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9 月 9 日，曹建林（后左一）在宜章县第六

完全小学捐款现场。

核心提示：他是改革开放

的见证者、参与者、受益者；他

是湖南省宜章县个体户办理

工商营业执照的第一人；20

世纪80年代末，当人们还沉

浸在争取迈进万元户行列时，

他的资产已经积累到了上千

万元，稳稳地坐上了当地千万

富豪的宝座。“回想当年，我这

个农民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

时机！”宜章辉煌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董事长、宜章兆皇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曹建

林感慨万千。曹建林胆大心

细，做事有勇有谋，“曹大胆”

这个绰号，将主导他整个人生

的剧本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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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彭慧

曹建林和记者谈起他的公司,第一句话就

是“我办公司和做生意都是被逼出来的”。其实

在记者看来,逼他的不仅是当时的环境，更多

的是他的性格使然。

刚“出道”时,他可以说是一无所知。记者

问他这么多年是怎么走过来的,曹建林告诉记

者:“我做事就是果断，同时也想证明自己能干

事，有机会,就要搏一把! ”

荫挽起裤腿上田 大胆涉入商海

1963 年元月，曹建林出生在湖南省宜章

县一六镇大曹家村的一个农民家庭。

20 世纪 70 年代末，中国体制改革乍暖还

寒，广大农村囿于“左”的路线束缚，生活生产

环境并不乐观。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号角吹响，改革开放的

火种从广东率先蔓延到湖南南大门的宜章县，

曹建林从自家的田地里解放出来，逢赶集便奔

波于乡镇集市摆摊“投机倒把”。正因为他有胆

识善经营，到 1982 年他赚取了“第一桶金”，成

为村里首批“万元户”，也算是宜章县改革开放

中“先富”的代表。

看着他赚到了钱，照搬他“溜买溜卖、投机

倒把”的人逐渐增多。曹建林发现苗头不对,这
样做生意本来就利薄,微薄的利润都消耗在路

上或者货品损耗上了, 与其这样与他们竞争，

不如到镇上租门店坐地经营。于是，“1983 年

我跑去县工商局申领营业执照，县里还从来没

有办过营业执照，只好到郴州地区工商局去

办，我是宜章县个体户中办理工商营业执照的

第一人。”曹建林憋着一口气，利用自己节衣缩

食攒下的积蓄，在一六镇租用一间木板瓦房做

起了食品南杂百货批发生意。

1984 年，一款叫“健力宝”的饮料诞生，名

字的寓意是“健康、活力”。当年洛杉矶奥运会

后，此饮料一炮走红！

曹建林发现了商机，健力宝被誉为“中国

魔水”，无论是小孩子还是成年人都无法拒绝。

特别是夏天，天气炎热，这时如果能喝到一瓶

冰镇的健力宝饮料解暑，简直让人爽到极致。

令人难以想象的是，从湖南拉一车猪去广东

卖，需排队等候才能换回一车健力宝。

先人一步,快人一拍,胜人一筹。曹建林跑

到县新华书店和图书馆购买和借阅相关食品

专业方面书籍，当时的书刊资料有限，他南下

广州找到华南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

教授，拜师请教。然后抱了一大摞书籍回来，挑

灯夜读，通过自学考试，拿到了食品专业大专

文凭。有了理论知识，他又大胆地把小百货全

部处理掉，专心致志地经营食品，并购买了一

套碳酸饮料机，这些机器包括 BIB 糖浆泵及接

头、压力表组、糖浆管道及装机附件、水过滤

器、二氧化碳气瓶等。自己亲自动手组装成生

产线。试产成功后，又马不停蹄地跑相关部门

办齐各种证照手续，与广东省坪石镇食品厂达

成合作，曹建林的第一家食品饮料厂宣告诞

