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离家寻梦 灵宝扎根

马红蕾，1969年出生于江苏省南通市

启东县。马红蕾的家乡位于黄海之滨，距

离大海只有十几里路，从小喝着海风长大

的她，胸怀宽广、性情倔强，不达目的誓不

罢休。

她的家虽然在沿海地区，又是家里唯

一的女孩子，但在学生时代的她也饱尝了

贫寒之苦。恢复高考制度以后，她参加了

决定一生命运的高考，可是命运似乎有意

捉弄她，连续两年高考，她都是以一分半之

差金榜无名，最终与梦想的大学生活失之

交臂。那时候，马红蕾才19岁。

名落孙山对马红蕾打击很大，她无颜

面对父母，更不想面对那些曾经和她朝夕

相处考上理想大学的好友，不服输的念头

让她萌生了外出闯一闯的念头。她不想和

村里那些失学的女孩子一样，在村子周围

打打工，然后找个婆家嫁了了事。这时，她

想到了远在河南灵宝的奶奶的娘家。在那

个陌生的地方，没人认识她，而且灵宝属于

山区，经济发展落后，人们的生活水平肯定

很差，马红蕾便想着到灵宝后跟人学医，说

不定医生这一行业，在那里会吃得香。就

这样，带着天真的梦想，怀揣500元钱瞒着

家人悄悄出发了。第一次出门，而且还是

出远门的她，随身只携带了一本医学方面

的书籍，再无他物。坐在火车上不知道自

己要去的灵宝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带着好

奇就这样踏上了去寻求自己未知的人生道

路。

理想与现实总是有很大的差距。马红

蕾到了灵宝以后，才发现自己在来此之前

的想法有多么地天马行空不切合实际，马

红蕾的这家亲戚当时并不是很富裕，根本

没有能力在经济上给她提供帮助。怎么

办？老待在别人家里吃闲饭终归不是个办

法！不行就到街上转转，看有啥生意可

做。她一个人在灵宝的大街小巷转了几

天，发现灵宝的饮食行业很兴盛，在街上随

便摆个摊也能赚钱，于是，她想到了家乡的

风味小吃。说干就干，去街上买回来两张

小餐桌和几把高凳子，就这样马红蕾开始

了她的第一个生意。

一天、两天，她的锅前倒是有不少人在

围着看，看她做家乡的糍粑，可就是没人

买。无论她咋说周围的人们也不舍得掏

钱，因为好多人没见过，她的生意失败了。

这个不行，换——卖饺子，因为她发现

北方人爱吃饺子。她开始留意看人家怎样

包饺子，还掏钱买人家的饺子，带回家再掰

开，看里边包的是什么，然后再学着包。

当马红蕾觉得自己掌握了包饺子的技

术可以独立开张时，她发现随身带的钱已

让她折腾光了，她不得不回了一趟家。因

为她独自一人不吭一声地从家里跑出来已

经一个多月了，家里人很为她的安危担心，

母亲因为担心她、想她，整天都在泪水中度

过，所以当她风尘仆仆回到家里时，一家人

恍如做梦，高兴极了。小弟弟在她周围寸

步不离，生怕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姐姐一

眼看不见就又走了，妈妈赶紧给她做平时

最爱吃的食物。

但马红蕾这次回来，是为她的生意开

张筹措资金的，她想尽一切办法，说服了家

人。为了让家人放心，她答应把自己的弟

弟一并带去，最终她得到了家里人的支持，

这次她拿走了家里全部的积蓄，总共是900

多元。

回到灵宝，马红蕾拿出150元钱买了

一辆架子车，又置办了炉子、锅、碗、桌

子、板凳，她的饺子摊正式开张。由于她

从来没有用过煤球炉子，所以把握不住炉

子的规律，炉子的火势很难掌握，有时候

没有人吃饭火焰熊熊，而吃饭的人来了，

火焰已经烧过头了，刚换的煤火一下子上

不来，一段时间下来，生意很不景气，从

家里带来的钱也花得快没了。年关将至，

为了让千里之外的父母放心，马红蕾安排

弟弟先回家。这次马红蕾又失败了，为了

生计，她打算过完年先寻个工作，攒点钱

再说。

1990年春节刚过，马红蕾经亲戚介

绍、担保，被灵宝市科委下属的易拉罐厂聘

用，每月工资180元，尽管工资低点，工厂

的规模也不大，只有200名工人，但毕竟是

