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茂春内心独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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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茂春：

出生在花乡的花农世家

“历史上草桥出花匠， 祖辈们曾挑着担子进城卖
花， 还给皇宫里送花， 我出生在花农世家， 也就是一
个种花卖花的农民。” 头发已有些花白的王茂春精神矍
铄地对记者说。

“前后十八村， 泉甘土沃， 养花最宜， 故居民多
以养花为业”。 史书中记载的十八村 ， 就是指现在
的草桥、 黄土岗、 樊家村一带。 花乡的种花历史可追
溯到两千年以前， 从汉到隋唐， 从辽金到元， 从明清
到今天， 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种
花世家。

出生在种花世家的王茂春从小看着家里人养花，
不知不觉自己也爱上了养花。 他每天放学都要路过一
个花圃， 有时赶上花圃倾倒垃圾， 他总要捡上几株花
草回家自己试种。 有一次他捡到了几个仙人球， 拿回
家后突发奇想， 如果在光秃秃的仙人球上再长出点什
么来那该是什么样子呢？ 于是， 他把仙人球与其他的
仙人球品种碧玉、 红小丁、 红牡丹进行嫁接， 没想到，
还真被他嫁接成功了， 后来越长越漂亮。

他觉得这么好看的花放在家里无人欣赏真是可惜
了， 要是能卖出去变成钱， 还能补贴家用。 一天， 母
亲让他去打酱油， 而家里已经凑不出一瓶酱油钱， 于
是王茂春偷偷抱了两盆自己嫁接的仙人球， 蹲在村口
的一个电线杆下， 也不敢叫卖， 只是默默地坐等来人。
一个骑自行车的中年人从他面前匆匆而过， 不一会儿
又折返回来， 低声问道： “这花是你种的？ 多少钱一
盆？” 第一次卖花的王茂春心里又惊又喜， 原本打算卖
一块五一盆， 结果一块钱两盆都卖给了人家。 这一块
钱对于王茂春来说意义非凡， 不仅检验了自己的养花
技术， 也更坚定了他养花能过上好日子的信心。

带领花圃员工打开北京花卉市场

1974年， 王茂春告别了学生时代， 走上了工作岗
位。 他先后做过木匠、 瓦匠， 但最终还是割舍不下对
花卉的那份热爱， 1985年， 他被调到草桥绿化队负责
三环路两侧的绿化除草养护工作， 后来成为绿化队的
队长， 从此与花卉有了不解之缘！

“那个时候年轻， 身体也好， 不知道什么是累，
什么是苦。” 王茂春回想起当年在花圃干活时的情景，
每天繁重的花圃工作日复一日， 由于花圃地处偏僻，
城里的市民根本不可能来这里买花， 卖不出去的花等
过季了就要磕盆处理掉。 花圃是靠村大队拨款运营，
大家吃的是大锅饭， 虽然挣得不多， 日子过得倒也安
稳。 而唯有王茂春不安分了： “这么好的花坐等买家
上门不是个办法， 必须要想办法推销出去。” 于是王茂
春想到蹬着三轮车去城里卖花。

那时养花都是厚重的泥土和笨重的泥盆， 一车装
70盆， 那份沉重可想而知。 满满一车花从花乡蹬到城
里要骑上两个小时， 进了城他还要沿街叫卖， 饿了随

便吃点干粮， 累了就靠在车边打个盹。 夏天还好， 到
了冬天， 三轮车不仅要加一个塑料棚， 在车中间还要
放一个炭火盆给花卉保暖。 车里暖意融融， 而车外的
王茂春却在寒风中忙活。 不管多累多辛苦， 每当卖完
一车花蹬着空车返回时， 王茂春的心里总是充满喜悦。
由于他的主动出击， 他所在的花圃不仅效益最好， 而
且每年几乎剩不下几盆花。

“这么一车一车的拉出去卖也不是个长久之计，
花乡有这么好的种花历史和口碑， 我就不信打不出名
气来。” 1985年， 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推动， 王茂春在
三环路边上制了一个3米宽5米高的大牌子， 醒目地写
着 “北京花乡路花木交易市场”。 牌子出去了， 可市场
在哪儿呢？ 当时有人看到市场的牌子就进来买花， 于
是花圃的三间活动板房和一个小院就成了临时市场。

