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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 江

“没有党的改革开放，就没

有我的今天。我是改革开放的

受益者。”

“一个人的改变因精神的

改变而改变，世界的改变因精

神的改变而改变。”

“一直以来，我感恩共产

党、信仰共产党，听党话、跟党

走，毫不动摇。”

……

1960年出生的乔书领，年

少时期经历了常人无法想象的

大饥荒、大洪水、大地震，这些

如同出现在电影中却无比真实

的情景，给他留下了磨难岁月

的深刻记忆。贫穷，曾给乔书

领内心带来了无比的酸楚和痛

苦，然而这同时也激励了他愈

加奋发努力的斗志和决心。

作为一个“草根”出身的农

民，乔书领坚信“只要有信心，

黄土变成金”，在改革开放的机

遇中白手起家，完成了从专业

户、个体户、第一批万元户到集

团公司转变，积累了创业经验、

实业资本和“中国十大杰出青

年农民”等系列荣誉，并成为许

多年轻人的“励志偶像”。

很多人感到好奇，乔书领

有啥过人之处、凭啥能成功？

乔书领的不寻常，在于他“拼

命三郎”的闯劲和吃苦耐劳的

韧劲，在于他“不干则已、要干

就干最好”的工匠精神和追求

完美的性格，在于他海纳百川

的胸怀和一以贯之的利他主

义，还在于他多年来善于学习

贯彻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立

正心，走正道，扛得起大事。

如今，乔书领带领中乔大

三农实业集团，紧锣密鼓建设

智慧农业、生态农业、太空农

业、太空育种、国防教育基地，

发展“硒硒皇后”农业品牌富

硒产业、园林景观、休闲农业

与旅游一体化产业。同时，他

积极着手组建红旗渠国家农

业公园开发公司，专业运营旅

游文化项目，并将绿色生态乡

村旅游项目作为重点发展方

向……而他这样做的目的只

有一个，就是带领太行老区人

民脱贫致富，让农民兄弟不再

依赖传统守旧的耕种方式过

日子，让山区土地变成“聚宝

盆”，为国家的农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精准扶贫政策落

实，蹚出一条新路子。

不仅如此，乔书领深知，

“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

族有希望。”他不仅全心全意、

创造性地传承红旗渠精神，更

难能可贵的是，他更要让红旗

渠成为国人心中的信仰圣地，

打造东方的“麦加圣地”，让信

仰托起百姓的精神脊梁。如

此，大家团结一心，撸起袖子

加油干，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和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而奋斗！

