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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卢好亮 通讯员 丁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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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左右# 刚在郸城县人民

公园人工湖游泳上岸的冬泳爱好者周立

志隐约听到湖中心传来微弱的$救命%声#

抬头望去#只见一个人正在湖中挣扎& 周

立志来不及多想#$嗖%地一下扑进湖里#

奋力将落水者救出&

施救过程中#落水者一把抱住周立

志#周立志连呛了几口水#大喊'$不要乱

动#如果你抱住我#咱俩都没命&%周立志

一边游一边安抚落水者&由于天气凉(水

温低#加之已经消耗了大量体力#周立志

感觉不太可能把落水者拖到岸上& 他发

现在距离他们
$%

多米的地方#有一个人

工湖施工时留下的水泥平台&于是#周立

志用尽浑身力气将落水者拖到水泥平台

上& 稍作休息后#周立志又游上岸#从车

里拿了个游泳圈# 最终把落水者背到附

近的一个简易房休息&

#%

多分钟后#他

看到落水者已无大碍才离开&

今年
!%

多岁的周立志#是郸城县海

尔产品的总代理#是一名冬泳爱好者&当

天下午#他去人民公园人工湖游泳#游了

一会儿#感觉水太凉#就上了岸#刚上岸

发现有人落水&

$每个人遇到这事都会伸手施救#这

是我应该做的& %记者了解到#周立志是

郸城县慈善协会的一名志愿者# 平时经

常参与慈善活动# 到敬老院和孤儿院为

老人(孩子们捐款捐物&

事后了解到#落水青年冷某#是郸城

县城郊乡冷庄村人& 当天他与朋友到人

民公园游玩# 在朋友的怂恿下跳到湖里

游泳#由于水性不好#加上对湖里的水况

不了解#一下水便不知所措#差点丢掉性

命&

!

民生!专题组版编辑!童晓霞 韩志刚 电话!

!!&&!%'

!"!"

年
"

月
#

日 "(#$%&')*+,(-)*.'/+,-#

!"#$%&'()*

记者 徐启峰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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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前# 他是鹿邑尾毛集团的一

个小小办事员# 因看到尾毛在化妆品行

业的巨大潜力#毅然辞职#怀揣
1%%%

元

钱#只身来到天津寻找机会&一番努力拼

搏# 他从看似无路可走的绝境中杀出一

条生路#创办了自己的企业#不仅生产人

工尾毛原料# 更将产业链延伸到化妆刷

行业#年产值达
1%%%

多万元#与世界三

大知名化妆品公司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尚风云#他可真有两把刷子)

"小货郎#勇闯天津卫

尚风云出生于
.&2.

年#是鹿邑县郑

家集乡人& 高中肄业后#他一时找不到

工作#曾在乡里卖过扫帚和洗头膏& 当

时有一种小包装的$黑妹%洗发液#批发

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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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4

袋 # 市场价能卖到
!

