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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女总是引人注目! 最近网上热炒

的"全国各省第一美女#评选!毫无意外

地博得诸多网友关注$ 就像一千个读者

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对美女的评判

标准也是见仁见智! 但能登上各省美女

榜首的! 肯定有相当的群众基础! 比如

说%山东范冰冰!河南马艳丽$

在美女当道&青春无敌的今天!在时

尚界出道
"#

余年的马艳丽能够夺得这

个草根评选的桂冠!"颜值' 并非制胜因

素!更主要的在于她用自己的经历!演绎

了一个灰姑娘变公主的励志故事% 出身

穷乡僻野!做了
$

年运动员!练过多个项

目( 因伤退役后转战万千繁华的
%

台!

为中国夺得第一个)世界名模'称号(再

度转型!创建公司!做时装设计师!引领

中国高级时装定制风向$ 多年来她一直

站在时尚的塔尖!散发恒久魅力!是中国

当之无愧的"时尚天后'$

&

月初!"河南第一美女' 马艳丽回

周口老家探亲!接受"出彩周口人'采访$

一袭中性黑装& 略施粉黛! 遮住旅途劳

顿&身患感冒带来的不适!马艳丽清清爽

爽出现在我们面前$

$

年运动生涯"因伤留下遗憾

马艳丽此次回老家! 是为侄子喜得

贵子贺喜!她在自己的微博里高兴地说!

自己荣升为"姑奶奶'$

马艳丽的老家在郸城县李楼镇!这

里像豫东平原的所有乡村一样! 民风淳

朴$在镇里街道上!偶尔会看到三轮车拉

着彩礼的迎亲队伍!肥猪披红戴花!走在

队伍的最前面$镇里还保存着传统风俗!

结婚当天新郎家要拉上一头猪送到女方

家!也有送活猪的$曾经有那么不太走运

的一位新郎!在迎亲路上!猪跑脱了!新

郎顾不上结婚!跑去撵猪了**

马家是镇里寻常人家! 马艳丽的父

亲是一名教师!在村里有很高威望!身材

亦高!有一米九多!母校是一名农妇!她

在家里排行老三! 有两个哥哥和一个妹

妹$想必是继承了父亲的基因!马艳丽小

时候 "见风长'!

$

岁就达到了
'()"

米!

比班里的所有男生都高$ 这样的身材让

她时不时感到苦恼! 但也促成了她的第

一次转行+++当运动员$

'*$)

年!郸城县体校招生 !发现了

身材高挑的马艳丽$

'*$&

年洛杉矶奥运

会!中国打破金牌零的突破!在全国范围

内掀起一股体育狂潮! 奥运举国体制全

面推行!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当一名运

动员不仅意味着跳出农门! 而且有机会

为国家挣得无上荣誉! 是一个十分有前

途的职业$

马艳丽怀着叱咤赛场的梦想! 离开

家乡!开始游离不定的生活!随后的数年

间!她先后被送进周口市体校&河南省体

育运动中心!到全国参加各种比赛$在体

校里!马艳丽先是练打排球!后又改练赛

艇!还练过一阵手球&垒球!这个容貌极

其靓丽的女孩表现出了一般漂亮女生没

有的坚韧! 在运动生涯中取得一些不错

的成绩%打排球进入全国前四!练赛艇获

得河南省赛艇冠军$

'**+

年!马艳丽作

为河南重点选手备战)全运会#!冲击赛

艇金牌!然而时运不济!她在一次训练中

撞伤了腰!跌落水中!被队友捞上来已是

昏迷不醒$ 这次受伤!不仅让她无缘)全

运会#!还被迫离开为之奋斗了
$

个春秋

的赛场$

$

年的运动员经历不算很长! 对于

那些在各自项目里取得成功的伟大运动

员!马艳丽说不上十分成功圆满!但是那

些拼搏流汗&辗转比赛的日子!却培养了

她坚毅的心性!开阔了她的眼界$ 其时!

作为全省比赛的冠军是很吃香的! 找个

大学上!然后再谋取一份职业并非难事!