改变自己
好男儿胸怀鸿鹄之志

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

舜。”然而现实中，有的人成

功，有的人失败，有的人庸碌

无为，有的人成为时代功勋，

构成了世上多种多样的“命运

图谱”。其实，很多人或许也

踌躇满志，但光说不练或干不

到点子，也难成事。那些成功

者，往往是历经风雨洗礼，才

脱颖而出的。

乔书领成年后，并没有像

村里很多年轻人那样出去四处

打工，也没有想过“老婆孩子热

炕头，家里再养几头牛”的安稳

日子，而是真正想打拼出点不

一样的事业来。他先后创办了

养鸡场、养猪场，并不断出去虚

心向先进模范学习，创新不同

养殖思路，经过殚精竭虑的倾

心付出，他在养殖行业做得风

生水起，并获得了邢台地区团

委和隆尧县委、县政府颁发的

“五大致富能手”荣誉。面对所

取得的成绩，乔书领没有一丝

骄傲自满，相反，他开始不满足

于现状，渴望和追求更大的成

功。于是，他怀揣着河北团委

的介绍信，踏上了北京寻找科

学致富之路。

在北京候车室度过难挨

的半个月后，乔书领在团中央

的启发与指导下找到了中国农

业科学院资深教授、草坪专家

贾慎修。贾慎修为他“支招”：

咱们国家的草坪技术落后，

没有人搞，你把这项事业搞上

去吧。

从此，乔书领的人生便和

绿色草坪种植紧紧地联系在一

起。他开创了祖辈除草我种草

的先河，然而在改革开放初期，

人们思想还相对落后，他这一

行为被许多人当成笑话，但乔

书领并不在意他人看法。

“我认为，在相同的境遇

下，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命

运。一个人的命运不是由上天

决定的，也不是由别人决定的，

而是自己。一个人若想改变自

己的命运，最重要的是要改变

自己，改变心态。”在乔书领的

精心经营下，种草大获成功，他

一下子成了远近闻名的“万元

户”，并且成为“中国种草第一

人”。此后，乔书领创办了河北

乔家园林工程有限公司，并先

后承接了南昌八一公园、邢台

郭守敬纪念馆、达活泉公园、山

东龙口发电厂、山西化肥厂、内

蒙古丰镇发电厂等全国各地园

林绿化工程。

这其中，皇家园林“热河

泉”项目，在广州中国第五届

花博会上，荣获中国第五届花

卉博览会“金奖”，得到河北省

政府的褒奖；“柏坡情”项目，

开创了红色园林文化的先河；

奥运配套工程——欧式园林北

京拉斐特城堡法兰西文化公

园，为绿色奥运做出了贡献；

建设的“世界一流，中国特色，

河北气派”的西柏坡行政学院

工程，成为大西柏坡旅游区的

精品和典范。

随着对外业务扩大，为适

应市场需求，2002 年，乔书领

在北京成立了北京乔家园林绿

化有限公司，并逐渐发展成为

园林绿化、绿化养护、高尔夫球

场、科技生态治理、喷播、花卉

租摆、园林设计、苗木出售等综

合性公司。

靠着创业激情和坚强意

志，乔书领实现了人生一次次

辉煌跨越，如今，中乔大三农

实业集团已成为一家集园林

绿化、财富投资、文化传播、工

程项目承接于一体的集团化

公司，旗下拥有北京乔家园林

绿化公司、河北乔家园林公

司、中乔财富资产管理公司、

中乔为民园林投资公司、中乔

红旗渠传播文化(北京)公司、

中乔大三农智慧农业公司等

多个实体企业。

改变老区
为太行山打造“聚宝盆”

乔书领深知，“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对于太行老区的

农民兄弟来说，如果坚持“老

皇历”种植传统作物，难以实

现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和附加

值的提高，市场上也没任何竞

争力可言。因此，必须创新、

改变，让土地变得有价值、值

钱起来。

经过考察和论证后，乔书

领针对红旗渠故乡林州当地、

太行山地区乃至全国人民缺

硒的现实，决心发展富硒产

业，让百姓科学补硒，提高健

康水平。

没有高端技术，乔书领采

取“借船出海”的方式，与中国

农业大学签订了《富硒粮食与

杂粮专用肥技术及生物菌肥专

利技术》和《高效富硒蛹虫草技

术开发项目》等技术转让和技

术开发服务协议，以中国农业

大学国家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

“优质高效富硒农产品关键技

术研究与示范”项目组为依托，

以生态、养生、健康为主题，开

发出系列富硒食品：富硒粮、富

硒菜、富硒水、富硒肉蛋茶等，

致力打造安心、放心、良心、安

全、健康的富硒食品。

中乔大三农实业集团在山

西长治市的武乡、屯留有近三

万亩富硒谷子种植，严格按照

绿色、有机标准，为国人生产

良心粮、放心粮、健康粮，并以

富硒谷子产业转型农业发展，

回应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

路线方针。

乔书领认为，一个产品的

品牌，有其深厚的文化底蕴，西

方的产品，80%卖文化，20%卖

产品，因此，他们也应该创新属

于自己的特色品牌。灵光闪现

于太行山深处一个保存完好且

有着“皇后娘娘”故事传说的古

村落，决心以“硒硒皇后”为品

牌发展富硒农业产业。现如

今，有着神话色彩的“硒硒皇

后”已经走向了国际化。

改变扶贫方式
让百姓摘掉“穷帽子”

不论是带领百姓发展硒产

品，还是带头为贫困地区流转

土地，抑或是通过“引智工程”

“文化工程”等扶志行为，乔书

领在精准扶贫的道路上筹划巧

妙，办法实在，深得人心。

正如乔书领所言，农业发

展到今天，所遇到的问题就是

农业文化的问题。他的梦想

就 是 让 农 民 成 为 职 业 化 农

民。为了让林州市皇后村这

个“山窝窝”变成“金凤凰”，乔

书领以优越的保底价格在古

村落皇后村进行土地流转，实

现农民在土地租金、产业化生

产工作、民居房屋出租三方面

进行增收。

同时，乔书领以保护性开

发皇后古村落为核心，利用当

地丰富的资源建设大太行生态

博物馆、红旗渠画院等设施，将

建成集古村保护、建筑观赏、文

化体验、花海景观、农业休闲、

健康避暑胜地、养老度假于一

体的多功能农业主题公园。这

项绿色生态乡村旅游项目将会

解决大量周边村庄劳动力的就

业问题。

林州市采桑镇南岗后村，

是乔书领重点关心扶持的一个

特色村。他看好该村在发展雕

刻艺术品方面有积淀、有潜力，

特意向南岗后国际雕刻村捐款

60,000元，并鼓励乡亲们把南

岗后村打造成“处处是风景，村

村是景点，户户建客栈，人人有

活干”的美丽乡村，培养更多的

艺术人才，用更多更好的精美

作品塑造雕刻国际品牌。因乔

书领的带领作用，他被南岗后

村聘为“名誉村长”。

“俺种了一辈子地，只有一

双粗糙的双手，让俺去画水彩

画，那咋能学会啊？”这是林州

市任村镇白庄村许多村民，刚

接触水彩画这一扶贫项目时的

疑问。然而，乔书领用肯定有

力的语气告诉乡亲们，“能学

会，能行！”

