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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了商机!刘二亮激动得几天都睡不好觉!他认为这是

最好的打翻身仗的机会" 他立即返回家!做妻子和家人的工作" 刘

二亮说!开弓没有回头箭!为躲避债主!他悄悄卖掉家里所有值钱的

东西!将家里几亩地的苗木挑好的装了两辆车"

#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那年过了元宵节!带着变卖家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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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现

金!带着锅碗瓢勺$几袋面粉$两斤棉油$两车树苗$

$

个孩子!我们夫妻俩

经过几天奔波!风尘仆仆到了北京" %刘二亮回忆!当时北京的气温还很低!

风沙比较大!栽树不容易成活" 于是!他在大兴区旧宫镇庑店二村租了一块

地先将带来的两车苗木囤起来"

初到北京!生活异常艰辛" 因为所带的钱少!而且还要留着付租地的钱!

一家人当时连油都舍不得吃" 为了节省买菜的钱!刘二亮领着家人到大田里

去挖野菜" 为了能挣钱应付开支!加上他有苗木种植的经验!刘二亮给当地

的果农当技术员" 生活稳定下来后!在老乡的帮助下!刘二亮在大兴区租了

几十亩地种花木" 刘二亮与大兴区旧宫镇庑店二村达成协议!村里以低价

给他批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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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地供他存种树苗!租金每亩
%##

元一年!但前提条件是&

他要把自己的花木种植和管理经验传授给镇里的树木果农们!帮助镇

里把准备投资的花木基地搞起来! 镇里每月给他
&##

元作为报酬'

每月有固定
&##

元的工资!这对当时的刘二亮来说是个天大的好

消息" 在自己承包的
$#

亩地里建个棚子!能解决一家人在北

京住的问题(一边打理自己的苗木!一边尽心尽责地培训

镇里的苗圃工人)他的苗木基地当年便有了数十万元

的收益!苗木也为他掘得了人生的第一桶金!为

他今后事业的壮大发展奠定了稳固的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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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木基地虽初具规模!但我手里没钱雇不起人!啥活

都得自己亲自干!加班加点地给苗木浇水+施肥$拔草是常有

的事" 有时候浇水到深夜!困了就在井边一躺(给月季拔草时!身

上$手上$腿上扎的都是血"夏季顶着烈日在苗圃园里给苗木拔草!

浑身被太阳晒得像焦了一样(冬天给苗木修剪!冻的两只手上都长

满了冻疮" %说起刚到北京时创业的艰辛!刘二亮坦言!创业是难,,,

为了能把事儿做好!就要付出$就要辛苦)但家里人对他非常支持!如果

没有家人的支持也就不会有他今天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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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在苗木市场里摸爬滚打了
"

年之久的刘二亮敏锐地意识

到!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花卉苗木市场一定会越来越红火) 于是!

在大兴站稳脚根的刘二亮通过自筹一部分$再贷款一部分的办法!又租

了附近村组
&##

多亩土地用于种植苗木!并从老家请来一部分人帮忙打

理)为方便苗木交易!同年年底!刘二亮又在大兴区旧宫镇成立了专门的

花卉苗木市场!形成了产供销一条龙服务!公司迅速步入高速发展的轨

道)

在打理花卉苗木生意的过程中! 刘二亮发现北京的许多大型园

林绿化工程都是江浙一带的园林公司在承包!大兴本地没有一家像

样的大型园林绿化企业) 看准了这一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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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底!刘二

亮在大兴区注册成立了专业园林公司!正式进军园林绿化工程

市场) 从两三万元的小工程做起!从不挑肥拣瘦!用吃苦耐

劳$诚信与优质服务!刘二亮赢得了一个又一个客户的信

任)不仅在北京有了用武之地!凭借诚信经营!刘二亮

的苗木生意越做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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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他又在天津租赁了

$###

多亩地进行苗圃种植) 在大兴区一带!

大家提起花木大王刘二亮都会不约而

同地跷起大拇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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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夏天!刘二亮回到家乡招收工人!发现母校红花

镇刘奎庄行政村小学已经没有了!经打听才知道!由于村小学

的房子年久失修!一部分教室已经倒塌$一部分教室成了危房!村

里没人敢让学生在里面上课!纷纷把孩子转到附近村的学校就读!

老校园几近荒废)

*看着自己在那里读了几年的小学没了!觉得很遗憾) 而且!村

里的孩子都到周边村里的小学去上课!不仅饱受奔波之苦!还有很大

的交通安全隐患) 我想利用自己的力量把学校建起来!得让村里的

孩子重回到家门口上学--%刘二亮说到做到!主动联系红花镇党

委政府!表示愿意出资
(#

万元建设新校园) 学校建好后!为不惊扰

学生!刘二亮多次悄悄地回到学校查看情况) 听到孩子们琅琅的

书声!看着窗明几净的校舍!刘二亮说!当时心里有说不出的自

豪)

多年来!刘二亮始终关心家乡的发展) 看到村里的道

路$庙堂损坏严重!他又先后捐资近
!##

万元!为村里

修路$修缮有
!###

多年历史的观音寺!还给村里

安装上了高科技产品,,,电子监控设备!为

村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以及出入平安

提供了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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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二亮的事业逐渐发展壮大!慕名前来投奔他的人多

了) 看到家乡仍有许多人致富无门!富起来的刘二亮表示!

只要有用工需求!他的第一选择就是家乡人) 他时刻会为大

家提供帮助!带领大家共同致富) 刘二亮说!一个人会赚钱!

