一位本家哥哥搞建筑&有时帮助搞

些管理'光阴如梭&一晃
#

个年头过去了' %虽

说那时打工一天只挣几元钱&不过&我得到了

一笔财富& 那就是学会了吃苦耐劳和做人的

道理' (

!

月
!$

日&在北京富慧言园林基地&

记者见到了訾付业&他非常热情&端茶)倒水&

忙来忙去&看到他为人谦和)低调&笑容可掬&

听着他那浓重的乡音& 我们之间的陌生感瞬

间消退' 虽不很健谈&见到老家人&訾付业还

是有着说不完的心里话'

訾付业说&

%"""

年&他只身带着
!&&

元的

路费&来到北京&当起了%卖花郎(' 没本钱&他

就从熟人处赊货&没工具拉货&他就从老乡处

借了一辆三轮车&每天&他骑着三轮车走街串

巷&一路吆喝一路歌'

在卖花的日子里& 訾付业从北京南四环

外花乡黄土岗花木中心出发&沿着四环&一路

向西&过卢沟桥到青塔&再到杏石口&全程不

少于
'&

公里&每天往返一趟&就是
(&

公里的

路程&满载花木的三轮车负重上千斤' 訾付业

卖花跟别人不同&因为路途远&耗力气&通常

他的朋友们把花木带出去&卖不上好价钱&就

不舍得出手&卖完一车花木少则一天&多则两

三天&而訾付业的经营之道是薄利多销&他觉

得这不过是个力气换利润的过程& 与其耗时

间&不如多费些体力多赚钱' 卖价低&就卖得

快&有时候&人家一趟货还卖不完&他已经跑

第二趟了' 一个月下来&訾付业光卖花木就

赚了
)&&&

多元& 是他那些朋友的一倍还

要多'

"./0123*4

56789/&

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

对于訾付业而言&周口就像一棵参天大树&

枝繁叶茂&无论他走到哪里&都没有忘记自己是

这棵树上的一片叶子'

*&&&

年下半年& 已经熟练掌握花木栽培技

术的訾付业& 开始自己联系一些小区绿化的工

程来做' 起初&不少有经验的同乡劝他$%找工程

不要说自己是河南人&否则&煮熟的鸭子都会飞

掉' (訾付业不信&更不服气'

在亦庄& 訾付业从同创同德建筑装饰公司

的项目中承包到一个工程& 工程造价与施工计

划都谈得非常顺利& 对方突然问訾付业是哪里

人&訾付业说$%我是河南周口人' (对方立即取

消了施工合同&表示不愿意与河南人合作' 訾付

业感受到了无比的屈辱和愤慨& 訾付业说$%我

是河南周口人&任何时候都是' 但请你抛下对河

南人的成见&我先给你做工程&如果在合作中任

何环节不满意&你可以不付给我钱或者以折扣

付给我钱' (工程完成后&訾付业以工程的质

量和做人的品格&深深打动了对方&同创

同德建筑装饰公司的老总陈作

海从此与訾付业成了好朋

友'

%周口的水土把我养大&我永远也不会

忘记我是河南周口人&我要做一个优秀的周口

人&做一个让人看得起的周口人' (訾付业说&维

护家乡的良好形象&不能光说&是实实在在做出

来的'

訾付业对家乡有一种特别的爱& 每年春节

他都要回家过年&从没间断过'

在北京&訾付业有着近千亩的育苗基地' 为

了扩大花木繁育基地建设& 同时带动家乡群众

致富&他把企业利润投入到农村建设&在老家商

水县张庄乡投资近千万元建起了千亩苗木基

地& 并辐射到附近乡镇& 以北京绿化工程为基

础&在为家乡人民提供就业的同时&不断提高村

民的工资和福祉& 不断提高村民的生活水平和

质量&带领家乡人民走上致富路'

%我们村有不少村民刚来北京都是跟着我

干活&后来他们业务熟练后&我就鼓励他们自己

揽些小的工程&收入会更多一些' 老乡们只要是

需要我帮忙的&我都尽心尽力' (訾付业坦言&如

今& 他们村在北京搞绿化工作的一年能挣百十

万的小老板就有几百人' 据訾付业估计&如今&

已有近
%&

万周口人在京城搞绿化工作&并且这

些人已经形成了一个系统的产业链' %毫不夸张

地说& 北京市的各个角落都有周口人在做园林

绿化& 如今& 周口园林绿化在北京已经形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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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首都园林绿化界有个响亮的名

