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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雨刚过，桃花新谢。
从北京城区出发，车行两小

时，驶入平谷区的北部山区，穿过
十里桃林，进入山间道路，两侧山
势奇骏，郁郁葱葱。

一条宽敞干净的水泥路伸向群
山环抱的村庄。下了车，走进村
子，清新怡人的空气中夹杂着泥土
和绿草、野花的淡淡芳香。宽敞的
街上，见不到一片垃圾，听不到一
声嘈杂。层叠有序的现代别墅群，
淡黄色的墙，烟灰色的瓦，与巍巍

青山相映成趣。
这个美丽山村，名叫挂甲峪，

传说因北宋抗辽名将杨六郎获胜后
在此挂甲而得名。30 多年前，挂甲
峪还是一个穷得不能再穷的村子。

山西籍媳妇卢丽丽还记得，早
年嫁到挂甲峪时，“进村的道儿只比
桌子宽一点儿，搬运东西只能在小
木车上搁个铁簸箕，条件没法和我
老家比。”坐在自家 200多平方米的
二层小楼里，卢丽丽轻声笑着说，
自从 10多年前开办农家乐以来，每

年都有 10来万元的收入。街坊邻居
日子也都很红火。“现在和过去比，
可是天上地上。”

挂甲峪天翻地覆的变化，多亏
了“领头雁”——村支书张朝起。
1987 年，一部热播电视剧 《新星》，
让这个土生土长的挂甲人，毅然作
出人生最重要的一次选择。

剧中，县委书记李向南不畏重
重阻力，大刀阔斧改革，让当地焕然
一新。张朝起也想做挂甲峪的“李向
南”。于是，他放弃城里的工作，回

乡带着乡亲们走上了脱贫致富的创业
路。“羊肠道，荒山头，吃水贵如
油”的挂甲峪，如今有了平展大道通
向山外，有了主导产业支撑经济，有
了“五瀑十潭三湖”吸引游客，是有
名的“平谷生态第一村”。

“新时代振奋人心，我们有使不
完的劲儿。”已近古稀之年、忙碌了
一辈子的张朝起，为挂甲峪谋划好
了新奔头：利用 5 年时间，全面实
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并量身定制

“十大工程”：大花园、大果园、大
公园、大乐园、大温泉、大溶洞、
大漂流、大旅游、大文化、中小学
生大课堂。他的目标很“简单”，就
是村里的百姓生活有质量有品位，
山外的客人来了不想走。

在一个面积仅4.5平方公里的地
界，要折腾出大旅游，张朝起真敢
想！也真敢干！

几年前，张朝起请城里的专家
做检测，发现村里的温泉是 13.5 亿
年前的火山地热，含有多种有益矿
物质，尤其富含被称为“抗癌之
王”的硒元素。

联想起村里 75岁以上的老人超
过 1/10，是名副其实的长寿村，张
朝起有底气了。他带着村民做起了

“长寿”“大健康”文章，推出富硒火
山温泉旅游项目。村前的山坡上，顺
着山势建起一溜温泉池。村后的长寿
山，也建有温泉池，搭起排木屋。远
道而来的客人，睡在山坡的小木屋
中，躺在露天敞亮的温泉池里，吸着
山间的负氧离子，仰望满天星云，久
居城市的疲乏一扫而空。

不仅如此。“进了我们村，你喝
的水、吃的蔬果，都含硒，这可是
长寿的保证。”张朝起雄心勃勃，要
把挂甲峪打造成健康养生休闲的

“天然大氧吧”。
“人要没文化，就像没有魂一

样。”因为出生贫寒，张朝起没读几
年书，但他坚信文化是魂，村里人
都得学文化，才能有内涵，挂甲峪
才能有更大的发展。他将村里的一
个中式温泉度假村命名为伍福街，
粉墙黛瓦，石头小径，原木小亭，
处处尽显中华传统文化元素。又张
罗家家户户门前挂上寓意丰富的楹
联，把挂甲峪变成了响当当的北京

