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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活中! 每个人都会有一个梦想

去承载希望"

%&'(

年出生的张耀也不例外"

)""&

年
(

月! 张耀瞒着父母参加了全市第三

批大学生村干部选拔考试!

&

月被选聘

到商水县邓城镇后史行政村! 担任村主

任助理"面对父母的不理解!张耀坚定自

己的选择! 怀揣着把书香融进麦香的梦

想!毅然来到后史村!开始了自己的村官

生活"

(

年来!张耀深植泥土!扎根乡村 !

做群众的贴心人 #激情创业 !卖掉房子

和汽车! 建起生态葡萄园# 青春飞扬!

求专家学技术!带领十几名村民养羊致

富$$他用青春和才华书写了一段段

精彩的人生篇章% 张耀的创业故事被多

家媒体报道!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张

耀也先后荣获 &河南省十大最美村官'(

&省十大杰出创业之星'(&省农村实用人

才'等
)"

多项荣誉称号%

扎根乡村 村官青春洒热土

&刚来做大学生村官时!一开始面对

的!就是村干部(村民们疑惑的目光!但

我却坚定地认为! 只要你踏踏实实做好

每一件小事! 那么你慢慢就会被群众理

解% ' 走上后史村主任助理这个工作岗

位!张耀立即投入到工作中去!他揣着民

情日记!带着暖民之心!走家串户!了解

民情民意%当时村民提得最多的是!村里

的道路还是泥土路!一遇到下雨天!道路

上满是泥泞%

谈起修路前的情况!张耀用&晴天一

身土!雨天一身泥'来形容当时的状况%

了解到群众的想法后!张耀意识到!为村

民修一条水泥路是他到村里工作后最紧

要的事情%于是!他积极寻求上级有关部

门的帮扶!争取国家资金为村民修路%张

耀多次到县市扶贫办(发改委(交通局(

国土局等部门申请政策和资金帮扶% 最

终!他的艰辛付出给村里带来了回报)上

级决定拨付资金
%!"

多万元%同时!张耀

又动员村民捐资
%"

万元!为村里铺设了

一条长
*

公里(宽
!+,

米的水泥路%

村里的道路修好了! 可是道路上没

有路灯!同样影响村民夜晚出行% 于是!

张耀又争取资金! 在新修好的水泥路上

安装了
(,

盏平安灯! 既方便了村民出

行! 又使村内面貌得到很大改善% 渐渐

地!村民们接纳了这个勤快(开朗的大学

生村官%

&村里人多地少!平均每个人不到一

亩地!村民大部分种植粮食作物!村民的

收入就不高%'张耀介绍说!当时!为让村

里发展经济!带领村民致富!他通过上网

查资料!看电视上的*致富经+等栏目!想

方设法帮助村里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致

富道路%一个偶然的机会!张耀了解到城

市里各种羊肉汤馆很多! 对羊肉的需求

量也很大! 而且村里农作物的秸秆随意

丢弃! 他便萌发了把村民不要的农作物

秸秆利用起来发展肉羊养殖业的想法%

为了让村民看到养羊有好的前景!

他向家里要了
%

万多元钱! 找来有养殖

经验的合伙人!在村里带头养起羊来
-

为

确保养殖成功! 张耀通过实地考察和在

网络上与肉羊养殖户进行交流学习!向

有养殖经验的前辈取经% 经过不懈的努

力! 张耀在村里首创的养羊项目获得了

成功% 目前!在张耀的带动下!周边已发

展养殖户
'"

多家!肉羊存栏
)"""

余只!

农作物秸秆的回收与利用! 既为养殖户

节省了大量的饲养成本( 保护了生态环

境!又消除了火灾隐患%

邓城叶氏猪蹄的制作工艺有着几百

年的历史!但是!传统的作坊式生产规模

较小!销量上不去%张耀了解到这一情况

后!积极收集邓城猪蹄的传统文化资料!

找专家探讨适合目前生活习惯的现代工

艺保存包装技术% 为了申请食品安全认

证!张耀与邓城猪蹄的传承人多次到省(

市( 县的技术监督部门跑手续! 完善资

料! 购买食品加工设备建成了现代化的

生产车间%在张耀的帮助下!真空包装后

的&邓城猪蹄'被销到全国各地!几年来

累计增加销售收入一千多万元%&叶氏猪

蹄'的传承人叶中合在包装箱上印着&村

官张耀帮扶!名吃香满神州'的口号!来

表示对张耀的感谢%

播种梦想 创业让青春闪光

)"%"

年夏季!张耀在周口一家超市

看到
,"

元一斤的葡萄! 感到挺稀奇!觉

得这种葡萄味道特别甜! 而且果肉细润

耐运输% 张耀介绍说!邓城紧挨着沙河!