字!!!訾付业"

('''

年#

$)

岁的他# 只身带着
*+&

元

路费从周口农村老家来到北京# 靠走街串

巷卖花营生$打拼了
,

年后#他就在北京开

办了第一家企业!!!京慧花木种植场#之

后# 他在北京绿化行业开始踏上了腾飞之

路"

$&&'

年#他又成立了北京富慧言园林绿

化工程有限公司#从此#他把一个村级绿化

施工队发展成为集园林%市政%园林古建%

园林养护等多元化于一体的大公司"

如今# 他带动近万名家乡人共同为首

都添姿加彩" 无论是古典式的亭%廊%阁%

榭#还是具有现代化风格的喷泉广场#还是

现代化城市及企事业单位大规模的园林绿

化工程他都能做成精品"

南至北京大兴#北至昌平%顺义#东至

通县#都留下了他用青春妆扮京城的足迹"

他德才兼备# 被推选为河南省企业商

会副会长"

亏本补种一棵雪松
成就一项工程

诚信者&天下之结也&意思是说诚信是社会

人际关系的精神纽带' 而訾付业捞到的第一桶

金&正是以诚信赢得'

*&&%

年&訾付业接到海淀颐丰庄园一个业

主的庭院绿化工程& 刚从事园林绿化工作不久

的訾付业&经验虽然不多&但他做工精细&业主

对他的工程质量非常满意'没想到&他为这家种

下的一棵
)+$

米高的雪松&竟在
'

个月后死去'

业主找到訾付业&问他如何处理&訾付业思忖半

天&答应无条件更换一棵同样的雪松'这件事使

訾付业心里充满了懊恼& 因为那时一棵雪松的

价格在
)&&&

元左右& 整个工程的利润都不到

)&&&

元' 由于在树木种植经验上的欠缺&导致

他蒙受了经济损失&在懊恼的同时&为了恪守自

己植绿%保活(的承诺&他又重新在业主的庭院

中补种了一棵雪松'

不久&訾付业接到一个电话&一个房地产项

目的开发商看中了他们的园林绿化工程& 同意

把海滨亦丰庄园的绿化工程全部交给他来做&

喜出望外的訾付业找到这个小区的开发商时&

却吃惊地发现& 开发公司的老板正是当初自己

为其补种雪松的那个业主+++颐丰庄园的开发

商朗保华' 朗保华从一棵雪松上看到了訾付业

身上那种一诺千金的可贵品质& 决定把整个小

区的绿化全部交由他来做' 在颐丰庄园&訾付业

承担了近
!&

万平方米的绿化工程&当时利润达

到
!&

多万元'

正是这笔
!&

多万元的收入&给了訾付业更

大的信心'

,&&'

年&訾付业有了一些积累&他又

筹借
%&

多万元&投资
'&

多万元&租了
$&

亩地&

开办了京慧花木种植场& 这是他创办的第一个

企业' 到
,&&$

年间&訾付业相继完成了采育葡

萄庄园)国家药检所)悦康药业)小康小区)张家

口怀安县滑雪场等大型绿化工程'

,&&"

年&随着业务的拓展&訾付业成立了北

京富慧言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该公司具有

园林规划设计)园林绿化施工)抚育管理)园林

绿化苗木栽培)销售及承揽街路)公园)广场)住

宅小区)工厂区)单位庭院等绿化景观设计)施

工)绿地养护能力' 多次承接市级)镇级重点园

林绿化工程& 加上先进的技术力量和机械设

备)高水平的专业化管理&他的公司在业

内赢得了良好的信誉'

为奥运添姿加彩
一炮走红

,&&-

年的奥运会&可以说是我国的一

大盛事& 訾付业的绿化工程队也为这个盛

会添了姿加了彩'

,&&-

年
$

月底&北京奥运会开幕前两

个月' 訾付业接到北京亦庄开发区管委会

的电话& 询问他能否在两个月内完成一个

近千亩的迎接奥运绿化工程&并一再说明&

工期最长两个月& 已经有多家绿化公司因

为工期太紧而放弃了' 訾付业到现场考察

后&心里有了底&他认为&对方要求的两个

月工期& 在他这里实质上等同于
)