一家正儿八经的厂子，还是国营单位，马红

蕾很知足。她拿出自己的全部本领，全身

心投入工作，虽然只是一名小小的业务员，

可在业务上她很下工夫，因为她心里明白，

她是个外地人，要想取得别人的信任就要

拿出点真本事，否则别人怎么会看重你

呢？两个月后，因为工作突出她被破格提

拔为业务副厂长，从此她在这里鼓足了劲

儿一干就是7年。从1990年到1997年，马

红蕾把自己一生中最美好的年华给了灵宝

易拉罐厂。

在此期间，马红蕾也开始了自身的知

识装备，她心里清楚要有更大的发展，没

有知识是不行的，自己仅有的高中文化程

度是绝对满足不了日新月异的市场经济

发展的需要。于是，她自学取得了武汉大

学的大专文凭，获得了“经济师”职称证

书。

1997年，马红蕾衣锦还乡，在老家办

起了一家食品厂，在她的精心管理下，食

品厂从小到大不断发展，在老家启东县占

有一席之地。

2001年，马红蕾重返灵宝，并且加盟

“嘉百利”酒厂，担任总经理，为灵宝果品产

业化发展奉献了一己之力。

2003年到2007年，马红蕾再回老家，

投资开办服装厂，生意做得风生水起，手里

也积攒了一笔不薄的资金。

2009年，马红蕾最早投身的灵宝易拉

罐厂变更为灵宝市灵大房地产开发公司，

马红蕾受邀入股经营，成为灵宝市灵大房

地产开发公司的主要经营者。

从1989年离家出走至今，马红蕾的

事业发展一直是在灵宝、启东两地，马红

蕾自己也从一名花季少女成长为一名老

成持重的女企业家，还在灵宝建立了家

庭。

20多年的风霜雨雪，马红蕾实现了自

己当初的梦想，她手里不缺钱了，但她总觉

得自己的事业不应停留在此，应该有新的

突破、新的发展，而未来的发展之路究竟在

哪里呢？

历经坎坷 初尝胜果

2009年，就在马红蕾加盟灵宝市灵大

房地产开发公司后不久，一个机遇摆在马红

蕾面前，公司有一块14亩的闲置土地，这块

地位于尹溪路北段与新华路东段的交叉

地，地理位置优越，如果把这块地开发，建

两幢家属楼，绝对是大好事，但公司欠外债

500万元，如2009年12月30日前还不了

这500万元外债，这块土地的所有权就归

债权人了。

马红蕾根据自己多年来积累下来的

商业经验，认准了这块地的商业价值，但

500万元的资金令马红蕾焦急万分。马红

蕾利用自己多少年来攒下的人脉，通过各

种关系筹措资金，朋友们都答应帮忙，可

是500万元要想在短时间内凑齐，也不是

一件容易事，眼看着时间在无情地流逝，

朋友们的资金还没有到位，马红蕾感到希

望越来越渺茫，已经是12月29日了，资金

问题还没有进展，马红蕾已经在心里做好

了放弃的准备，但轻易不服输的性格，又

使她不甘心就这么眼看着让别人把公司

的土地拿走。

2009 年 12 月 30 日下午，命运之神

终于向马红蕾露出了微笑！朋友向她

送来了答应的资金，500万元的现款凑

够了，接到朋友送来的资金，马红蕾激

动得热泪直流。她挺进灵宝房地产市

场的梦想终于呈现出希望的曙光。当

时的灵宝房地产开发市场正处于雏形，

开发商只有三四个人，市场机制不健

全、制度残缺。许多好心的朋友劝马红

蕾不可冒进，但马红蕾天性中的那股倔

劲儿上来了，谁说女子就不能搞房地

产，本人就是要在房地产市场弄出个名

堂。

马红蕾以灵宝市灵大房地产开发公司

的名义注册资金300万元，开始了对这块

土地进行开发。上马之前，她走遍灵宝的

房地产市场，看看别人的建筑风格，然后决

定自己的发展道路。

马红蕾拥有的这块土地往西是灵宝

一小和一中，与学校毗邻，可方便家长们

接送孩子，在这里建住宿小区，绝对符合

家长们的需求。考虑到这一层因素，马

红蕾在公司董事长吴留生的提点下给小

区起了一个十分响亮的名字——清华

园；再者作为灵宝新区，这个地方缺少一

家大型的综合性超市，将来小区开发，临

街的一幢楼，下面可设计成大型超市，方

便小区居民生活。

马红蕾又特别请广州大学设计研究

院河南分院设计图纸，根据新区的消费

人群和灵宝市的人文风貌，“清华园”的

建筑风格为传统的中式建筑，古朴大方