从周口到这里有观光小轮船! 而且这里

还有叶氏庄园( 千年白果树等独特的旅

游资源!要是能在邓城建一个集旅游(观

光(休闲(采摘(销售于一体的生态旅游

葡萄园该有多好$$

说干就干%经过多次考察!在邓城镇

党委( 镇政府和县委统战部驻村工作队

的支持下! 张耀以每亩
'""

元的租金流

转了适合葡萄种植的邓城镇许村
%"!

亩

土地!并签订了五年合同%这五年的租金

需要一次性付清% 为了筹集到建葡萄园

所需资金! 张耀偷偷地把父母给自己买

的价值
*"

万元的房子以
!"

万元卖出!

又把父母掏
)"

万元给自己买的小轿车

以
%,

万元卖出!用这些钱将流转的土地

租金一次性付清了% 然后! 他又东借西

凑!加上银行贷款!百亩生态葡萄园总算

建了起来%

为了让葡萄品质优(味道甜!张耀先

后
'

次到河南省农科院果树研究所找专

家学技术! 通过引进新品种和科学嫁接

技术!把葡萄发展成为玫瑰味(茉莉味(

草莓味(菠萝味(樱桃味(荔枝味等
%"

多

种口味! 并由露天种植发展成为大棚种

植!使葡萄提前一个多月上市%为带动当

地群众发展果树致富! 张耀还创办了商

水县天力葡萄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

)"%!

年夏天!葡萄园内的架子上郁郁葱

葱!那些如水晶一样的葡萄!一串串地倒

悬在翠绿的叶片之上! 四面八方的游客

仿佛嗅到这里的芬芳!从周口(商水等地

络绎不绝地赶过来了% 到
)"%*

年!葡萄

园已经明显见到了效益! 张耀的努力也

得到了收获%

&整个示范园就一个占地
%""

多亩

的葡萄园! 这里种植的葡萄有荔枝(草

莓(玫瑰(茉莉(菠萝(樱桃等
%"

多个口

味和品种! 而且这些葡萄可以做到在不

同的月份上市!让人在不同的时间段!品

尝到不同口味的葡萄$$'

*

月
)&

日下

午! 记者走进邓城镇大学生村官创业带

富示范园! 眼前一棵棵葡萄树整齐地排

列着!碧绿的枝叶掩映下!一个个嫩枝正

奋力向上伸着触角! 努力地生长着$$

满眼的绿色顿时让人心情舒畅起来% 而

走进示范园中的几座温室大棚! 这里的

葡萄生长得更加旺盛! 枝叶下面已经结

出了幼小的果实!由于是在温室里生长!

采用无公害生态种植! 这里的葡萄最早

将在今年
(

月份上市%

磨砺自我 逐梦乡村写华章

浪花一朵!投身大海不会消逝#玉石

一颗!打磨愈久光华愈灿%

%&'(

出生的张耀是周口市川汇区

人!是一个典型的
'"

后城市小伙%

)"".

年!张耀从湖南长沙警官学校

毕业后! 进入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当上一

名实习民警%

)""&

年!一直在城市中生活的张耀

却萌发了要到农村去干一番事业的念

头!可当把这个想法告诉父母之后!却得

到了反对的意见%

&人家都往城里跑 ! 你却往农村

跑$$'&父亲在农村干了半辈子!为的

就是让自己的孩子成为城里人$$'&你

是大学生!在城市里怎么也能找个工作!

去农村能做什么, ' $$面对家人的反

对! 张耀并没有放弃要到农村去创业的

念头%

)""&

年
(

月!张耀偷偷参加了全市

第三批大学生村干部选拔考试!

&

月被

选聘到商水县邓城镇后史行政村! 担任

村主任助理%

&以后!你就别进这个家门了-'当张

耀把考上大学生村官! 要到后史村去当

村主任助理的消息告诉父母之后! 经商

多年的父母坚决反对% 父母的不理解并

没有使张耀退缩! 怀揣梦想的张耀没有

放弃自己的选择! 毅然来到后史村做了

一名大学生村官%

)"%%

年元旦放假!张耀没有回周口

见父母! 而留在了葡萄园里做葡萄架的

模具% 可是!让他想不到的是!父母从周

口来看望他了!一见到儿子的狼狈相!再

看看儿子双手(耳朵都被冻得结了疤!张

耀的父亲哭了! 认为儿子在这里太 &受

罪'!想让儿子放弃!去参加招警考试%可

是! 倔强的张耀却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梦

想!又一次拒绝了父亲的要求!并一个劲

地表示!不管多辛苦!既然干了!就一定

把事情干好%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在
*

月
)'

日

举行的周口市第二届创业大赛决赛中!