然而马艳丽没有像当时许多运动员那样

走既定的就业路线!她风华正茂!姿容籦

丽!青春何愁无出路,

世界那么大!她想去闯闯$

登上
%

台"成为中国首个世界名模

'**+

年!马艳丽退役 !处于无业状

态$这一年!她和朋友一起来到中国最繁

华的城市上海散心!机缘巧合!此次沪上

之行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

她是个爱美的女孩! 慕名逛到了上

海时装公司!当时这家公司正招模特$一

位营业员见到马艳丽! 好奇地问%"你是

模特吧!身材这么好-'马艳丽笑了笑!没

说什么$但是这句无心的话!却让她突然

有了一个想法%自己有成为模特的条件!

为什么不去试试呢!即使失败!也不枉青

春一回$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 马艳丽到这家

公司报名当模特!凭借出色的外形条件!

很顺利地通过! 她成为当年模特队里唯

一的"外来妹'$

模特是当时中国最光鲜亮丽的职

业! 无数青春貌美的女孩向这个行业扎

堆!能够在
%

台上走出名堂的却少之又

少!试问!全国各级模特大赛搞了
,

多

届!能让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又有几许,这

是一个靠青春吃饭且淘汰率极高的职

业!赛艇运动员马艳丽会有怎样的表现,

这支模特队!马艳丽进入得晚!基础

又差!可以说是从头练起!和别人相比毫

无优势$当过运动员的她!骨子里有一股

不服输的劲头!"我马艳丽怎么能被别人

甩很远呢,'很多时候!别人练完休息了!

她还在加练! 用心感悟每一个动作所蕴

含的丰富层次$那时候!她在模特队有个

绰号 "怪杰'!工作完了!她不像别的姑

娘那样去泡个吧什么的! 反倒是躲在角

落里安静地看书! 不太合群$ 马艳丽解

释! 那时她是穷光蛋! 每月
+--

元钱收

入! 公司扣
'--

元押金!

'--

元交房租!

生活相当不易!当然不能奢侈!所以就选

择读书这个最经济的爱好$ 这或许是一

个原因吧!但是身处最繁华的舞台!依然

保持着安静的心态!从书本里汲敢能量!

这一点难能可贵$腹有诗书气自华!她的

成功难道没有坚持学习的因素,

慢慢地!一些模特掉队了!马艳丽却

稳稳站住了脚根!并在
'**.

年迎来她模

特生涯中的第一个高光时刻$ 当年世界

超模大赛在中国上海举行!

&)

个国家的

.--

多名模特参与竞争! 刚入行两年的

马艳丽代表中国参赛$ "比就比呗!谁怕

谁-'身为新人!马艳丽心气很高!无所畏

惧!像是上足了发条!以最饱满的状态出

赛$

彼时!在时尚界!中国尚属不发达地

区! 中国模特能在国际秀场中得到瞩目

者寥若晨星$ 然而这一次!身材高挑&面

容秀美的马艳丽甫一登台! 就引起一片

惊叹!被评委誉为"集东方端庄美与西方

典雅美于一身'!几个项目比完!她一举

抡元! 为中国夺得首个国际模特大赛冠

军$

人生得意无南北!谁能想到呢,当年

备受磨难的赛艇少女!一飞冲天!在群芳

竞艳的
%

台!收获了一枚成色不亚于世

界比赛冠军的"金牌'$

这个冠军也改善了马艳丽的生计!

公司奖励她一套
)-

多平方米的房子和

一万美元! 她因为杰出贡献获得上海户

口$在随后举行的国内模特大赛中!马艳

丽成为冠军常客! 并多次赴美国& 意大

利&法国&英国&日本&南非&俄罗斯&新加

坡& 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出席大型服

装盛会及世界著名品牌的演出! 先后代

言德国博朗剃须刀&瑞士名表斯沃琪&雅

姿化妆品等国际名牌! 在时尚界做得风

生水起!被誉为中国的"辛迪.克劳馥'$

'**$

年&

'***

年!她连续两次获得"中国

首席名模'! 将她的模特生涯推至顶峰!

这一成就至今无人能及$

中国的
&'()*'

"世界的
&'()*'

声名显赫的时候! 马艳丽思索着自

己的道路%模特可能是最好的职业!

