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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是个中西合璧! 古今兼容的独

特城市" 是个令人神往而充满梦想的地

方#

#$

年前"年少的张玉峰从老家郸城

来到天津"在这里"繁重的劳动和残酷的

环境没有击碎他的梦想$ 凭借自己的勤

学苦练"从洗碗工起步"张玉峰在天津餐

饮行业闯出了一片自己的天地$

每个人的成长都是一种蜕变的过

程"从幼稚走向成熟"从逆境走向成功$

张玉峰亦然$他的人生正如一场盛宴"演

绎的正是一个草根阶层追求财富梦想的

艰难历程$

初见张玉峰" 他给人的第一印象是

朴实%精明!有魄力$谈及他的创业经历"

张玉峰感慨道"机遇固然很重要"但更需

个人的努力奋斗$

当洗碗工"他暗记菜谱配方

%&'&

年夏季"

%(

岁的张玉峰上完

初中二年级" 就再也没有去学校上学$

用他的话说 " 学习成绩不好 " 非常厌

学 $ 考不上大学 " 又不甘于在家种庄

稼" 怎么办& 思前想后" 他想出去寻找

属于自己的那片天地$ 之后" 他背上行

囊" 和一个朋友一起来到天津" 去了一

个饭店" 当上了洗碗工" 每月工资
)$

元$ 饭店没有地方住" 晚上" 他就和其

他伙计把几个凳子摆在一起当床睡觉$

当然" 也有找不到工作的时候" 他甚至

和一些工友住在路边的桥洞里过夜$ 那

时找工作很费劲" 老板给多少工资他都

干$ 后来" 他还是固定在一家饭店当学

徒" 每天早上
(

时就起床练习刀功" 晚

上下班后他自己练到第二天凌晨
%

点才

睡觉" 特别是冬天" 手冻得青一块紫一

块" 然后是溃烂% 流血" 就这样苦练了

一年$ '当时我只有一个念头" 厨师凭

着自己的手艺每月能拿到
#$$

元工资"

而我只拿到
)$

元"我暗下决心"一定要

当厨师"每月挣到
#$$

元$ (

思想支配行动"打那时起"每逢师傅

做菜时张玉峰都是认真细致地观看"生

怕遗漏了任何一个环节# 每天晚上下班

后" 张玉峰总是要完成一个必不可少的

功课" 用笔认真记下厨师做菜时所用原

料的种类和比例"酸甜咸辣都了然于心"

然后睡觉时在脑子里反复回放" 直到睡

着#早上起床后"张玉峰所做的第一件事

还是熟背头一天晚上记下的做菜的配

方"直到每一个配方都烂熟于心#

就这样 " 只要饭店菜单上有的菜

品" 配方和做法都被他背得滚瓜烂熟#

当然" 众多学徒中" 张玉峰也是刀功最

好的#

#在外边发展不好"我就不回家了$

在饭店当了一段学徒后" 由于张玉

峰表现突出"师傅就让他学配菜"开始炒

菜# 到
%&&(

年时"他的工资也涨到了每

月
'$$

元#此时"跟着他出来打工的媳妇

张云在饭店当服务员" 每月工资也能挣

*$$

元# 但是时间不长"由于老板嫌张云

是位女性"就把张云给辞了#'后来我想"

媳妇只有学一样手艺才能挣到高工资"

我就让她去了美容院学习美容技术"当

时她的学徒工资仅仅每月
+$$

元# (张玉

峰说"张云学习技术特别上心"白天在技

校学习"晚上回家再练"为了熟练掌握美

容技术" 她每晚就为张玉峰的工友免费

洗头洗面" 每晚洗完最后一个就是凌晨

一点半左右" 自己再收拾一下" 一般来

说"她睡觉是在凌晨两点半左右#为了节

俭"每天早上"张玉峰夫妇都是只花
%

元

钱买两个馒头%两根油条充饥#看到张云

这样执着"她的老板也动了恻隐之心"本

来应该收
#$$$

元学费"老板决定只收她

%$$$

元钱"'当时我就毫不犹豫地向朋

友借了
%$$$

元的学费"让媳妇在这家美

容院学了两个月# (张玉峰介绍"幸运的

是"当年临近春节"天津中冀宾馆招聘服

务人员"经考核"张云被顺利录用"月工

资
%+$$

元"并且还有提成#从那年起"张

玉峰老家的田地也不种了" 他在天津看

到了生活的希望#

开美容店挣了第一桶金

就在张云上班半个月后" 她学美容

技术时的店老板由于要去香港发展"打

算转让门店" 张云就和张玉峰商量能不

能接手这个美容店# '当时一间
($

平方

米的门面房每月租金就得
%'$$

元"加上

设备每月租金就得
#$$$

元"再聘两个师

傅每月又得
#$$$

元"这样每月的花费就

得
'$$$

元左右"这样一想"我当时害怕"