更要会花钱)但怎样花钱才有价值!他选择了回报桑梓$回报

社会!让更多的人过上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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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北京的一个花木基建工地上!一个
(#

多岁

的焦作农民工从脚手架上摔了下来! 双腿骨折落下残疾)

当时负责施工的山东包工头跑了! 摔伤农民工的医疗费

和伤残金无人承担!刘二亮主动承担了
(#

多万元费用)

一年后!刘二亮去看望那个摔伤的农民工!结果让他

很心酸) 老人的
$

个儿子在分光了老人的补偿金

后!对老人不管不问) 老人两口子在村外的窝棚

里居住) 这件事让刘二亮的心里燃起了兴办

老龄事业的愿望)

利用自己占地
$##

亩的现代农

业生态园!刘二亮搭建起发展

老龄事业的平台) 围

绕生态

农业$生态旅游 $

生态文化几大主线综合开

发!为即将投入运营的 *候鸟式 %

异地互动养老项目提供便利条件)

刘二亮介绍!*候鸟式%异地互动养老项

目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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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份才与国家民政部$中国老

龄办签约! 与北京明星湖度假村共同合作投资的

一个全新项目) *候鸟式%异地互动养老工程是由民

政部发起! 被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列入在全国推

广的一项养老计划)就是让一些有经济基础$身体还算健

康的老人离开现在居住的城市! 到外地养老机构暂住!享

受特色养生$医疗保健$旅游观光等系列服务)

刘二亮介绍!他所开展的老龄事业项目!具体来说就是

由像他这样的签约基地在当地投资建设颐养天年养老院!除

对当地的老年人提供养老服务外!同时还高规格接待由中国

老龄办协调组织的全国各地老年人团队在养老院里进行异

地互动养老) 他负责异地接待$全程陪同!为前来基地的老

人们提供免费体检$免费疾病常识培训!让这些老年人在

他的养老基地里住上最短
!%

天$最长
$

个月的时间!慢慢

地玩$悠闲地享受生活) 通过*走出去%$*动起来%!让在

全国各地签约养老基地养老的老人们充分领略到祖国

各地的美好风光) 子女在远方就可以看到父母的生

活状况!并利用手机遥控式地伺候老人)

刘二亮说!我们周口是个农业大市!也是

人口大市!周口有
!###

多万群众!老龄事

业的发展需要有人来做) 下一步!他

会利用先进的经验! 在周口做

好养老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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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二亮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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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春节过后!他到北京找朋友想讨份

活干)当时!他不会技工!只能靠卖苦力挣钱)刚到北京的几

天时间里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活干!他就四处寻觅是否有适合

自己的生意)

那时候!北京正在为申办奥运会进行最后的冲刺) 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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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奥申委*绿色奥运$人文奥运$科技奥运%思想的感召

下!植树种绿成为北京的一件大事!首都上下掀起一轮又一轮

的植绿高潮) 精明的刘二亮一下子看到了商机!家里几亩地

的树苗长在地里卖不出去!要是都拉到北京来卖!不仅能找

到销路!而且自己还债也有了希望)看准这个商机后!刘二

亮马上有了更长远的打算&不仅自家地里有树苗!西华

黄泛区农场! 甚至临近的许昌鄢陵还是全国最大的

花木基地!货源供应没问题!但关键是把树苗拉

过来后!还得先找个地方养护起来!得在北

京周边找地方搞个苗木基地进行储备

和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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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天生就是个不服输的人!虽然只有小学文

化!但我在发展中一直没有落伍) 改革开放后!本想

甩开膀子大干一场! 或许是时运不济! 在
!)))

年以

前!我收破烂赔钱$养鸡生瘟疫血本无归$开饭馆赔

钱!贷款买车包租连车都陪了进去!最后孤注一掷将

几亩责任田种植花木!结果花木长在地里卖不出去!

当时走投无路!连死的心都有) %谈起当年创业的艰

辛!刘二亮眼里闪烁着泪光)刘二亮说!种庄稼自己

浑身都有使不完的劲!但干起副业来却是干一行

败一行) 更让他难忘的是!有一年过春节时!家

里有几个债主不给钱不走!当时两个孩子还

都是贪吃的孩童!过年连过过吃肉的瘾都

不能!刘二亮感觉自己愧对妻儿) 为

了不让家人受连累!他当时甚至

想一走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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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二亮!出生于上世纪
(&

年代初!西华

县红花镇人" 因为生活拮据!家庭负担重!刘

二亮小学没读完就到生产队参加劳动挣工

分" 改革开放后!他先后当过破烂王#养过

鸡#开过饭馆#搞过花木种植" 遗憾的是!每

一次都以失败而告终" 这个生性不服输的汉

子遇挫迎难而上"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北

京寻觅到苗木发展的商机!于是拖家携口到

北京郊区发展$$$变卖了所有的家当#怀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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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钱闯北京" 他从一车树苗起步!而今

发展成集团式的实业公司!先后成立了年产

值超千万元的绿旺苗木公司%占地
$&&

多亩

集休闲#娱乐#餐饮于一体!产值达到数百万

元的生态庄园酒店% 出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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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万元在北

京大兴区注册成立了北京益家老龄健康事

业发展有限公司" 一个负债累累被逼无奈的

庄稼汉子!而今!在北京把事业发展得风生

水起!成了成功的企业家!刘二亮实现了华

丽转身" 他身上不仅体现了周口人坚毅执

着#不怕吃苦受挫的精神!更是展现着睿智

创业的风采"

刘二亮!左四"与#出彩周口人$采访团合影

刘二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