“楹联第一村”。
抬头有文化、移步便是景，挂

甲峪有了“文艺范儿”。
环境好，日子美，心情舒坦。

挂甲峪的变化，引得不少进城的村
民回村发展。

十几年前，张晓燕和丈夫放弃
平谷城区的工作，举家回村，开起

“小燕子客栈”。“原来在县城，我收
入不如老公开出租。现在，我挣得
可比他多多了。”张晓燕笑道。近两
年，她还搭上互联网“快车”，名气
越来越大，许多游客慕名前来。正
聊着，欢快的手机铃声响起，“又有
客人来了，今天第三拨了”。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在
挂甲峪，一群淳朴坚韧的奋斗者改
变了村子，改变了命运，如今又撸
起袖子，开启属于他们的崭新时代。

烧鸡和雪糕
他清晰记得，那是1995年4月的

一天。
后勤科一名员工，花 14 元买了

一只烧鸡，回公司报销了 17 元。张
恭运大怒。很快，这名员工被公司辞
退。这就是豪迈发展史上著名的“烧
鸡事件”。

仅仅因为3块钱，就被无条件辞
退，这在员工中形成震动。那一年，
美国热映 《勇敢的心》。面对不诚信
现象，需要勇敢。

“一只烧鸡可以虚报 3 元，假如
让其负责10万元的买卖、100万元买
卖，他又会怎样？这3元钱，价值虽
小，但他意味着欺骗、意味着盗窃、
意味着背叛！从做人的意义上讲，跟
这样的人就没有合作空间了。”

孔子说得更简明：人而无信，不
知其可也。一场场诚信讨论、一起起
事件之后，诚信观念在豪迈扎根。

11 年后，2006 年夏天。电加工
车间主任，冒着一头汗，找张恭运
说，天热，员工到办公楼下食堂买雪
糕，耽误时间又麻烦，能否在车间设
个冰柜？老张沉思片刻说，公司买个
冰柜，搁在你们车间，旁边贴个价目
表，员工自己放钱自己取。“咱们公
司搞了这么多年诚信建设，还能有人
不放钱就拿雪糕？”

一试行，反响良好。后来，又增
设货架，放上包子、火腿肠、方便面
等，慢慢演成了无人值守的诚信超
市。

对内诚信，对外一样。采购不拿
回扣，销售不拿提成，按期保质交
货，货款到点到账，合作方特别踏
实。

前几年，豪迈为无锡一家供货
商，派了一名技术员培训员工。这家
企业出于感谢，请他吃了顿饭。技术
员盛情难却，饭后跑到书店，买了几

套培训用专业书籍，送给培训对象。
这种“慎独”，令供货商惊诧不已，
竟在厂里挂起了“豪迈精神激励我们
不断攀登”标语。

20 多年，豪迈的诚信在高密家
喻户晓。警察在公交上排查偷手机的
扒手，当听说某乘客是豪迈员工，便
免查放行了；员工在商店购买家具，
因钱款不够，店家看身穿豪迈工作
服，就欣然应允其先领货后付款。

2012 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公布，“诚信”占有重要一席。做人
做企业，诚信为基。

你想，豪迈万余名员工，分布在
千家万户，通过各自社会交往，将公
司形成的价值观、行为规范和精神面
貌传播到社会，这多好。

摩托车和电褥子
豪迈创立那天，1995 年 1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正式
施行。

大学里，张恭运读了蒋学模编的
《政治经济学》 课本。书中说，一切
人类文明成果都是劳动创造的，资本
只有在劳动的作用下才能增值。劳动
至上，在他心里扎了根。

公司第一年亏了18万元。1995年
农历小年，张恭运和另一创始人，骑
着全厂唯一的摩托车，裹着刚刚筹借
的钱，挨家挨户给员工送工资和奖
金。工人们看到冻得瑟瑟发抖的老
张，站在自家门口时，关心的已不是
发了多少钱，而是以后怎么把活干好。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多年来，
公司一直流传着老板骑摩托车送钱的
故事。

起初，员工宿舍没有取暖设施。
一次，从胶南外聘的一名员工找到负
责的副厂长说，天冷了，该给配电褥
子了。这个副厂长听后，眼睛一瞪：

“谁说要配电褥子，难道还要给你配个
媳妇不成？”这名受辱员工愤而辞职。

出差回来的张恭运，听说了这
事，二话没说，第二天骑摩托车去了
这名员工家。“公司可以辞退员工，
但任何人都没有伤害员工自尊的权
利。”公司董事会，免去了这位经常
挖苦员工的副厂长的职务。