就拒绝接收这个店面# (张玉峰说"后来

店老板激将他"身为男人要敢做大事"不

能畏首畏尾#为了赌气"张玉峰硬着头皮

接下了这个店面#

刚开始生意不景气"怎么办呢&张玉

峰就想办法# 那时候" 减肥在天津很盛

行" 张玉峰就请了两个来自东北的减肥

技师"以四六分成的形式与其合作"减肥

技师挣
%$$

元"张玉峰可以收获
($

元的

提成"这样一来"原本赔钱的生意逐渐有

了利润#后来"张玉峰的美容店又以优惠

的价格与一些单位合作"吸收团体客户"

生意逐渐红火了起来#爱人照顾店面"张

玉峰继续做自己的厨师"每月工资
+,$$

元#就这样"他们夫妻二人挣够一万元就

存一个定期存折"没想到"不到两年时间

竟然存了
%+

万元# 对于张玉峰来说"挣

钱后的第一感觉就是孝敬父母" 为了给

父母提供一个很好的生活环境" 张玉峰

拿出
(

万元在老家郸城县城买了一套三

室一厅的住房" 把父母接了过去#

%&&&

年"他在老家县城又买了第二套房子"这

时" 他们夫妇发家致富的事迹被家乡人

传为美谈#

做餐饮"他生财有道

又过了两年" 也就是在
+$$%

年"张

玉峰打开自己的存折一看"又存了
%+

万

元"这一次"他还是想到了买房子"他想

要拥有一处属于自己的门面房" 这样也

更方便自己搞经营# 张玉峰夫妇拿出积

蓄"又借了些钱"以
%(-'

万元在天津市

河东区买了一间
,$

多平方米的门面房"

开了个火锅店"由他的二姐照应"当时生

意特别火#同时"他自己又开了一家百饺

园水饺店#水饺店生意很好"有些开着豪

车的老板也来吃他的饺子" 每天营业额

从
%+$$

元到
%,$$

元" 后来营业额达到

+$$$

多元"甚至此处开发的门面房也因

为张玉峰红红火火的生意带动" 也畅销

了许多#

致富后的张玉峰又想起了住在老家

的父母" 他想把父母接到天津来也好有

个照应# 之后"张玉峰花了
+'

万元在天

津买了一套三室一厅的住房" 把父母接

到了身边#

由于张玉峰为人很仗义" 老家人在

天津有困难到他这投靠的也就多了"'有

钱后不能忘本"只要有亲戚邻居来投靠"

我都会尽力而为帮他们解决问题" 如果

真的没有办法帮他们找到工作" 我也会

给他们拿路费让他们能够平安到家#(张

玉峰介绍"曾经一次有
%+

个老乡在他家

住了一个月后才找到工作#

最难忘的是非典那年" 当时张玉峰

生病发烧烧到
#&-,

度" 又不敢去医院"

也不敢告诉老板"只有吃退烧药"一片不

行两片"就这样烧了
#

天"整天都晕晕乎

乎# 烧到第四天晚上" 实在是挺不过去

了"他才到医院检查"结果打一次退烧针

病就好了"'就在我看病的那天" 酒店着

火了"电一时间不能接通"那几天的时间

里"可真是受了不少罪# (厨房像个小闷

罐"炒菜时"张玉峰赤着光脊梁"老板给

他敷湿手巾降温" 有时用舀子舀水往他

的身上浇#

连锁经营争创餐饮名牌

+$$*

年"张玉峰一个朋友的大酒店

转让"年租金
#$

万元"张玉峰租了下来"

凭着诚信"头一个月营业额
(

万元"第二

个月达到
%'

万元"后来生意一直也很红

火# 三年后"每年的房租也飞涨到
($

万

元"张玉峰最终舍弃了这个项目#

同年" 张玉峰的另一个朋友在天津

万达商城的比萨店"要以
%$

万元的价格

转让"张玉峰毫不犹豫地接了下来"直到

现在"生意一直很红火#

目前"张玉峰还经营着一个
%)$$

平

方米的酒楼和一个
&$$

平方米的 '老船

吧(饭店#

#

月
+%

日晚"记者一行在'老

船吧(看到"饭店内客人爆满"在门口排

队等候的也有不少客人#张玉峰介绍"这

个饭店刚开业
*

个多月" 投资了
#$$

多

万元"目前每天营业额
*

万元左右"计划

下半年再开二到三家连锁店#

'生意淡季时"我们夫妻二人就到北

京%上海等地的相关市场进行考察学习"