由于花圃里的花卉并不多， 品种也不丰富， 王茂
春又萌生了一个在30年后都不落伍的新业务 “花卉代
管代卖”， 市民家里养不好的花可以放到这里代养， 不
想养的花可以由市场代卖。 就这样， 不到两个月， 小
院的花已经摆不下了。 随着天气转凉， 满院子的花再
也无处安放了。 “对， 自己建温室。” 当过瓦匠木匠的
王茂春凭着所学手艺， 带领花圃员工硬是自建了3亩大
温室。

小有名气的花圃已经成为市委市政府和区委区政
府树立典型、 参观学习的接待点， 随之而来的是一单
又一单的集团消费。 王茂春开始觉得， 做花卉行业挣
钱并不难， 难的是把花卉行业做到极致， 成为人们陶
冶情操、 净化心灵、 传递友情的 “精神家园”。 1990
年， 王茂春不惜一年交两三万元的租金在西单购物中
心租下了一个鲜花柜， 成为北京市第一个把花卉推入
大型高级商场的人。 没想到， 一个月下来， 鲜花销售
营业额竟然达到14万元， 比花圃一年的利润还高。 随
后， 他又联系各大酒店， 为酒店包养包换花卉服务，
当时还没有租摆这项业务， 又是他第一个开辟出了这
一市场。

在商场开花店， 与酒店谈租摆， 承接绿化工程，
拓展切花种植业务， 开业花篮制作， 市内街道景观，
已经全部纳入王茂春的业务范畴。 对接园林部门， 服
务各种会议， 业务越来越多， 知名度也越来越大， 他
所带领的30多个花圃员工一年下来职工年收入超过了
万元！ 当时已经位列全市村级企业职工收入第一名！

引领整个草桥走向花卉致富之路

正当王茂春满怀信心打算花卉事业全面开花的时
候， 1991年10月底， 花乡党委决定任命他担任草桥农
工商联合公司总经理 ! 从党委领导找王茂春谈话后 ，
他心里五味杂陈， 论年龄， 他还是个35岁不成熟的毛
头小子； 论资历， 当时村里任何一个干部都比他深厚
的多； 论能力， 他管一个绿化队还行， 但是管理一个
村的全面发展、 村民就业、 百姓福利以及协调各方面
关系， 说心里话有点没底， “也是当年流行的一首歌
曲触动了我， 那就是 《潇洒走一回》， 心里于是做出了

决定， 不管未来如何， 这个岗位我曾经来过， 就全力
以赴去干好！” 王茂春后来用优异的成绩证明了上级党
委这项任命的无比正确性。

王茂春自知， 学习是一个人成长的最好营养， 于
是他购书拜师， 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
为政治思想充电， 又找来各种报刊资料， 学习深圳，
学习广州、 上海以及国外的各种科学管理案例， 总结
出在北京的城乡结合部， 不适合搞全部分田到户， 比
较适合搞集体经济发展模式。 在艰难的探索中， 他带
着全村在努力前行。

当时的草桥村环境脏乱、 经济落后， 村民的文化
素质也不高， 很多村民靠捡拾破烂为生， 被称为 “京
郊破烂村”。 凭着对花卉产业的热爱， 从1991年到1996
年， 王茂春一直想把草桥村变成一个花卉村， 目标是
打造至少10家花卉企业。 然而， 由于市场不规范， 恶
性竞争严重， 这个夙愿始终没有实现， 每当做到七八
家的时候总有倒下去的。 王茂春发现， 这种分散经营、
小而全的发展模式已经不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

2000年， 不安于现状的王茂春又萌生新想法： 企
业改制。 通过土地资源整合， 转居不转工， 离土不离
乡， 土地变资产， 村民变股东。 草桥村成功进行了股
份制改革， 每个村民都变成了股东。 重新规划产业布
局， 统筹城乡发展， 先后成立了房地产公司、 物业公