毛钱 &

$我骑着自行车一个村一个村地跑 #每

天都卖不少#能赚几十元& %尚风云对经

商产生了浓厚兴趣&

#&

岁那年#他进入鹿邑县尾毛集团

上班#做一名业务员#同时负责办公用

品采购& 鹿邑县是全国著名的$尾毛之

乡%#有着
/%

年尾毛加工历史#产量占全

国市场的
5%6

以上&

当时鹿邑县尾毛生意非常红火#造

就了一批富翁#尚风云觉得在公司里领

一份死工资不是长久之计#自己单干应

该能做出名堂&

1%%1

年#不安于现状的

他毅然辞职#前往天津做尾毛推销生意&

他的起步实在微不足道# 赴津只带

了
1%%%

元现金&当时尾毛有$软黄金%之

称#一斤好的尾毛就要一两千元#想把一

单尾毛生意做下来# 没有三五十万元是

不行的& 他这点资本#够干什么呢*

但尚风云无所畏惧# 他认为创业要

趁早#如果等到有钱了再创业#可能永远

创不了业&他的策略是$指山卖磨%#联系

买家#组织卖家#自己做中间人赚利差&

在来天津之前# 他曾找了二三十家供应

商#向他们说自己一旦拿到订单#可以先

发货后付款# 有两家供应商答应了他的

请求&货源的事情不花一分钱解决了#他

只要找买家就行了&

淳朴勤劳开生面

在天津市做尾毛生意# 首先要与天

津市尾毛厂建立联系& 天津市尾毛厂负

责人梁先生同时兼任天津市畜产品进出

口公司总经理的职务#当时尾毛行业里#

所有出口都要经天津市畜产品进出口公

司才能销往海外&

想见梁先生很难#尚风云连续去了几

次#都吃了闭门羹&他也不气馁#就在梁先

生的公司门口等候& $每天上班时#我提前

到他们公司门口#看到梁先生的车从门口

经过#我就朝他挥挥手#打个招呼& %就这

样#尚风云和梁先生混了个脸熟&

过了一段时间# 一天梁先生下班从

尚风云身边经过时#主动上前搭话#还请

他到附近的饭馆吃了顿便饭& 梁先生告

诉尚风云'$河南人名声不好# 坑蒙拐骗

的事经常发生#我很难信任你& %尚风云

向他解释#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哪里都

有好人和坏人#周口是老子故里(礼仪之

乡#民风是非常淳朴的& 梁先生笑了笑#

不置可否&

生意没有开张# 尚风云的日子过得

很苦#他住
!

元
4

天的小旅馆#吃饭能省

就省#主要是泡面#以至于现在他闻到方

便面的味道就想吐#$就是那时吃伤了%&

/

个月后# 就在尚风云快要失去信

心的时候#梁先生给他介绍了一笔生意'

向韩国宝胜公司供货& 与尚风云一同向

这家公司供货的尾毛商有十多家# 尚风

云是份额最小的#只占
!6

&

根据当时的行业标准# 每批尾毛的

包装材料不能超过总重量的
26

&一些供

应商为了多挣钱#对原料进行掺假#而尚

风云一直严格按照标准执行# 这让他几

乎无利可图&

1%%"71%%!

年是尚风云最

困难的时候# 当时从鹿邑老家发到天津

南站的货# 如果重量不超过
1%

公斤#送

货地点不超过
#%

公里#他都是骑三轮车

去送# 这样一来一回能省十几元钱的汽

车票钱#比他一天生活费还多&

淳朴勤劳的尚风云渐渐赢得了合作

方的信任#他的尾毛生意越做越大#

1%%&

年的总产值已达
#!%%

万元& 当时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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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尚风云#在业界算得上是一个成

功人士&

毅然转型天地宽

1%%2

年#亚洲爆发金融危机#蔓延全

球#沉重打击了尾毛行业#许多企业关停

并转#尚风云的企业也遇到危机&在这种

情况下#尚风云冷静分析#金融危机造成

的困难局面一定会改变# 人类爱美的天

性不会改变#只要能撑住就会迎来转机&

怎样在危机中出奇制胜呢* 尚风云

把目光盯向了人工合成毛产业& 当时国

外已经成功研发了人工合成毛# 性能与

传统尾毛相差无几#价格却低不少#国内

有
/

家生产人工合成毛的厂家# 尚未形

成主流& 尚风云意识到#早晚有一天#人

工合成毛会替代羊毛# 自己不提前下手

的话#很可能就要落后&

1%%&

年# 尚风云在天津郊区租了一

个
1%%%

平方米的厂房# 重金聘请日韩专

家指导#生产人工合成毛& $当时我手里

有二三百万元#为了请日本韩国的专家来

指导技术#花掉了一大半& %尚风云说&

事实证明他的选择是对的 &

1%%&

年# 人工合成毛在市场上占的份额不足

!6

#而现在已占据半壁江山#尚风云凭

借先行之利#人工合成毛销路极好#成为

行业翘楚&

大卖四方化妆刷

$淡扫蛾眉朝至尊%# 这句流传很广

的诗# 说明自古以来化妆刷就很受美女

的欢迎&尚风云在做尾毛生意的同时#也

尝试着做化妆刷&

最初他做的是$大路货%#一把刷子

也就卖几块钱#多的十几元#主要供应国

内&

1%%&

年#人工合成毛试产成功后#他

开始尝试用这种原料做高端化妆刷#日

本$资生堂%对他的化妆刷非常看好#委

托其生产#与化妆品合卖&

1%#%

年#尚风

云生产出化妆刷经典名作+++资生堂

#/#

刷子# 随资生堂化妆品一起畅销全

球#成为全球化妆刷销售冠军&这种刷子

有多个系列产品#少则几十元一把#多则

上百元一把&$现在淘宝网卖得最火的还

是这种刷子#基本都是我生产的& %尚风

云自豪地说&

他搞出这么大的动静# 在业界一举

创出极响的名声# 随后他与全球知名品

牌雅诗兰黛(丝芙兰洽谈#很顺利地建立

了合作关系# 成为他们最主要的化妆刷

供货商#份额都占到
5%6

左右&

1%#/

年#尚风云在天津市津南区征

地近
#5

亩#建设厂房
"'%%

平方米#招募

工人
1%%

多名#并联系了
/

家工厂#为他

们做半成品加工&

1%#"