以求在餐饮行业做得更好#(为了能打造

自己的餐饮品牌"把生意做大做强"张玉

峰走的是品牌化时尚餐饮连锁经营的路

子"

+$%$

年" 他在天津注册登记了金豆

子餐饮有限公司#如今"他在天津已经拥

有
%

家近
#$$$

平方米营业面积的饭店%

酒楼# 近期"他正在郑州考察市场"打算

在郑州搞一家连锁经营的音乐串吧"并

让他的音乐串吧成为时尚#

如今的张玉峰开上了奔驰轿车"也

住上了价值
#$$

万元的空中别墅" 拿他

的话说)'作为一个农村孩子" 能开上奔

驰"住上洋房"就这也算知足了# (下一

步"他要把他的连锁店逐渐铺开"打造成

全国知名的餐饮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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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原谅杨树犯的错
本报讯*记者 徐启峰+进入暮春"周

口市区又见满天飞舞的杨絮"市民出行!

锻炼受到影响"存在安全隐患"易过敏体

质者更是不堪其扰$年年岁岁絮相似"岁

岁年年人烦心$ 大约有
%$

年了"每到春

夏之交" 杨絮就成为市民热议的话题$

为什么杨絮这么多&有办法治吗&带着这

些问题" 记者于近日采访了川汇区林业

站站长晋图强$

晋图强介绍" 周口市区之所以出现

杨絮扰人的景象" 是因为杨树种得多$

+$$'

年"他们曾对市区所种树木进行过

一次普查"杨树占了绝对优势"达到
&$.

左右$

杨树为什么这样多& 晋图强说"近

%$

年来"全市上下积极植树造林$ 我市

的植树造林工作一直强调'多样性!本土

化!因地制宜(的原则"把'多样性(放在

首位$根据林业种植经验"一旦某个树种

占据绝对优势"就易暴发病虫害"以前我

市榆树!桐树种植较多"都曾出现过严重

的病虫灾害$

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受利益驱使"

'多样性(很难保证"杨树种植就是一个

典型的例子$近
%$

年来"杨树以成材快!

价值高备受青睐$

+$$'

年前后"一立方

米杨树可以卖上千元"生长期不过
%$

多

年" 相对于榆柳椿槐等本地树种具有明

显的经济效益" 成为植树造林的第一选

择"在农村尤其受欢迎"田间地头基本种

的都是杨树$

杨树多了"病虫害却没有大暴发"这

是因为我市近年来采用先进的'空防(技

术"用飞机给林带洒药$ 虫害抑制住了"

杨树生长良好" 另一个副作用,,,杨絮

就凸显出来"每年春夏之交漫天飞舞"形

成另一种意义上的'灾害($

'杨絮是有一些副作用"但任何事情

都要一分为二地看 $ ( 晋图强说 "'从

+$$'

年以来"川汇区新增了
+

万亩的林

地"杨树是立了大功的$ 树林多了"最明

显的变化是鸟多了"现在在城市街道"麻

雀! 喜鹊到处飞翔" 以前比较少见的鹌

鹑!野鸡!野鸭"也都在市郊出现了$还有

看不到的好处"如涵养地下水源!改善空

气质量等"可以说"市区小环境的改善"

有杨树的莫大功劳" 我们不能因为杨絮

飞舞而全盘否定它$ (

为什么不能搞些不飘絮的替代树种

呢& 晋图强介绍"在国家造林规划中"周

口处于商品林基地" 这决定我市必须保

持相当的用材林比例" 性价比极高的杨

树在长时间内都将是我市最重要的树

种$对于杨絮问题"我市近年来也采取了

一系列措施"增加植树品种的多样性"如

在商周高速入口处两侧新建了
,$$$

亩

林地"全部是绿化景观树$再加上近年来

杨树经济效益有所下降" 农民种植的积

极性有所下降" 杨树占的比重虽然没有

普查数据支撑" 但确实已经降下来了"

'今年的杨絮已没有往年那样厉害了($

'杨絮飘舞的问题以后会缓解"但不

会很快消失"杨树有大功"我们是不是应

该容忍它带来的小错误呢& (晋图强说$

;<=>?@ABCD

记者 马四新 实习生 刘迎迎

+$%*

年
%

月
%&

日" 在外打拼的西

华县址坊镇杨姓夫妇带着几个老乡一

年打拼挣的十多万元工资" 匆忙往家

赶"到家后却发现钱不见了$ 靠开电动

三轮车拉客谋生的青龙岗社区居民李

保捡到这笔巨款后"在原地等了一个多

小时没见失主来领"便把钱交到西华县

公安局刑警大队$在西华县公安局刑警

大队的帮助下"这笔巨款完璧归赵$

据李保回忆 "