司、 资产管理公司、 花乡花木集团， 建设了世界花卉
大观园、 成立了花卉组培科研中心， 从一个个小而全
的花场子阔步迈向了集团化、 专业化发展之路。 经过
十几年的滚动发展， 秉承着 “以绿引资， 引绿开发，
开发建绿， 以绿养绿” 的可持续发展思路， 草桥村经
济状况和环境面貌得到了彻底改变。

草桥花卉走向奥运颁奖舞台

2001年7月13日， 在莫斯科， 当国际奥委会主席萨
马兰奇宣布2008奥运主办权是北京那一刻， 王茂春的
心脏也加快了跳动： 丰台， 花乡！ 不是金匾， 用来炫
耀， 更不是枕头躺下睡觉， 弘扬历史需要行动， 不是
高音喇叭循环播放。 你花乡总说有七百年种花历史，
你今天有几项绝对技术？ 你有多少名优品种？ 你有什
么科研成果？ 你有几家品牌企业？ 你又有多少专业人
才？ 所有这些问号久久盘旋在王茂春的心头！

“草桥是花乡的一部分， 肩负着为花乡扬名的历
史重任！ 在我心跳加快的那一刻， 立即想到了百年奥
运， 千载难逢， 我们草桥一定要代表丰台花乡， 将我
们祖辈相传提炼精髓的花卉艺术， 送上奥运颁奖台！”

2008年， 王茂春投资近2000万元赞助北京奥运颁
奖花束。 他特意组建了奥运花卉配送中心， 在全国招
募了120人的花卉保鲜和花艺制作团队， 从设计到制
作， 从保鲜到运输， 往返31个比赛场馆， 行程近2万公
里。 他们以雄厚的实力和勇于奉献的精神， 荣耀地成
为了北京奥运颁奖花束和礼仪用花的独家供应商。

他们设计的花束 “红红火火” 还脱颖而出， 成为
受全世界媒体瞩目的奥运颁奖花束， “红红火火” 由
九只中国红玫瑰， 寓意九为至尊； “六片玉簪叶”， 寓
意金枝玉叶； “十三枝书带草” 寓意十三亿中华儿女；
“六枝随意草” 寓意六六大顺； “五枝火龙果” 寓意果
实累累， 一束鲜花把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得淋漓尽致！

“无与伦比的奥运成功， 有我们草桥人用心血、
用汗水浇灌的花蕾， 在世界人民眼中开放， 作为草桥
人 ， 作为花乡花木集团人 ， 我感觉无比的骄傲与自
豪！” 王茂春说。

2011年， 北京花乡花木集团又成为深圳第26届世
界大学生运动会鲜花服务供应商。 当 “红红火火” 奥
运颁奖花束和 “大运之光” 大运会颁奖花束闪耀在颁

奖台上， 被世界目光关注的同时， 花乡花木集团也在
收获来自社会各界的尊重和赞许。 王茂春被奥组委授
予 “奥运会突出贡献荣誉”， 并且荣幸地当选为奥运火
炬手。

全力服务保障世园会

随着企业的发展壮大， 人才的匮乏成为迫在眉睫
需要解决的难题。 顶着来自各方面的重压， 王茂春毅
然决然地对集团干部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启用年轻
人、 招募有才人。 先后招聘了60名研究生、 40名本科
生， 员工知识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 花乡花木集团员
工从改革前的80人增长到800人， 年营业额从七八百万
元， 猛增到现在的2亿元。 在各项改革措施的推动下，
草桥村总资产由王茂春上任前的500万元， 发展到现在
的150亿元， 从花乡15个村排名倒数第二， 一跃成为北
京村级净资产排名第一的全国文明村。 王茂春也先后
获得了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的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全国绿化委员会授予的 “全国绿化奖章”、 国务院授予
的 “全国劳动模范” 称号。

2019年， 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将于4月底盛大
开幕， 北京将作为外交、 世园会和园艺的三大主场，
弘扬绿色发展理念， 展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成果。 而
花乡花木集团作为高级赞助商， 也全力参与服务保障
世园会， 内容包括中国馆北京园、 生态花车 （全球首
个生态花车）、 丰台区立体花坛亮相世园、 国际馆公共
环境、 国际设计大师园 （英国园、 美国园）、 国际展园
（Aiph园、 苏丹园） 等。