同时又不失文雅，房屋设计分为 95、

105、128、138、153、160等规格，满足各

个不同消费层次的需要，楼房共两幢，一

幢 12层，一幢 26层，整个小区建设，计

划工期450天。

管理方面，马红蕾聘请南方有相应资

质的工程管理技术人员，加强对工程技

术质量的管理，工程进度每天一小结，

10天一汇报；成立了专门的工程部、行

政部、销售部、财务部、物管部等管理部

门，各部门团结拼搏合作共进，形成了

强大的凝聚力；营销方面，采取五个方

面的措施：一、实实在在搞小区建设，楼

群布局房屋建筑规范化科学化，以完整

的配套设施，过硬的物业管理，吸引广

大业主选择“清华园”；二、充分利用小

区紧邻学校，迎合家长们重视教育望子

成龙的心态，响亮地打出了“住清华园，

圆清华梦”的广告词，旗帜鲜明地宣传

“清华园”的区位优势；三、切合消费群

体的实际，以优惠的消费价格，让利广

大消费者，让客户花不多的钱，住上配

套设施完全的房子；四、利用节假日进

行促销活动，邀请影视文艺界、灵宝“梨

园春”戏曲演出吸引客户观看，借此机

会宣传“清华园”，让更多的人知道“清

华园”，入住“清华园”；五、对销售人员

进行培训，每天开会，交流销售情况，以

资金挂钩的激励机制，鼓励销售人员售

房，在观念上树立以公司为家的思想，时

时处处维护公司的利益。

进军地产 饱尝辛酸

投身于“清华园”小区建设，马红蕾可谓

尝尽了人生的酸甜苦辣，甚至在工程队无理

取闹最困难的时候，撒手不管的念头也曾闪

过，但天性善良的马红蕾干不出这种伤害消

费者利益的事，她宁愿自己吃亏自己赔钱，

也不能让灵宝的住房户们掏了钱住不上房

子。

由于对房地产市场缺乏经验，选错了

建筑队，致使马红蕾在步入房地产市场之

初便承受了市场对她的打击。

第一次地下工头袁某，借用河南天河建

筑有限公司的资质骗得灵大公司的信任，取

得了“清华园”工程的建筑承包权，但在施

工过程中，马红蕾发现袁某的工程队现有

的技术、资金力量都与其所说的资质力量

不相符。通过深入调查，马红蕾才了解此

人的真实情况，此人长期在房地产市场从

事欺骗活动，以骗取违约合同金为目的，其

实就是一个皮包公司，于是马红蕾迅速采取

措施，解除了和袁松岭的承包合同。

工程紧接着被以刘某为负责人的涧桥

建筑有限公司灵宝分公司承包，按照合同

的规定，当建筑工程出地上一层时，支付第

一批工程款，但是在工程干到正负零的时

候，此人开始违约，以强硬野蛮的手段要求

提前支付工程款。无奈之下，2001年5月1

日，马红蕾与这家建筑队签订了补充合同，

同意支付正负零前的工程款650万元，以

后每建成5层，支付工程款的5%，全部工程

结束后，支付工程款总量的80%。根据合

同规定，建筑队提供的施工计划全部工程竣

工时间应为2012年5月2日，但在灵大公司

已经付建筑队工程款约93%，超付工程款

600多万元的情况下，这家建筑队至今没有

交付工程。不仅如此，建筑队的负责人又巧

立名目，以增加合同以外的钢筋调差等，要

求灵大公司多支付建筑队900多万元的款

项，在遭到拒绝后，便纠集社会上的黑恶势

力，以追要农民工工资为幌子，采取堵塞交

通、锁门、拴狼狗、用铲车推垃圾堵售楼部的

大门等行为，影响了“清华园”的各项工作的

正常进行，严重毁坏了“清华园”良好的对外

形象。看到难以达到他们的目的，这家建筑

队的负责人不得不同意让造价公司计算双

方的账目，算清账目后再处理双方的纠纷。

在那些日子里，马红蕾的情绪低落到

了极点，她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屋子里，回想

“清华园”的风雨历程，自己所经历的酸甜

苦辣，真想放声大哭一场，一泄心中的愤

懑。她不明白现实生活中，为什么一个女

人想干一番事就这么难，在痛苦的反思中，

她后悔当初进入房地产市场，使自己如今

置身于夹缝之中进退维谷。所庆幸的是，

她的管理层中有许多人坚定不移地支持

她，在危难中挺身而出帮助她化解危局，公

司董事长吴留生坚定地跟她站在一起，一

