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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华

乔保信，1948 年出生于山东省济宁市嘉

祥县金屯镇燕屯村。现在，除了公司总经理和

村党支部书记的身份外，他还兼任济宁市公

安局监督员、市交警支队监督员、市执法监督

员、山东省孔孟研究会常委、县人大代表、当

地多处学校校外辅导员等社会职务。

常言道：“能力越大，责任越大。”乔保信

是致富路上的奋斗者，也是无私奉献的家乡

守望者。他倾尽毕生精力造福家乡，谱写了一

曲壮美的奉献之歌。一路走来风雨兼程，贡献

巨大，为此他受到了当地百姓的高度称赞和

无限爱戴，也收获了优秀村干部，县、市道德

模范，济宁市好人，山东好人，市环境保护特

殊贡献奖，全国公益十佳模范，尊师重教模范

奖等多项荣誉称号。然而他始终淡泊名利，坚

守本心，立志把一生奉献给家乡建设而无怨

无悔。

诚信为本的商海逐梦人

乔保信的一切成就与荣誉，始于他不甘

于平凡的内心。1963 年，毕业于嘉祥第三中

学的乔保信回到农村务农，贫瘠的农村生活

条件让他愈发渴望能通过勤劳的双手改变现

实。改革开放初期，敏锐的乔保信捕捉到城市

建设中隐藏着巨大商机，于是他决定离开祖

祖辈辈生活的家乡，去城里闯荡一番，去追逐

不平凡的人生。

1992年，乔保信带领着村里七八个乡亲

来到城里打工。由于没有什么技能，起初，他

们只能接一些像治理污水沟这种又脏又累且

收入微薄的小活儿。然而彼时，对于乔保信来

说，只要能接到活儿，哪怕工程再不起眼，他

也不会嫌弃，并将其看作改变自身命运的机

会。

在乔保信的带领下，乡亲们齐心协力，把

那些“小工程”如期高质量、高标准完成，大大

超出了委托单位的预期。同时，乔保信一丝不

苟、认真负责的态度也赢得了委托单位的认

可。从此，凭借着良好的口碑，乔保信带领团

队接连不断地揽到了大大小小的工程。随着

活儿越接越多，工程也越干越大，同时团队实

力也随之壮大起来。最后，他水到渠成地创立

了济宁宏达路桥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济

宁宏达”）。

当笔者问乔保信把公司做大做强有什么

秘诀时，他略加思索后脱口而出：“‘诚实守

信’。如果没有对工程质量的坚持，就等于放

弃了我们生存的机会。这样的话，既使别人有

工程，也不会放心地交给我们来做。”在济宁

宏达的发展过程中，乔保信始终坚守“以质量

求生存，以信誉谋发展”的经营理念，通过一

系列规范化管理，严把施工质量关，确保每一

项工程保质保量按时完成，最终铸就了公司

在客户心中的良好口碑。

承诺如山，使命必达。济宁宏达的快速发

展和良好效益的取得，让乔保信很快兑现了

当初带领大家闯天地、转命运的诺言。当初愿

意跟着他外出闯荡的乡亲们，现在都购买了

汽车，盖上了新房，过上了当初他们所憧憬的

幸福生活。

经过十余年的奋力打拼，济宁宏达在日

益壮大的过程中，走向了规范化发展的道路，

并在当地路桥工程领域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济宁宏达能发展到今天，正是诚实守信的品