生。

为了满足顾客的口感需求，曹建林把学到

的食品专业知识发挥到极致，研究生产出各种

口味的饮料，如桔子、柠檬、梨子味的，其中最

受欢迎的是桔子汽水，另外还用葡萄果汁、香

精、二氧化碳制作出一款类似于酒精饮料的小

香槟，机器 24 小时不停运转，周边乡镇包括县

城做食品南杂的老板排队等货，产品供不应

求。

曹建林再一次大胆增添设备，扩大生产，

每天开车来批发的老板络绎不绝，这样的光景

一直持续到 1989 年底，为此，曹建林赚了个盆

丰钵满，资金滚动超过了千万元，在当地着着

实实地成为了千万富豪。

看着曹建林饮料厂生意如此火爆，接下

来,周边乡镇上的同行也开起了第二家、第三

家饮料厂，由于竞争激烈、价格透明,光见货,没
有什么利润,饮料生意慢慢萎缩。这种情况下,
曹建林果断转行。

荫倾尽千万家财 大胆改行养猪

1990 年初春，作为湖南省郴州市政协委

员的曹建林，为了带领家乡农民群众共同致

富，他与郴州市饲料厂合作，在宜章县农科所

承包了一个大型万头养猪场，把前些年经营积

累的一千多万元资金全部投入到养猪场发展

生产。

隔行如隔山，刚涉足养殖行业，如何选购

育种，制定饲料配方，规范疫病防治技术等一

个个难题接踵而至。为解决这些难题，他积极

向市县畜牧站局技术人员求助，又找来了养猪

方面的资料自学。

为改良肉猪品种，增加养猪效益，曹建林

先后从长沙、湘潭、宁乡等省级种猪场引进了

杜洛克、大白、长白等纯外种公猪，对本地母猪

进行杂交品种改良试验，边实验边观察。

由于缺乏科学养猪的系统知识，对猪仔的

防疫没有把好关，几百头猪仔和瘦肉型母猪，

没多久便病死了。第一年曹建林就足足交了几

百万的学费。

总结失败的教训，主要是自己缺乏生猪疾

病防病治疗专业技术以及科学饲养、先进管理

方法所致。传统的养殖方式对于大型养猪场是

行不通的，必将淘汰，大型养猪场必须走科学

化的道路。

为了掌握更多的养猪知识，曹建林再次去

华南农业大学拜访畜牧专家、教授请教畜牧业

实用技术，还去长沙、衡阳、永州大型养猪场登

门拜师学艺，直至基本掌握一套养猪技术和先

进的饲养管理方法。

就在曹建林准备大干一场时，天有不测风

云，一场突如其来的猪瘟席卷了曹建林的养猪

场。面对猪瘟，他束手无策，到处去找畜牧技术

员，可还是晚了一步，投入的 1000 多万血本无

归，全部打了水漂。

此时已是 1993 年春节，也是曹建林过得

最窝囊的一个春节，没有钱买肉买酒，全家人

都没有回老家过年。“我舅舅知道我破产了，买

了几斤肉和豆腐、粑粑送过来，鼓励我，人家都

叫你曹大胆，凭你的人脉，哪里借不到万八千

的，哪里跌倒哪里爬起。我懂得皮之不存，毛将

焉附这个意思。”

“曹大胆破产了。”消息不胫而走。曹建林

苦苦思索：“生命最大的悲哀不在于贫穷,不在

于卑微,而在于失去了价值感和方向感,怎么找

都找不到理由和哪怕一点一滴一丝一毫的事

物引以为荣。”

荫依据一诺千金 大胆借鸡生蛋

天不假时，地不予利，人未有和。诸多因

素，压得曹建林低下了头，好在他的骨头还是

硬的，他的脊梁还是挺的，他虽然失败了，但他

没有倒下。

难熬的春节终于过完了，曹建林去找在信

用社工作的一个拜把子弟兄，第一次启齿向弟

兄借 100 元钱，说去韶关一趟找朋友帮忙，只

要 100 元作来回的车费。弟兄看到昔日风光无

限的大富豪兄弟，递给了他 300 元，叮嘱他无

论联系好否，赶紧回来，天无绝人之路。

曹建林揣着弟兄给的 300 元钱，心里像打

翻了五味瓶：“我曹大胆怎么落到这步田地啊。

老祖宗说过，商之大，不在钱大，而在义大。老

祖宗还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我就

想着老祖宗话的深刻含义，去找朋友的。”

绿皮火车“哐当哐当”慢慢地摇到了韶关。

到了韶关，曹建林打起了十二分精神，斗

胆找到了广东韶关一个车队汽车科领导。“我

把想法一五一十地给领导说，我们湖南那边经

济状况还比较落后，私人购买车辆很少，但我

们家乡有煤矿资源，每天只有几辆汽车和拖拉

机运输，远远不够，煤炭堆积如山，希望能租用

车队的车辆，帮助和支持我们转运煤炭，以免

造成损失。”