在中国馆北京园的设计中， 王茂春和花乡花木集
团的设计师们独辟蹊径， 以雨燕为线索， 讲述北京的
园艺故事， 展现北京 “红墙百花 绿水青山” 的生态文
明建设成果。 为了全力服务保障好世园会， 整个花乡
花木集团付出了太多太多的心血。

“北京雨燕从记忆中的城墙根儿， 飞到原野花田，
飞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城市森林中， 讲述历史变迁
中的人、 园艺和北京和谐发展的故事； 在进行中国馆
北京园的服务保障时 ， 我们寄托了太多美好的心
愿 ， 愿我们生活的家园， 因为有园艺， 因为有鲜花绿
植， 而充满靓丽的色彩， 更加芳香动人。” 王茂春深情
地说。

位于京郊南城的草桥村， 如今已成丰台一张靓丽的名片， 彻底颠覆了人们对城乡结合
部脏、 乱、 差的印象， 展现的是这里的鸟语花香、 街道整洁、 出行方便、 邻里和睦、 服务
便捷、 老人健康长寿、 儿童快乐成长、 村民安居乐业、 就业增收有保障……这一切都离不
开北京花乡花木集团创始人王茂春几十年的倾心付出。 草桥村总资产由王茂春上任前的
500万元， 发展到现在的150亿元， 从花乡15个村排名倒数第二， 一跃成为北京村级净资产
排名第一的全国文明村。 而王茂春从一个种花卖花的农民， 一路走来成长为全国劳动模
范、 园艺大师， 带领花木集团走向了全国， 走进了世园会， 这里面都有着怎样的故事？ 世
园会开幕在即， 劳动午报记者走进了花乡草桥， 为您讲述园艺大师王茂春的人生故事。

爱园艺、 爱花草、 爱我们共同居住的家园！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 我们草桥发展紧跟时代脚

步， 全面区域规划， 产业布局合理， 村民就业有序，
经济发展稳定， 增长基础牢固， 未来前景乐观。 总结
发展思路最重要的一条， 就是牢牢把握住了 “花卉产
业发展” 这项草桥人的生命之源。

我们草桥人对花卉事业锲而不舍的追求， 对花卉
行业孜孜不倦的研究， 以及对专业人才求贤若渴的情
感， 用坚持不懈的努力， 吸引了来自全国的业内精
英， 成就了今天的北京花乡花木集团！

我在草桥当了二十五年干部， 从干花卉事业入
门， 钻研、 创新、 突破， 到领导草桥全面工作， 城市
化进程， 心里始终是把发展花卉产业作为轴线。

在几十年的奋斗里， 我始终没有中断对花卉产业
发展的研究和布局， 始终不忘对园艺的追求与学习，
园林景观的书籍爱不释手， 植物学的探讨观摩深入其
中， 花卉品种栽培技术过目不忘， 几乎满脑子都是植
物世界的各种吸引， 转念就想在我们草桥实现， 有时
候到了痴迷的程度， 联想到我们首都的城市发展， 绿
色发展不正是社会鼓励与大自然需要的吗？

作为草桥干部， 要有所作为， 眼下最需要的就是
行动起来， 动起手来， 激发起每一个干部的热情， 打
造草桥百花园升级版 ， 细腻到每一个角落 ， 注重
到每一个细节， 在员工中间起到带头作用， 行动起
来， 爱园艺、 爱花草、 爱大自然， 更爱我们共同居住
的家园！

我们所做的一切， 既有宏观远大理想， 顺应时代
潮流， 增加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 又
有微观经济学原理， 培养一代又一代的园艺师， 共同
驾驶好花卉品牌产业这艘航船， 劈波斩浪， 这样前途
光明， 后继有人， 基础牢固， 风华永驻， 让花乡特色
由我们草桥人传承， 让花卉事业在我们的手上、 我们
后人的手上， 书写更加璀璨的历史新篇章！

王茂春在花卉大观园为小朋友讲花卉的故事

王茂春向游客介绍花卉

王茂春在花丛中

从从草草桥桥走走出出来来的的园园艺艺大大师师

王茂春指导技术人员冬季植物的养护及修剪要点

我心中住着一个
花乡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