格帮助乔保信抓住了在城市谋发展的机会，

也帮助他的公司赢得了市场口碑，从而使得

公司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无私奉献的家乡守望者

在家乡人的心目中，乔保信是一个既有

能力又有担当的男子汉，在改变自己命运的

同时，他也在努力帮助更多的家乡人过上美

好的生活。让家乡变得更富裕，让家乡人的生

活变得更美好是他始终不忘的初心。

嘉祥县金屯镇燕屯村有五千多亩地因地

势低洼，雨水季节极易发生水患，因水患导致

的粮食连年歉收，让村民们苦不堪言。面对这

恶劣的自然环境，因集体收入低下，村里多年

来却一直无力兴修水利，改善自然条件。眼睁

睁地看着村里的大片土地蒙受损失，百姓遭

殃，乔保信心如刀绞，痛心不已。

“天下为公”善及始，公仆精神在细微。

2011 年，乔保信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第一年，

就把治理水患作为自己施政为民的一件头等

大事。他给村里捐献十七万元，用于修筑水

渠，之后又将自己公司里的挖掘机开到村里，

无偿挖沟修渠。水渠建成后，既可在雨季排水

防涝，又可在旱季引水灌溉。十余年来，这条

水渠造福了村民百姓，让土地收成有了保障。

村民们的脸上笑开了花，都夸乔书记为村里

办了一件大实事。

力臻至善，德惠众生是乔保信一生追求

的人生价值。早在 1993 年，他在自己并不富

有的情况下，就开始资助家乡需要帮助的乡

亲。逢年过节，他都会看望村里 80 岁以上的

老人和贫困户，中秋节每人发 100 元，春节每

人发 200 元，同时还会送去米面油等慰问品。

除了物质上的资助，乔保信还自掏腰包为村

里 110 多家贫困户安装了有线电视，给他们

送去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在关爱老人和贫困户的同时，乔保信也

非常关注下一代的教育和成长。为了不让一

个贫困家庭的孩子辍学，他联合村里德高望

重的乡亲，成立了“希望工程基金会”，专门资

助家乡贫困学生。此外，乔保信还担任了当地

多所学校的校外辅导员，从精神上给予孩子

们鼓励和帮助。他深知，只有广博的知识和开

阔的视野才能让家乡的孩子们真正掌握自己

未来的命运。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提高物

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质量，过上城里人的文明

生活已成为燕屯村村民的一种现实渴望。乔

保信深谙村民需求，想村民所想，早在十几年

前，就为解决村民吃水难的问题，自掏腰包近

二十万元，为村民铺设自来水管，并连续十几

年每年出资 3 万元为村民支付水费，让村民

在家就能喝上干净卫生的自来水。此外，他还

每年都拿出两三万元，带村里及周围村的乡

亲们外出旅游。近些年，为了让逐渐富裕起来

的村民有一个休闲娱乐的活动场所，乔保信

个人出资，在村里建成了两个健身广场，配备

了健身器材，搭建了全县一流的表演舞台，组

建了舞蹈队，建立了老年活动中心和儿童乐

园，极大地丰富了村民们的文化娱乐生活。尤

其是提起由他亲自组建的舞蹈队，他显得无

比自豪：“我们村的舞蹈队每次比赛都是前三

名。”

乔保信做出的如此善举，深深感动了当

地百姓，为此，百姓们专门给他立了一块功德

碑，以表达他们对乔保信的感谢之情和崇敬

之意。

淡泊名利彰显赤诚本心

乔保信是奋斗者，也是奉献者。在生活贫

瘠的年代，他选择进城奋斗，靠着诚实守信的

人格魅力，他抓住了改变命运的机会，也闯出

了自己的一片广阔天地。致富后，他没有忘记

村里的父老乡亲，依靠自己的勤劳双手和智

慧头脑为村民赋能，带领大家走上了幸福美

满的康庄大道。他二十年如一日，慷慨解囊，

为民解忧纾困。他不仅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

改变了家乡父老乡亲的命运，回望他奋斗奉

献的故事，让人们看到了他多彩的人生。

当然，他用奋斗和奉献谱写的人生故事

早已从家乡传到了人民大会堂，他获得的锦

旗和荣誉奖杯也早已摆满了整个屋子。当笔

者问乔保信如何看待这些成就与荣誉时，他

说：“戒骄戒躁，要掌握做人、做事的原则，始

终想着做好事，做善事。”回顾他的人生历程，

再品味他说的这句话，笔者脑海里闪烁出《大

学》中的一句话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

亲民，在止于至善。”是的，乔保信在用一生的

行动践行这句名言，这也是每个人应该追求

的人生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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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保信：在坚守和奉献中向善而生