老张说，豪迈办公司的目的，不
仅仅是为了赚钱，还要让每一个人在
这个群体里享有自尊、得到关爱。从

“电褥子事件”起，“享自尊、得关
爱”的文化氛围逐步形成。

在豪迈，任何领导不能打骂侮辱
下属。下属不许请上级吃饭，但上级
可以请下属。高管没有专车、秘书，
没有专用办公室。张恭运常年一身蓝
色工装，说自己是个懒人，懒得想第
二天穿啥。“师傅，您是哪个车间
的？”有一回，公司组织旅游，一个
新员工问这个董事长。讲起这个段
子，他嘿嘿一笑。

老张说，企业健康成长的秘诀，
是企业内部良好的人际关系，只要人
与人之间在企业内协调、融洽、高效
地工作和学习着，企业就能健壮地成
长，企业就有了自我调整和杀灭病毒
的能力。

目前，豪迈形成了“工作着、学
习着、进步着、创造着、收获着、快
乐着”的文化。

凳子和磁铁
2015年5月，时任山东省省长郭

树清，来豪迈调研，问了几个问题。
“豪迈的技术是从哪里来的？”

“我们自己研发的。”
“豪迈的人才是从哪里来的？”

“我们自己培养的。”
“世界高端客户怎么来的？”“他

们自己找来的。”
张恭运并非自吹自擂。豪迈的技

术、人才，主要靠自己。
初中毕业的王钦峰，是豪迈人才

的代表。从一位只有初中学历的农民

工，成长为填补国家多项技术空白的
工程师，他被誉为产业工人的优秀代
表，是十二、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1997年7月，王钦峰经过七天七
夜的“连续作战”，在师傅的指导下
终于完成了电火花机床的零件设计。
当月，香港回归祖国。

图纸完成后，王钦峰又投入到机
床的制作和测试中，12 月，第一台
轮胎模具专用电火花机床终于研发成
功，获得了国家专利证书。而此前的
11月，三峡工程截流成功。

王钦峰和国家一样，那半年，干
成了几件大事。

第二年，初生牛犊的王钦峰不
管不顾，花了 2 个多月的时间试图
攻关电火花防弧电路，许多人开始
说风凉话。张恭运说，“今后任何
人 搞 发 明 创 新 ， 失 败 了 由 公 司 负
责，成功了给创新者授以重奖。”

“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文化氛
围逐渐形成。

老张说，啥是创新，改善即创
新，人人皆可创新。只要所从事的工
作有所改善就是创新。多年后，国家
层面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邓辉 18 岁参加工作，干了 19 年
钳工，2003 年来到豪迈后，低门槛
的创新观和创新氛围，激发了他的
热情，一直处于休眠状态的创新火
花被激活了，一年内他提出合理化
建议及实施革新项目 50 多项。很快
成为公司技术能手，短短几年，他
在工装和刀具方面就有了几十项重

要革新成果。
2008 年，他被评为全国机械行

业劳动模范。那一年，北京奥运成功
举办。

钳修车间的张光亮，对坐的凳子
不满意，他利用下脚料制作了100个
钳工专用工作小转凳；人工开关的恒
温车间大门，给频繁进出的叉车司机
带来很大麻烦，一位车间师傅提出改
善建议，5天内设备科的孙新亮工程
师，把门的开关结构进行改善，实现
了自动感应开关，省时省力。拉架子
车的老师傅，发现老是掉铁屑，容易
扎伤轮胎，就在架子车上加装了“磁
铁扫帚”。

张恭运说，对哪里不满意就改哪
里，对自己不喜欢的地方用双手改造
它，用智慧解决它。既幸福了自己和
他人，还有奖励。

员工和股东
在豪迈，在仓库当保管员的、在

厨房切菜的、在保卫处看门的，说不
定都是身家千万的股东。当年的初中
生、农民工王钦峰，现已成为公司第
八大股东，股权价值近亿。

张恭运有个“合伙合作、人合资
合”理念，钟情“人合”基础上的

“资合”。无论什么岗位、什么学历、
什么年龄，只要符合股东评价标准，
就有成为公司股东的机会。

2000 年，公司完成原始积累。
当年6月25日，作出一个决定：每年

吸收优秀骨干员工成为公司股东。新
股东可用 1 万元购买公司 1.5 万元的
净资产 （无形资产不算钱），当年股
东人数达 46 人，占员工总数 60%，
优秀骨干员工持股的“合作合伙”机
制正式确立。