%

月
%&

日
%$

点左

右"一男一女从西华县西关汽车站坐他

的三轮车到老消防队附近$把他们送到

目的地后李保继续拉客$ 十多分钟后"

一名乘客上了李保的车"发现车厢内放

着一个女款提包和一部手机"便告知了

李保$李保一看便知这个提包是刚下车

的那两名乘客的" 他当即把提包保管

好"继续拉客$

'别管里面有钱没钱" 提包落在我

车上了" 我就得试试看能不能找到失

主$ (李保说"他把乘客送达目的地后"

立即返回到那两名乘客下车的地方找

寻失主$可他在原地等了近一个小时也

没有等到失主$晚上回家"他找来邻居"

当着大家的面打开提包"希望通过提包

里的证件找到失主$ 打开一看"大家都

愣了"包里装的全是百元现金$ 因为不

会操作智能手机"他们始终没把失主的

手机打开$

第二天"李保和家人一大早就赶到

西华县公安局刑警大队"把提包和手机

一起交给民警$民警通过包里的身份证

件联系到了失主$

采访中"李保告诉记者)'我认为这

是自己应该做的" 不是自己的东西"就

应该还给别人$ 我不能昧着良心做事$

这只是一件小事" 没什么值得赞扬的"

换做是别人也会这么做$ (李保质朴的

语言彰显了当代农民高尚的道德情操

和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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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马四新 实习生 刘迎迎

信访工作被称为'天下第一难($正

因如此"许多人感慨地说"信访工作难

干"能力强的不愿意干"没有能力干不

好$ 然而"项城市光武办事处信访办主

任高益民同志却无怨无悔地选择了信

访工作" 始终坚守在信访工作的第一

线$ 在从事信访工作的
)

年多时间里"

高益民经手处理的信访案件达
#$$

多

件"接待的上访群众超过
+$$$

人次"办

结率达
&'.

以上"曾多次被评为项城市

优秀信访干部$

+$%+

年" 在项城市第一人民医院

新址征收土地过程中" 高益民不怕困

难 " 在刘郑楼自然村苦战一个多月 "

直到年末辞旧迎新的爆竹声响起" 他

依然在做群众的思想工作" 为后期第

一人民医院新址顺利建设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

凡是在光武办事处范围内发生的

信访案件! 重点矛盾纠纷和重点人"高

益民都能掌握其基本情况" 为党工委!

办事处研究解决这些疑难问题提供准

确!有效的依据$ 为了解决群众反映的

问题" 他常常代理信访人跑腿办理案

件"不厌其烦地在相关主管部门和上访

人之间来回奔波" 有的要跑上几十次$

在他的不懈努力下"大多信访事件都得

到了圆满解决$

高益民常说)'这是一份光荣!骄傲

的职业"我既然选择了信访工作"就必

须爱岗敬业"乐于奉献"认真做好每一

件事"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 (这就是高

益民 "朴实却踏实 "心系群众 "为民谋

利$他用实际行动向人们诠释了爱岗敬

业!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了一名基层

信访工作者的时代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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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窦娜+记者昨日从市

慈善总会获悉" 中华慈善总会第四届理

事会第三次监事会议将于
,

月
%+

日至

%,

日在我市召开$

据了解" 中华慈善总会理事会监事

会是中华慈善总会的内部监督机构"由

总会机关和部分团体会员单位不同岗位

的工作人员组成$ 监事会履行监督!调

研!咨询!建议和其他交办事项及协助部

室业务工作等职责"重点监督财务"同时

对重大慈善项目和一些敏感问题全程监

督"并可主持或参与对问题的查处工作$

据介绍" 当选监事会监事的人员必

须是对慈善事业作出突出贡献或在慈善

领域有一定影响力的人物$ 我市慈善工

作者刘百里便是其中一人"他于
+$%#

年

当选为第四届理事会监事会监事" 是唯

一一名来自基层的慈善工作者$

在平安辖区创建活动中!扶沟县公安局包屯派出所民警深入辖区开展矛盾排查化解工作!做到早发现"早化解!把各类矛

盾纠纷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 图为民警在辖区走访群众$ 李龙喜 路素青 摄

%老船吧&营业大厅 张玉峰在厨房指导员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