济宁宏达路桥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燕屯村党支部书记乔保信

短视频应用 TikTok25 日宣布，针对美国

总统特朗普之前签署的行政命令，该公司已正

式对特朗普和美国政府提起诉讼。

美国时间 8 月 6 日，特朗普签署行政命

令，禁止美国个人和企业与 TikTok 及其中国

的母公司字节跳动进行交易，相关交易将在

45 天后（9月 20 日）予以封禁。

8 月 14 日，特朗普要求字节跳动在 90 天

内出售或剥离该公司在美国的 TikTok 业务。

8 月 23日，字节跳动宣布，将于美国时间 8
月 24日正式起诉美国总统特朗普及美国政府。

25 日，TikTok 正式宣布，已对特朗普和美

国政府提起诉讼。为此，TikTok 还在公司网站

上发表了一份名为“我们为什么要起诉美国政

府”的声明。

TikTok 在声明全文说：

今天，我们向联邦法院提出申诉，挑战美

国政府为禁止 TikTok 在美国运营所做出的一

些决定。作为一家公司，我们一直专注于透明

度，所以我们想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要采取这

一行动。

在过去的几年里，各种背景的人都加入到

了 TikTok 社区。今天，1 亿美国人转向 TikTok
寻求娱乐、灵感和联系；无数的创作者依靠我们

的平台来表达他们的创造力，接触广泛的受众，

并创造收入；我们在全美的 1500 多名员工每天

倾心打造这个平台，我们还计划在加州、德克萨

斯州、纽约州、田纳西州、佛罗里达州、密歇根

州、伊利诺伊州和华盛顿州增加 1万个工作岗

位；许多国家领先品牌在 TikTok 上与消费者建

立联系，比在其他地方更真实、更直接。

简而言之，我们有一个欣欣向荣的社区，

我们感谢他们，也对他们负责。

美国政府在 2020 年 8 月 6 日发布的行政

命令，有可能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种极端行

动合理的情况下，在没有任何正当程序的情况

下，剥夺该社区的权利。我们强烈反对政府当

局认为 TikTok 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立场，

我们以前也表达过这些反对意见。

而现在，是我们行动的时候了。我们对起

诉政府并不掉以轻心，但我们别无选择，必须

采取行动保障我们的权利，保障我们的社区和

员工的权利。

我们在投诉中清楚地表明，政府忽略了我

们为解决问题所作的广泛努力，即使我们不同

意某些说法，我们也充份并真诚地处理了这些

事项。

美国政府忽视了 TikTok 为了表明我们对

服务美国市场的承诺所做的巨大努力，例如：

“负责 TikTok 的主要人员，包括 CEO、全

球首席安全官和总法律顾问，都是身处美国的

美国人，因此不受中国法律的约束。美国内容

审核同样由美国团队领导，独立于中国运营，

如上所述，TikTok 应用程序将美国用户数据存

储在位于美国和新加坡的服务器上。”

此外，正如我们在起诉书中指出，行政命

令不仅无视正当程序，还授权对尚未被认定为

“不寻常和非同寻常的威胁”的活动进行封杀：

“在没有任何通知的情况下就禁止 Tik原

Tok，特朗普的行政命令违反了第五修正案的

正当程序保护。该命令是越权的，因为它并未

遵循《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

在起诉书中，我们还指出，8 月 6 日的行

政命令是对 IEEPA 的滥用：

“TikTok 不是电信提供商，也不提供 2019
年行政命令中设想的技术和服务类型。具体而

言，TikTok 不提供‘促进数字经济’的硬件主

干，TikTok 在提供‘关键基础设施和关键紧急

服务’方面没发挥任何作用。”

明确地说，我们更喜欢建设性的对话，而

不是诉讼。但是，由于行政命令威胁要禁止我

们在美国的业务，这将让我们在美国创造 1 万

个就业机会的计划付之东流，并不可挽回地伤

害了数百万使用这款应用寻求娱乐、联系和合

法生计的美国人。对此，我们根本别无选择。

渊辛浪冤

TikTok 正式起诉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美国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