张耀从众多参赛选手中脱颖而出! 获得

一等奖! 有幸成为创业标兵! 并将获得

%"

万元的现金奖励和
,"

万元至
%""

万

元的小额贷款支持%谈起今后!张耀有着

自己的打算! 种植的葡萄以市民采摘为

主!并利用网络平台!在网上销售% 他还

准备在葡萄园搞小棚! 既可以抵御自然

灾害! 又能让葡萄提前半个月成熟% 同

时!还搞盆栽!让葡萄不仅拥有食用性!

更具有观赏性%

染得泥土香!筑牢青春梦%&如今!父

母也支持我在农村创业的想法! 对我的

做法也都表示了理解和支持%'采访结束

时!张耀说!实现个人的理想和价值!不

一定要在城市里! 在农村这片广袤的田

野上!我的梦想已在泥土中生根!相信不

久的将来! 它定能结出芳香( 甜美的果

实%

+,-#./012

记者 马四新 实习生 刘迎迎

(!

岁的丁西祥退休前在市疾控

中心上班! 优越的成长环境和良好的

教育! 使他在面对
&"

多岁的岳母时!

用自己的言行传承着中华民族的传统

美德...孝道%

岳母患病前!平时只要有空闲!丁

西祥就会去岳母家看看! 从进家门起

他就开始忙碌着!扫地(擦桌子!给老

人洗衣服 %

)"%"

年
.

月岳母患病以

后! 丁西祥就把岳母接到自己家中以

便于照顾% 岳母偏瘫在床!每天早上!

丁西祥第一件事就是帮岳母穿衣(刷

牙(洗脸% 做饭总是依着老人的口味!

只要她想吃什么!丁西祥就做什么!并

事先仔细地将鱼刺(骨刺挑掉%他还每

天帮岳母翻身!擦洗身子% 一年到头!

从不怠慢%岳母爱干净!他总是把岳母

的衣服床单洗得干干净净% 老人感动

地说)&我早就把他当成自己的亲儿子

了%'这么多年!老人无论大病小病!总

是第一个给他打电话%如今!老人精神

舒畅!根本不像
',

岁的老人!邻居说

她有福气 ! 她说 )&都是女婿照顾得

好%'丁西祥却说)&服侍老人没有什么

大事!就是这些点点滴滴的小事%再说

了!结婚以后!岳母就是妈!就应该像

对待自己妈一样真心地对待她% '

有一次! 丁西祥下班刚一进门就

听见岳母在哭!赶忙过去一看!原来岳

母不小心把痰盂碰翻了! 看着满地板

的屎尿! 丁西祥赶忙打扫好房间并抱

来了干净褥子和褥单! 又弄来热水和

毛巾!这边擦洗!那边换铺盖% 直到忙

活完了!岳母睡在温暖的被窝里!他才

把窗户打开!通风换气%

丁西祥用他的言行和孝心感染着

周围许多人% &谁家没有老人, 谁没有

年老的时候,我伺候老人!只是做了天

下儿女最应该做的事情%'丁西祥朴实

的话语诠释了大孝至爱的真情%

3456789:;<=

记者 马四新 实习生 刘迎迎

陈亮是周口农行西城支行一名普

通员工!

)"""

年从部队转业至农行后!

他以敬业履行责任! 借坚守铸造忠诚!

凭热忱成就服务! 用爱心谱写感恩!赢

得了同事和社会各界朋友的交口称赞%

陈亮常说)&服务就是以热忱真诚

对待客户- '

)""'

年
.

月的一天!天气

炎热!一位醉酒客户在陈亮的窗口办理

汇款业务后!拿着回执单就晃晃悠悠地

离开了大厅!把随身带着的皮包忘在了

柜台上% 陈亮发现柜台上的皮包!赶紧

翻看传票!利用传票上客户的身份证号

进入系统!查找客户手机号码(家庭住

址等资料% 电话联系无果!陈亮下班后

又找到客户家里!把失物物归原主%

部队生活造就了陈亮过硬的军事

素质!西城支行每次举行安保消防演练

都要求他进行示范和评估!帮助网点改

进安防盲点%长期的安保工作实践和丰

富的防控经验!也使陈亮在安全保卫工

作方面的才干愈发突出%

)""*

年
(

月!

一个行迹可疑的年轻人来到陈亮所在

柜台处!陈亮暗自提高了警惕%不多时!

那位年轻人果然拿出凶器和自制炸药

包! 逼迫陈亮拿出
%"

万元钱% 陈亮见

状!一方面冷静地锁上款箱!做好警报

防卫工作! 另一方面沉着地与其周旋!