2017年，800多名新股东从一万
多名员工中脱颖而出。现在，公司股
东人数达到员工总数16%。

2016年8月，国务院国资委官网
发布消息，国资委与财政部、证监会
日前印发《关于国有控股混合所有制
企业开展员工持股试点的意见》。

目前，豪迈形成董事长占 35%，
管理层和基层员工占 65%的股权结
构。改革深处是产权，产权深处是人
性。要想解决好发展问题，必须先解
决好产权问题。

当然，员工入股，有严格标准。
成为股东，已成一种身份和价值标
签，一是在公司体现工作能力，二是
向父母证实自己，三是未婚青年谈婚
论嫁的品行参考——“找豪迈股东谈
恋爱可以免‘政审’”。

张恭运说，他想把企业办成让每
一个员工实现自我价值并奉献社会的
理想平台。这个平台上，要逐渐形成
三个共同体，即利益共同体、事业共
同体、精神共同体。

23年后，已是亿万身家的张恭运，依旧难忘那只烧鸡。
一身工装、自驾着车，豪迈集团这位董事长，在几个厂区间转悠。顺便

卖了个关子，说一会儿“烧鸡的故事”。
张恭运是山东高密人，作家莫言的老乡。他比莫言小7岁，1962年出生

的。多年后，莫言成了文学界世界冠军，获了诺贝尔文学奖。张恭运的豪迈集
团，也成了多项工业产品的“隐形世界冠军”。

创业23年，从小作坊起步，豪迈年均50%速度增长，成为世界轮胎模
具、气门芯两个行业世界冠军，拥有法国米其林、日本普利司通、美国
GE、德国西门子等20多家世界500强客户，有极佳口碑。

如果说，莫言把高密东北乡安放在了世界文学的版图上，张恭运则是把
高密安放在了世界高端制造的版图上。豪迈怎么做到的？靠产品，靠创新，
靠制度？张恭运说，关键靠文化，先给你讲讲，烧鸡的故事吧。

挂甲峪的春故事挂甲峪的春故事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严严 瑜瑜

张恭运：“隐形冠军”的文化密码
本报记者 陈振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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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情村貌

图为挂甲峪村远景图为挂甲峪村远景。。

图为村中“楹联第一村”石刻。

说到底，无私才能无畏，无私
才敢担当。心底无私天地宽。担当
就是责任，好干部必须有责任重于
泰山的意识，坚持党的原则第一、
党的事业第一、人民利益第一，敢
于旗帜鲜明，敢于较真碰硬，对工
作任劳任怨、尽心竭力、善始善终、
善作善成。“疾风识劲草，烈火见真
金。”为了党和人民事业，我们的干

部要敢想、敢做、敢当，做我们时代
的劲草、真金。

当然，敢于担当，是为了党和
人民事业，而不是个人风头主义，
飞扬跋扈、唯我独尊并不是敢于担
当。春秋时期宋国大夫正考父是几
朝元老，但他对自己要求很严，他
在家庙的鼎上铸下铭训：“一命而
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

走，亦莫余敢侮。 于是，鬻于是，
以糊余口。”意思是说，每逢有任命
提拔时都越来越谨慎，一次提拔要
低着头，再次提拔要曲背，三次提
拔要弯腰，连走路都靠墙走。生活
中只要有这只鼎煮粥糊口就可以
了。我看了这个故事之后，很有感
触。我们的干部都是党的干部，权
力都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更应该在

工作中敢作敢为、锐意进取，在做
人上谦虚谨慎、戒骄戒躁。

——摘自习近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
的讲话 （2013年6月28日）

背景资料
正考父：子姓，春秋时期宋国大夫。宋湣公

（子共）的玄孙、孔父嘉的父亲、孔子的七世祖。

他是宋闵公长子弗父何的曾孙，曾辅佐过宋戴

公、宋武公、宋宣公，官至上卿，德高望隆。三公

时期，宋国崇德法，尚礼义，倡廉俭，戒奢靡，重

农桑，修水利。身为首辅的正考父居功至伟。但

他官位越高，人越谦恭，修身愈严，律己愈苛。

正考父事迹在

《国 语》、《左

传》、《史记》等

史籍中均有记

载，作为严以修

身、恭俭从政、

忠义传家的典

范而被敬仰。

“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