%

型

台上!万众瞩目!名利双收!可这场秀总

有走到尽头的时候! 自己必须要有一个

长久的事业$ 未来的出路在哪里,

在模特生涯中! 她打交道最多的就

服装设计师!他们为她量体裁衣!设计出

一款款令人赞叹的霓裳羽衣! 让她在
%

台上仪态万方&光彩照人$ "我最钦佩的

就是那些幕后大师! 希望能成为像他们

那样的人$'马艳丽说!

'**.

年她获得国

际名模后! 就萌生了做服装设计师的念

头!"有了模特这样一个经历! 我又多了

一层对服装设计的理解! 我认为它将是

我模特生涯的一个延续! 是可以干一辈

子的事业$ '

'**)

年!马艳丽来到中国纺织大学

读书!学习服装设计$ 上大学这几年!虽

然演出少了! 却让她对自己正在从事的

模特和将来要从事的设计师工作有了更

深的理解! 为下一次转型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

"--"

年 ! 马 艳 丽 创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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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6789

时尚女装品牌! 成为该品牌的董

事长及创始人!此时的
/01230

主打"闲

适简约主义'!主要生产休闲成衣$ 名模

马艳丽正式向实业界迈进$

这个品牌做了一段时间! 马艳丽感

觉离自己的理想还有距离$作为模特!她

希望穿一件独一无二的服装! 现实生活

中!一些高端客户也有定制服装的需求!

而高级时装定制在中国尚是一块处女

地! 发展潜力巨大! 马艳丽决定向此进

发$

"--.

年
''

月! 中国国际时装周在

北京举行! 凭借做模特时近距离接触世

界顶级品牌所练就的审美眼光和积累下

来的人脉! 马艳丽用最短的时间做了第

一场高级定制秀+++上百位中国明星!

法国&意大利等十多个国家的外交官员!

以及张朝阳等名流都参加了这场秀$ 当

国内众多名模身着
)-

件马艳丽亲手制

作的华裳款款登台!立刻引爆了全场$完

美奢华的设计&大胆创新的风格!让这场

时装发布会成为整个国际服装周的最大

亮点$

最会穿衣服的人做出了最好的衣

服!马艳丽的转型再次赢得巨大成功$以

此次时装发布会为契机 ! 马艳丽创立

/01230

高级定制品牌!成立马艳丽高级

时装定制中心! 中国时装界终于有了自

己的高端"私人定制'$

对于
/01230

高级定制品牌的风

格!马艳丽的定义是"隐忍的奢华'!一对

看似有些矛盾的词$ "奢华!在很多人的

传统理解里意味着珠光宝气! 但在我看

来!奢华则意味着一种品质&一种品位&

一种价值观!是一种精神层面上的东西$

/隐忍的奢华0传递的是一种低调!但这

种低调是有力量的& 有风格的& 有个性

的$ #马艳丽这样解释她的设计理念$

"-'+

年 ! 马艳丽迎来又一辉煌时

刻+++应迪拜酋长之邀! 在迪拜赛马世

界杯上做了两场高级定制秀! 这是马艳

丽第一次在国际舞台上展示她的服装$

一年一度的迪拜世界杯号称世界最

昂贵的赛事 ! 赛事的奖金总额就高达

":".

万美元$ 过去!迪拜世界杯邀请的

是迪奥&香奈儿这类国际大牌!亚洲设计

师的作品从未登堂入室$

马艳丽的两场秀!一场在嘉年华!在

场的是数千位来自全世界的各界显贵(

另一场在开幕式! 现场有
'-

万以上观

众!并且全球直播$ 导演告诉她!开幕式

上出现
+

分钟! 广告费大概是二三十万

美金$

马艳丽的作品引起了巨大反响!两

场秀结束后!有人直接表达了定制意向!

据她估计 ! 迪拜赛马世界杯之后 !

/01230

的国外客户比例增加到她客户

量的
';+

$ 走出国门的马艳丽! 同样成

功$

从事高级定制以来! 马艳丽的服装

都卖给了谁,有美国音乐教父昆西.琼斯

1正是通过他引荐!才得以促成马艳丽的

迪拜时装秀2&大卫.贝克汉姆&皮尔斯.