次又一次给她支持，给她激励，并从精神上

给予她强大的支柱。

因两次错用建筑队，导致工程工期拖

延不能按时交付，由此带来的经济损失不

可估量，马红蕾咽下了这杯苦酒，毅然采取

弥补措施，把由此带来的损失尽可能降低，

以积极的行动重塑“清华园”的形象，赢得

客户们的信赖，并争取以最快的速度将商

品房交到客户手中。

截至目前，“清华园”280 余套房子

70%已预定，并已有四五十家住户入住装

修；大型商场“新合作清华园购物商场”已

于2012年12月隆重开业运营，如今生意兴

隆，客户络绎不绝，为涧东新区平添了一道

亮丽的景色。

大鹏展翅 好梦终圆

生活中的马红蕾，完全是一个贤淑女性，

在家洗衣做饭，相夫教子，不忙的时候常常和

孩子们聊天、谈心，出门买菜或者买衣服的时

候爱和别人搞价钱。在社会上，马红蕾也乐

于助人，对周围的弱势人群，极富同情心。

2013年10月，在“清华园”工地上，来

自东北的青年男子奚某进行窗户的外装

潢时，违规操作楼房电梯，从26楼摔下当

场死亡，奚某的家属不明真相，又受到某

些别有用心之人的鼓动，租来冰棺陈尸

“清华园”售楼部前，并请来一帮乐队吹吹

打打，对“清华园”产生恶劣影响。

其实奚某是和灵宝一家装潢公司合作，

在那家装潢公司和“清华园”签的合同上明确

规定安全自负，但即使这样，马红蕾仍然从同

情弱者的立场出发，认为死者为大，与其争执

不休，不如让死者早日入土为安。在这件事

上，“清华园”没有责任，但从人道主义出发，

给死者家属5万元钱，迅速埋葬死者。马红蕾

的做法令奚某的老父亲感动万分，老人家涕

泪交流地说：“感谢马总！感谢‘清华园’！这

都是我们的不对，真对不起你们！”

谈起灵宝的房地产开发市场，马红蕾感

慨万分，她希望政府职能部门在房产市场举

步维艰的关键时刻，能在办理相关手续的方

面提高效率，尽量减少办事程序，按政策帮

助开发商办完手续，以减少不必要的资金周

转费用和损失，帮助已购房的客户完善商品

房的所有手续，从而得到法律的保护，减少

不必要的社会舆论；从宏观调控上，政府应

当在政策上给予积极的引导和支持，这样才

能使目前业已存在的房地产开发市场机制

健全规范有序良性的竞争，同时也给了房地

产开发企业生存的空间，减少很多社会矛

盾，减缓开发商肩头的重担。

对自己未来的发展，马红蕾说：“尽

管房地产开发让我饱尝人世间的酸甜苦

辣，但我对房地产开发仍然充满了情

感。我已经踏进了房地产市场，并且在

摸爬滚打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当初对

房地产市场一无所知，尚且挺进了这块

天地，如今房地产开发市场也日臻完善，

自己没有理由退缩，因此今后要继续开

拓房地产市场，为灵宝房地产开发市场

书写新的一页！”

如果一座崛起的城市是一只展翅欲

飞的大鹏，那一座座拔地而起鳞次栉比

的楼房，就是那大鹏的翅膀，而像马红蕾

这样的开发商们，就是在这翅膀上淋漓尽

致地演绎着他们的梦想，让他们的梦想在金

城上空飞翔！

清华园小区实景房效果图

梦想在金城上空飞翔
——访灵宝市灵大房地产开发公司总经理马红蕾

□本报记者刘景华通讯员夏峻 文/图

在豫西大地的金城——灵宝市，一句“住清华园，圆清华梦”的广告语广为流传；在灵宝的房地产开发
市场，一个来自沿海发达城市的女性就像这座城市的音符，为这个古老的城市播放出一曲曲优美而动人
的旋律，为这个城市经济的发展铺砖垫瓦。一个敢于创新的女性，她就是——马红蕾。

马红蕾，衣着简单、大方得体，面目清秀，说话温声细语给人温文尔雅的感觉。就是这样的文静女性，
依靠智慧和才干，克服各种困难，活跃在竞争激烈的灵宝房地产市场，并且在这块古老的热土上，用拔地
而起的楼房，书写自己大写的人生。清华园小区外景

清华园小区售楼部外景

清华园小区楼盘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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