为了激发乡亲们画画积极

性，乔书领投资为村民购买了

水彩、纸和笔，免费发给村民。

为了提高大家的积极性，村里

每月举办一次评选，选出一、

二、三等奖，并给予相应的奖

金。不仅如此，乔书领还通过

回收水彩画的方式，让村民画

画有销路、有成就感、更愿意钻

到艺术中。

如今，白家庄村家家户户

都画画，村田间地头、房前屋

后充满了艺术气息。村里男

女老少抽空就聚在一起，互相

切磋画艺，展示画作，整个村

子家家有画纸、人人成“画

家”，俨然成为闻名远近的“国

际水彩村”。

乔书领表示，画画不仅是

艺术创作的一个过程，也是对

心灵净化和修炼的过程。乡亲

们通过画笔，画自然风景，画人

情风俗，画人物肖像，这都是对

美好事物的描绘，这种情感是

能感染自己感染他人的。他亲

眼目睹乡亲们，有的对生活没

有信心，情绪低落，通过画画振

奋起精神；有的家庭不太和睦，

通过画画主动反省自己，查找

不足，在包容互助中让家庭和

谐；还有的患有一些疾病，通

过画画集中注意力、手脑眼等

配合，找回了健康。这都说明

了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就看

如何引导起来、扶起来。扶

贫，既要扶志，又要扶智，这是

根本动力。

改变心态
让善念植根灵魂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

先。在乔书领看来，社会上曾

出现的苏丹红鸭蛋、三聚氰胺

奶粉、地沟油、瘦肉精等事件，

说到底，是人心的问题，是心灵

境界的问题，是人性道德底线

的问题。解决好粮食安全和食

品安全问题，首要先经营好自

己心灵这块土地。如果初心不

对，很容易践踏食品安全的违

法的底线，给社会和家庭造成

不可挽回的伤害，成为历史的

罪人。

中乔大三农实业集团开发

出的富硒小米、富硒大米、富硒

水、富硒蛋、富硒虫草酒等“硒

硒皇后”系列富硒有机食品，天

然绿色无公害，产品的品质作

了背书，实现了防伪、溯源等，

真正让消费者放心、安心，给健

康带来切实益处。

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第十

四届中国食品安全年会上，乔

书领和在场的其他参会代表

集体宣誓《食品安全誓词》：

“始终坚持科学发展观，忠诚

履行社会责任，坚决遵守政策

法规，严格执行行业标准，建

立健全诚信体系，执着追求高

端品质，模范践行职业道德，

自觉固守行业自律，实施食品

安全战略，推进健康中国建

设，矢志确保食品安全，共筑

美丽‘中国梦’。”

乔书领知道，在食品安全、

健康中国这条道路上，他承担

起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他将

以对得起良心、对得起国家和

人民的姿态，交出一份承诺和

答卷。

百善孝为先，中国的孝文

化是流淌在每个炎黄子孙血

液里的基因，尊老敬老的行

为 总 是 像 冬 天 里 的 阳 光 一

样，任何时候都会温暖到人

的内心。

改革路上改革路上 生命与信仰的礼赞生命与信仰的礼赞
————寻访中乔大三农实业集团董事长乔书领致力改革足迹寻访中乔大三农实业集团董事长乔书领致力改革足迹

写在前面 今年，我们迎来了改革开放40周年。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必将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得以实现。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确立“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政策，让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

州大地。中国人民凭着一股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闯劲，凭着一

股滴水穿石的韧劲，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

其中，涌现出许多优秀单位和先进个人，他们抓住机遇勇于创新

与实践，凝聚出改革成果和经验，成为时代的先行者和具有说服

力的标杆和榜样。“中国十大杰出青年农民”“红旗渠精神传承

人”、中乔大三农实业集团董事长，在时代与运命中不断抉择，凭

着改革精神和责任担当，做出了令人信服的实绩，成为中国改革

开放的一例注释。

中乔大三农实业集团总经理乔业腾（右四）荣获“优秀儒商奖”

河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赵素萍（左一）参观中乔大三农产业

扶贫农民艺术作品展

国际知名导演斯蒂文·斯皮尔伯格（中）团队走进中乔大三农实业集团扶贫产业基地 安阳市副市长刘建发（左三）携产业扶贫观摩团考察中乔大三农实业集团林州产业扶贫基地

山西省屯留县委书记马先明（左二）视察中乔大三农实业集团千亩富硒谷子种植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