为逮捕工作争取宝贵时间%由于陈亮的

果敢机智! 加上公安人员的高效布控!

歹徒被成功制服%

生活中的陈亮是个无私奉献的大

好人% 他经常通过红十字会捐献书本(

衣物给穷困地区的人群!定时去周口流

动献血站无偿献血%更多时候陈亮会跟

随义工组织! 带着慰问品到福利院(敬

老院!照顾抚恤失亲儿童(孤寡老人%多

年来!陈亮累计献血
!)""

多毫升!在义

工组织工作达
%&"

个小时!前往敬老院

福利院看望探视弱势群体
,"

次! 帮助

他们解决了许多生活问题%

>? !"#@ABC9DEFGHIJKLM

本报讯/记者 窦娜0&这些志愿者想

得太周到了!不仅为我们免费体检!还给

我们准备了免费早餐% 我们一定好好打

扫卫生! 让我们的城市更干净% '

,

月
%

日上午!在市区五一文化广场!刚刚体检

完身体的环卫工人李师傅高兴地说%

城市的清洁离不开环卫工人的辛勤

劳动! 为了向这些辛勤的劳动者送上劳

动节的祝福和真挚的关怀!

,

月
%

日!市

机关事务管理局志愿服务队( 周口义工

协会( 金海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爱心

单位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周口分公司联合

开展 &关爱马路天使 共建周口文明'活

动! 免费为市区
%)"

名工作在一线的环

卫工人体检%

当日
.

时许! 志愿者们开始在广场

上忙碌起来!有的搭设帐篷!有的搬体检

仪器!有的负责准备早餐$$

'

时许!体

检正式开始!环卫工人陆续来到广场上!

接受血压(血糖(心电图等检查%&干我们

这行的!每天都得扫垃圾清理尘土!以前

从来没体检过! 也不知道自己身体啥情

况%这次活动好!体检完可以知道平常该

注意点什么%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爱心

企业和爱心人士关注我们! 我打心眼里

感到高兴! 因为我们的工作在社会上得

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可与尊重% 这份尊

重与肯定也将激励我们继续坚守岗位!

干好清洁工作! 让我们的城市更加靓丽

整洁% '看着志愿者们忙得满头大汗!不

少环卫工人表示%

&环卫工人是工作在一线的劳动者!

举办这次活动是为了让他们更加了解自

己的身体状况! 使隐藏的各种疾病能够

早预防(早发现(早治疗!同时也希望通

过我们的爱心行动能让更多的爱心企业

和爱心人士关爱环卫工人! 珍惜他们的

劳动成果% '主办方告诉记者!接下来他

们将继续为市区内的环卫工人进行免费

体检%

昨日!市国民体质监测中心中医为市民把脉号诊$ 近年来!市体育局建立的市级

国民体质监测中心和体检中心以及在县&市%区'建立的国民体质监测站点!做好对

不同人群体质的监测!并同有关部门一起!加强科学健身方面的指导!提供医疗保健

等方面的服务!对我市全民科学健身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记者 沈湛 摄

DEFNOPQ>RSTUVWXY

本报讯 &五一' 假期期间! 我市

公安机关精心组织! 周密安排! 全面

落实打防管控各项措施! 全力以赴做

好安全保卫工作% 全市没有发生重大

群体性事件! 没有发生重大交通( 火

灾等安全事故! 社会治安秩序总体平

稳! 人民群众度过了一个平安和谐的

节日%

为确保 &五一 ' 假期期间的安全

与稳定! 市政府党组成员( 市公安局

局长姚天民对节日安保和社会稳定工

作作了专门安排部署! 各县 /市0 公

安局均成立了由一把手任主要责任人

的安全保卫工作领导小组! 层层落实

了责任 ! 确保了各项措施落到实处 %

节日期间 ! 全市公安民警在岗在位 !

加强了对案件多发区域( 多发时段和

重点要害部位的防控! 做到 &白天见

警车! 夜晚见警灯'! 及时发现( 打击

现行违法犯罪活动 % 加强了
%%"

指挥

中心的值班力量! 提高了接处警效率%

加强了治安管理 ! 清查宾馆 ( 饭店 (

录像厅 ( 茶社 ( 网吧 ( 电子游戏室 (

歌舞厅( 美容美发厅( 休闲屋( 桑拿

洗浴( 废旧物品收购站点( 建筑工地(

出租房屋等各类场所% 强化了交通管

理! 查处酒驾( 超速行驶( 超员超载(

机动车无牌无证等交通违法行为! 突

出客运车辆( 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和

客运驾驶人查处工作! 有效整顿了行

车秩序%

&任君箫'

文明市民风采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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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绿色葡萄生态园介绍葡萄管理情况张耀与(出彩周口人)采访组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