个月工

期&因为他可以带领自己的团队昼夜施工*

工程以种花木为主& 多年的花木种植管理

经验让訾付业比别人更有把握'这样&在别

人眼里看似不可能完成的工程& 訾付业一

口应承下来'

,&&-

年
(

月
%

日&訾付业组织
,&&

多

名施工人员&出动挖掘机)打井机等配套设

备十几台&为了赶工期&他的施工队实行三

班倒&昼夜不停轮换作业&在京津塘高速东

侧
,&&

米长的景观带上热火朝天地干起

来'为保证苗木成活&他要求每
,&&

米打一

眼井&每
$&

米留一个出水口&为后期景观

带的养护提供可持续保障' 正所谓天道酬

勤&訾付业说&施工的那两个月&天公作美&

雨水充沛&草坪)树木都成活了&所有的绿

化项目均符合规划方的预期效果' 难能可

贵的是&当初要求的两个月工期&在訾付业

的带领下&只用了一个半月就圆满完成了'

这项工程& 使訾付业的绿化队在亦庄经济

开发区一炮打响'

訾付业介绍& 他的公司近年来先后参

建了北京市南海子郊野公园) 奥林匹克公

园)滨河森林公园)亦新公园)凉水河绿化

景观)亦庄轻轨景观带绿化工程)新风河绿

化) 泰和园绿化改造等多个大型园林绿化

工程& 人民大会堂门前的绿化以及人民大

会堂老年公寓设计方案也是他公司完成

的'

%

月
%$

日下午&訾付业带领记者参观

了经他手建设的凉水河绿化景观工程和南

海子公园' 北京的寒冬& 凉水河上清流微

波&别有一番清凉意味' %凉水河原先是首

钢的排污河&现在成了地地道道的景观河&

这有咱们周口人的贡献' ( 訾付业手指远

方&向我们示意$%这些树木)芦苇)草坪都

是我们负责施工改造的& 绿化之后我们还

在这里管理了
'

年&如今&这儿风光多么美

呀, (行走在凉水河岸边&訾付业有着说不

出的自豪感'

在南海子公园&记者看到&整个公园的

绿化设计理念新颖&标准很高'一棵棵景观

树在微风吹拂下频频向我们招手' %这儿原

是一个垃圾场& 在经过垃圾无害化和资源

化处理后&建起了自然野趣的南海子公园&

成为人们休闲放松的好地方' (訾付业告

诉记者&当年他所带领的施工队
.&&

多

人在这儿奋战了一年& 绿化面积达

%&

多万平方米'

!!!!!!!!!

追求绿色无止境
欲播园林出国门

器大者声必闳&志高者意必远'为了把公司做得更大

更强&訾付业已经放眼世界&要把他的园林绿化工程做出

国门'

目前& 訾付业正在全国各地成立分公司& 拿他的话

说&国家对生态文明建设提得很响&生态文明是离不开绿

化的&%我们公司自己有苗木基地&从长远的观点看&竞争

力极强&可以说&我们的公司到哪都能干&堪称-天下无

敌.吧' (

展望未来&訾付业豪情满怀&他说&目前全国一线城

市绿化都搞成了精品&但二)三线城市潜力还很巨大' 下

一步&他的公司将辐射全国&还要走向世界' 他立志要让

更多的人享受到由周口人做的优质园林绿化工程带来的

惬意和温馨' %上段时间&卡塔尔殿下来华访问&在钓鱼台

国宾馆开座谈会时我参加了'会上&卡塔尔殿下表明要在

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扩大和中国的合作' (訾付业踌躇满

志地说&他打算把他的园林绿化队伍带出国门&让外国人

也见识一下周口园林绿化的魅力'

訾付业坦言& 在创业的道路上没有哪个人是一帆风

顺的&他本人也不例外'

雄心壮志是茫茫黑夜中的北斗星'每遇挫折&訾付业

都会想起歌曲!从头再来#'他说&歌词中%看成败&人生豪

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一直激励着自己前行&%再苦再难

也要坚强&只为那些期待眼神('

訾付业内心有一个信念&无论任何事&只要做&一

定做好,

訾付业

訾付业行走在自己施工改造的凉水河河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