年#尚风云的伟鹏刷料有限公

司售出化妆刷
"%%

多万支# 今年产品更

是供不应求#

/

月初的时候#工厂的生产

计划就已经排到了
'

月份# 预计今年的

销售量将提高到
'%%

万支&

在我们采访尚风云时# 中国游客在

日本疯抢马桶盖的新闻正引起国内舆论

一片哗然&我们问尚风云怎样看待国货#

他充满信心地说#其实国货不差#精品很

多#以化妆刷来说#$中国造%产量目前占

到了全球的
2%6

# 质量都能达到世界领

先水平#希望消费者相信国产品质#对中

国制造多一点信心&

安身立命靠诚信

$无论做人还是做生意#诚信是第一

要义& %尚风云如是总结他的成功之道&

他回忆说# 当初接到第一笔单子为

韩国宝胜公司供货后# 事先答应他先拿

货后付款的一家鹿邑尾毛供应商# 在供

了
/

万元钱的货后# 由于担心收不到货

款#终止了供货& 在困境中#他遇到了一

个雪中送炭的贵人&

这位贵人名叫梁新民# 是鹿邑县一

家百货店老板#并未接触尾毛生意&尚风

云在鹿邑县尾毛集团上班时经常去他店

里采购办公用品#刚开始梁新民会问他#

要不要把发票数额填高一点# 每次都被

尚风云拒绝&从这件事上#梁新民看中尚

风云的人品#当尚风云开口向他借钱时#

梁新民没有拒绝# 一把拿出
1%

万元钱#

帮他渡过了难关&

1%%!

年# 尚风云把借梁新民的
1%

万元钱还上&

1%%5

年#尚风云赚了
5

万

块钱#拿来
/

万感谢梁新民#梁老板无论

如何也不要# 高兴地说'$我就知道自己

当年没有看走眼& %

受我国人口红利断裂等多重因素影

响# 近几年来# 许多企业出现招工难现

象# 在沿海城市尤为明显& 相当一部分

企业为留下产业工人# 会在春节前扣发

工资# 待来年再发& 尚风云对此举不以

为然# 每到过年# 他都把工人的工资结

算清楚# 及时发放& $靠迟发工资来留

人 # 太不仁义 # 也必定留不住人心 &%

尚风云说&

对于未来的发展#尚风云说#他们在

做大规模的同时#将努力扩大网上营销#

$化妆刷非常适合在网上卖#现在一些网

店贩卖假货#造成极坏影响#我想这是我

的机会#好刷子一定会有人识货的& %对

此#尚风云极有信心&

尚风云在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镇 尚风云和!出彩周口人"采访组人员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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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马四新 实习生 刘迎迎

在川汇区七一路办事处有这样

一位老人 #群众亲切地称他为 $群众

文艺活动的领袖%& 他就是
5'