“这位领导给我说了‘一诺千金’的来由，

他说古人就讲道：‘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

国无信则衰’。古往今来，那些为人处世讲诚信

的人，都会被人歌颂。汉代名将季布，就因‘一

诺千金’、真诚守信而被《史记》立传。那时的人

们常挂在嘴边一句话———‘得黄金百斤，不如

得季布一诺’。意思是说，季布的一句承诺，比

金子还要贵重，成语‘一诺千金’由此而来。也

让我终身受用。”曹建林面对记者，谈起当年的

情景，兴趣盎然。

“90 年代初期，我们家乡跑运输的车辆的

确不多，更别说是用来拉煤炭跑货运和拉渣

土。在那位领导的支持下，分两批次 16 辆大卡

车队开回宜章，帮助宜章解决煤炭货运以及城

市渣土转运缺车难题。”短短几个月时间，曹建

林的钱包又鼓了起来，净赚了 30 余万元。

靠这点家底，1993 年 5 月，曹建林带领自

家兄弟 5 人在宜章县糖酒厂新建一家食品饮

料厂，继续干着自己深谙的食品饮料老本行。

“依靠自己积累的食品生产、加工、批发、

零售一条龙的经验和人脉，生意越来越好，资

金积累也越来越多。1997 年 5 月，我搬迁到宜

章县图书馆租用厂房办起了饮料厂。1999 年 3
月，我在图书馆附近购买了一块建房用地，根

据地基面积，自己学着设计绘图，自己动手修

建，一栋 6 层的楼房竣工了，我也学到了建筑

行业的一些专业知识。这时我想我也算是事业

有成，家庭美满了，可是我心里还是觉得生活

缺点什么。”曹建林坦言。

荫为民安家乐业 大胆涉猎房产

时光如白驹过隙，一晃步入 2000 年代，农

村人口逐步迁徙到附近的城市生活。城市拥有

更多的赚钱机会、更好的教育资源以及生存环

境。所以当那些 80 后、90后，那些曾经的留守

儿童长大之后，不仅自己会留在城市，也把他

们的孩子带到了城市。即使差一点的，也在返

乡置业潮中在县城安家，将孩子送到县城读

书。他们到县城、市区买房子，而且越来越多的

人留在城市买房。

曹建林看准了这一商机，2001 年 6 月，他

与合伙人合作成立“宜章兆皇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并到处招兵买马，寻找有丰富现场监管

经验的土建工程师、具备协调各方关系的有识

之士。

由于曹建林待人诚恳，头脑灵活，做事兢

兢业业，他带领自己的工程队先后完成了宜章

县司法局小区、郴州市公租房的工程建设，参

加了资兴市的公路建设，近几年还参与了宜章

县其他重点工程项目的建设。

曹建林告诉记者：“我们搞工程项目建设，

首先要严把质量关，各项目部必须严格按照施

工工艺、标准、要求进行操作，把责任目标具体

分解落实到施工的各个环节。同时实行科学管

理，制定相应的奖罚措施，激励员工提高工作

效率，重视施工质量，监理工程师加强监督管

理。我们完成的所有工程项目都能达到或高于

国家标准。”

目前正在施工建设的“书香名邸”就是宜

章县重点项目工程之一，周边配套设施完善。

“书香名邸”建成后，将充分与城市生活接轨，

引进现代城市社区管理理念，会聘请专业的物

业顾问管理，让居住在社区里的居民享受到统

一的物业管理和服务，有统一的保安巡逻、统

一的保洁、统一的车辆管理和统一的绿化养护

等，小区设置安防系统，电子保安巡更系统，楼

宇访问对讲系统，住宅联网报警系统，消防报

警系统及消火栓，闭路监控系统，在保障安全

的同时使居住不受外部嘈杂环境影响，居民得

以安居乐业，是一个独立的封闭式小区。

在“书香名邸”项目工地，记者看到曹建林

正与工程技术员有条不紊地进行施工。

荫矢志不忘初心 大胆彰显仁爱

湘南大地———宜章，是对中国革命做出过

重要贡献的红色圣地。

1928 年春节前后，中共湖南省委在党中

央的指导下，先后发动了 38 次武装起义，统称

年关起义。其中，由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起

义，智取宜章县城“打响了湘南暴动第一枪”；

坪石一战，击溃了国民党当局独立第三师师长

许克祥的兵力，随后重占宜章，成立了宜章县

苏维埃政府，这些重大胜利的取得，被载入史

册。

为了传播红色文化正能量，曹建林 2015
年 5 月投资 300 余万元建湘南红色博物馆、红

湘南榜山红军营地，开展红色文化培训、党建、

团建、青少年红色研学教育基地。

今年，曹建林当选为宜章县志愿服务联合

总会的副会长，他不忘初心，彰显大爱，先后赞

助 20 万元，支持宜章市民才艺大赛；9 月 10
日，捐赠 8 万元给宜章县第六完小改善教育设

施；9 月 30 日，捐赠 3.4 万元支助宜章县第四

中学的 60 名贫困生，另外还捐赠 10 余万元支

持乡村美化。

“只有承担起旅途风雨，才能守得住彩虹

满天。”曹建林没有豪言壮语，却非常质朴坦

诚。“一个人,倘若彻底失去了骄傲的资本,他就

真的趴下了。我们要随时检点自己的心灵,找
到灵魂深处的闪光之处,并把它尽可能地放大,
这样才能照亮自己的人生。”

是的，人生就像一个舞台，没有现成的剧

本，要靠自己慢慢挖掘。曹建林就是这样用智

慧和胆识编写自己精彩人生剧本的。

曹建林：用智慧和胆识书写人生

宜章辉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宜章兆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曹建林在办公室接受记者采访。

曹总在翻阅宜章县重点工程项目“书

香名邸”规划图。

曹总和工程技术员每天都要去施工现场

检查施工进度。

每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默默支持

他的女人。曹总夫人雷杭英（左三）每周都要到

红军营地来接受红色洗礼。

曹总的夫人雷杭英（左二）在红军营地接受

红色革命传统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