岁的周

口市工信局退休干部钱立义&

钱立义老人退休后并没有清闲

下来 #而是一心想着发挥余热 #帮助

退休老人寻找精神寄托#使他们老有

所乐 & 为了丰富退休老人的晚年生

活 #他多次和大家沟通交流 #经过数

月的筹备#于
1%%1

年
2

月#组建了$周

口夕阳红舞蹈队%#并担任队长&

几年来#$夕阳红舞蹈队% 在钱立

义老人的带领下# 不断发展壮大#队

员人数由原来的十几名发展到几十

名# 现在拥有骨干成员
11

人&

1%%/

年#钱立义老人又组建了周口第一支

中老年模特队和第一支老年合唱团&

每逢重大节日 #他们都有计划 (有准

备地排练各种节目并进行演出#通过

各种表演形式歌颂党( 歌颂祖国(歌

颂社区的好人好事& 他们不仅在本社

区演出# 还走出去参加其他社区及单

位的演出#受到了群众的欢迎和好评&

每次组织活动时# 队员们只要遇

到编排训练上的疑问# 都会向钱立义

老人请教 # 他总是认真地分析 ( 解

答# 面对面地指导动作& 每次排练结

束# 他都是汗流浃背# 浑身酸痛# 却

没有一丝怨言&

这支老年文体队不仅活跃了社区

的文化生活# 给社区的精神文明建设

增添了色彩# 还让一些退休老人走出

家庭#走向社会#广交朋友#真正让他

们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既强身健体愉

悦精神#又丰富了晚年生活&队员们团

结友爱#有事情都会互相帮忙#在这里

找到了精神的寄托&

钱立义老人说# 他最大的心愿就

是让退休老人都能够拥有一个精彩

的晚年生活& 为了这个追求# 他积极

配合社区工作#继续发挥着余热#让文

明之风吹进千家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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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马四新 实习生 刘迎迎

郑俊霞是淮阳县烟草分公司的一

名普通客户经理# 工作十余年来# 她

坚持 $客户事情无小事% 的原则# 待

客户如亲人# 与辖区客户结下了深厚

的情谊&

郑俊霞的工作是每周对辖区
#!%

多个客户走访一次 & 在她服务的大

连( 葛店乡# 客户分散的行政村( 自

然村较多# 客户最远的有近
/%

公里&

尤其是下起雨来道路泥泞不堪# 一趟

回来就是一身泥水& 但是无论天气多

么恶劣# 她都坚持走访商户# 每天的

行程至少
!%

公里# 一年下来就有一

万多公里& 十余年来几乎天天如此#

细算一下# 她走访的里程已经能够绕

地球二三圈了&

郑俊霞不仅爱岗敬业# 而且助人

为乐& 在
1%#1

年的一次走访中#她偶

然听说了大连乡客户李德英的遭遇'

李的儿子
#%

多年前出车祸身亡#儿媳

带着孙子外出打工# 给他们老两口留

下一个孙女#日子过得很清苦#老两口

为供孙女上学#摆了个烟摊#现在孙女

已经上高中了#开销越来越大#老两口

省吃俭用亦十分吃力& 郑俊霞了解情

况后#主动资助李德英的孙女#为她买

生活(学习用品#一有空就到学校看望

她#了解她的生活学习情况#把她当自

家孩子一样对待& 李德英的孙女见人

就自豪地说'$郑阿姨待我可好啦& %

今年#郑俊霞荣获$淮阳县文明市民%

称号#奖品是一台冰柜&她回去和丈夫

一商量#家里的旧冰箱还能用#就把获

奖冰柜给李德英老两口送去了# 这样

老人可以在夏季卖点冷饮#多挣些钱&

当冰柜送给李德英时# 老人眼里含着

泪水说'$俊霞这闺女真是个好人) %

十多年来# 郑俊霞多次被评为先

进个人#对于荣耀#她从不自傲#依然

奋斗在岗位的最前沿& 对她来说'$生

命就像霞光# 云彩更多# 霞光才愈美

丽& %

+,-./0123456789:;

本报讯
!

月
"

日#周口市公安局治

安和出入境管理支队根据群众举报#成

功侦破我市首例 $德州扑克%赌博案#现

场抓获涉嫌赌人员
#!

人#缴获赌资
'

万

余元及面值
#%

万余元的筹码&

$德州扑克%曾作为一种智力竞技运

动而风靡全球# 我国也曾多次举办过全

国性的德州扑克大赛&这种被誉为$聪明

人的游戏%的活动#近来竟然成了部分人

获取不法利益的赌博方式

$五一%期间#市公安局治安和出入

境管理支队接到举报称# 川汇区文明路

某俱乐部内有人利用$德州扑克竞技赛%

进行聚众赌博& 接报后#警方高度重视#

对该赌博方式进行研判分析# 并迅速派

出民警对举报线索进行核查# 决心依法

查处#不让这种赌博形式蔓延&民警连续

三天对该点进行侦查走访&经调查发现#

该德州扑克俱乐部赌场位于较为隐蔽的

一个房间# 赌博时玩家先拿现金在俱乐

部老板处换取与现金相等值的筹码#筹

码面值分为
#%

元(

!%

元(

#%%

元(

!%%

元(

#%%%

元
!

种#筹码颜色也不尽相同& 参

赌人员在赌博的过程中# 用筹码作为赌

资#最低赌注
#%

元#上不封顶&赌场内有

专门的$荷官%#$荷官%除负责发牌外#还

负责为赌场幕后老板$抽水%& 每场赌局

中赌场都会抽取总赌注的
!6

作为 $水

钱%& 为逃避公安机关的打击#该赌场每

天晚上
&

点开始#并在楼下设立暗哨&

!

月
"

日晚
1/

时#市公安局治安和

出入境管理支队组织数十名民警对该赌

博场所进行突击查处# 现场抓获涉赌人

员
#!

人#查获$德州扑克%赌桌
#

张(扑

克
#

幅(赌资
'

万余元及面值
#%

万余元

的筹码& 经查#犯罪嫌疑人牛某!男#汉

族#

1'

岁"为获取暴利#通过网络渠道购

买$德州扑克%赌博工具#招募申某!女#

汉族#

11

岁"为$荷官%#于今年
"

月底开

设赌场# 先以发筹码打比赛为诱饵吸引

玩家#从
!

月
#

日起#开始收取现金卖筹

码进行聚众赌博#从中抽取渔利&

目前# 犯罪嫌疑人牛某以涉嫌开设

赌场罪被刑事拘留# 为赌博提供条件的

申某(刘某(李某及参赌人员罗某(韩某

等
&

人分别受到治安拘留并处罚款的处

罚&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任君箫 马磊$

文明市民风采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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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洪长

发生在成都街头的$暴力殴打女司

机%事件连日来持续在网上发酵% 行车

记录仪视频表明& 这是一起典型的因

!路怒" 引发的极端事件% 透过网民议

论&联系近年来频频出现的因开车斗气

引发的交通事故和纠纷&我们应该反思

和追问的是'在一个快速前行的汽车社

会中&我们的文明与素养如何跟上飞奔

的车轮(

不管打人事件发生前两车有多大

的!别扭"&男司机!将人像物品一样踢

打"的街头暴行都应该受到严厉谴责和

法律严惩% 如此嚣张的暴力伤害&不能

因!有愤怒的理由"而被原谅% 而网络上

那些!该打"!打得好"的杂音&既是混淆

是非对生命的不尊重&更是以暴制暴思

维对法律底线的漠视%

女司机的!野蛮"变道的确是整个

事件的诱因%通过行车记录仪还原的现

场&我们不难发现&这种违法变道行为

会产生巨大的危险性% 之后&双方互相

别车)口角直至发生暴力&!野蛮"违法

驾驶行为和!路怒"一步步将双方带入

险象环生的境地% 在这个过程中&但凡

有一方稍微克制)礼让一点&都不至于

使事态升级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我国已连续多年位居世界汽车产

销第一大国&很多城市快速步入汽车社

会门槛% 在城市中开车出行&碰到刮蹭

等事故司空见惯% 行车途中&意外难免&

如何更好地管理和控制自己的情绪&关

系到自己和他人的双重安全%手握方向

盘时动不动就着急上火&跨越文明和法

律的底线&一不小心就会!集小错而成

大患"% 因此&成都发生的这起恶性事件

值得每一个!有车族"躬身自省&心中无

戾气&行车才能安%

!女司机被殴" 事件的是非曲直并

不难判断&当事人必须承担的后果自会

由法律裁决% 在后续的网络发酵中&一

个危险的倾向应引起警觉'肆无忌惮的

!人肉搜索"&侵犯当事人隐私&甚至捏

造事实混淆是非&这种行为同样是在踩

法律的红线& 是一种网络空间的危险

!野蛮驾驶"%

公交车)出租车为赶时间常常野蛮

超车)变道*飙车党深夜横行&既扰民更

!玩命"*路口肆意加塞)远光灯使用不

规范)喇叭摁起来没完++我们时常在

城市中目击的道路交通乱象说明&在汽

车社会刚刚起步的当代中国&与驾驶相

关的文明素质仍有很多课要补% 一个成

熟)文明的汽车社会&离不开法律和规

则来纠错纠偏&但更需要所有驾驶者在

日常出行中对文明驾驶点滴践行)悉心

维护&努力营造和谐有序的汽车社会氛

围%

!新华社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