布鲁斯南&冯仑&董卿&谭晶&陈思思**

一个个闪亮的名字$ 如果你总是能把东

西卖给这些明星客户! 那么你离成功绝

对不会太远$

恋家爱乡"时尚女神挺传统

抛开美丽与成功不说! 马艳丽还是

一个很有爱心的人$ 她是中国 "幸福工

程+++关心贫困母亲行动' 的形象大使

和第十届全国青联委员! 长期关注并帮

助贫困母亲等弱势群体! 热心各种公益

慈善活动! 树立了牢固& 正面& 健康向

上的形象 ! 深受社会各界的尊重与信

任 $ 去年她资助的第一位女童考上大

学 ! 这让她兴奋不已 $

"-'-

年马艳丽

作为国家形象人物拍摄国家形象宣传

片! 在全球范围内播放! 是最受世界关

注的集才华和美貌于一身的华人女性之

一$

这样光彩照人的一位周口人! 采访

前给我们的感觉是履历太过炫目! 气场

可能太强$ 然而!在行程紧张&身患感冒

的情况下! 马艳丽很好地配合了这次采

访$ 采访过程中!她尽量多说!围着话题

不丢不断!她的细心与善解人意!使采访

始终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进行$ 从她的

言谈话语中! 我们更能感受到一股恋家

爱乡的温柔情怀$

每年春节! 马艳丽都要回到郸城县

李楼镇乡下!和家人过春节$ 她坦言!在

家乡心灵才会归宁$

她对于亲情极为看重! 父亲是她最

敬重的人!在许多公开场合!她都把自己

的成功归功于父亲的教诲$

家人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她的心!

今年
&

月
'

日零时四十分! 马艳丽在自

己的新浪微博上向
":-

多万粉丝分享了

自己的喜悦%"今天1应为昨天2是个喜庆

的日子$

+

月的最后一天!

'$

时
&$

分!重

$(&

斤!男孩$ 马氏家族又迎来一位新成

员$我也正式荣升为姑奶奶了$感谢我的

侄子&侄媳妇为马家做出的卓越贡献$侄

媳妇辛苦了!你太勇敢太坚强了!在宝宝

超出预产期第
'.

天的情况下依然坚持

要顺产!这太不容易了$ 向你致敬!爱你

们$ '

这次返周!她的目的只有一个!向侄

子&侄媳道喜!送上"红包'$

她是念旧的人!此次回周口!马艳丽

邀了一帮小学时期的同学& 当年赛艇队

的队友一起聚聚!欢乐的样子!好像回到

过去的时光$

马艳丽对家乡周口同样充满着深深

的感情$

"河南周口! 六千年来! 屹立中原!

始祖羲皇故都! 先哲老子故里**这里

是华夏文明的摇篮 ! 也是她的家乡 $'

这是
/01230

品牌中文官方网站介绍马

艳丽时的第一句话! 她以家乡的深厚底

蕴为荣! 不管是在繁华的上海& 北京!

还是巴黎& 迪拜! 最让她眷恋的! 永远

都是自己的家乡 $

"--&

年 &

"--)

年 !

周口举办的中华姓氏文化节连续两届邀

请马艳丽担任形象大使! 她推掉所有活

动! 返回周口$ "只要周口需要我去传

播& 去宣传! 我将不遗余力& 义无反顾

地做出我最大的贡献$' 这是马艳丽对

家乡的承诺$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从当年的乡村

姑娘到国家形象人物! 马艳丽用自己的

天分与努力!完成一次次人生蜕变!她还

将演绎怎样的传奇人生,我们期待着!精

彩继续-

./$01234

记者 马四新 实习生 刘迎迎

)"

岁的李宪是扶沟县的一名环卫

工人!已为扶沟的城市建设奉献了十二

个春秋$ 十二年的环卫清洁始终如一!

十二载的环卫情怀初衷不改!他在平凡

的岗位上书写着平凡的人生!书写了不

平凡的业绩$

李宪负责的路段是闻名全城的饭

店一条街! 垃圾又脏又多$ 每到夏天!

整条街都弥漫着各种垃圾的腐臭味儿!

呛得人无法呼吸$ 面对这种工作环境!

老李却没有抱怨! 把唱戏机往兜里一

装! 擦汗的白毛巾往头上一顶! 拿起

铁锨便开始工作 $ 他工作过的路段 !

没有一个人不对他竖指夸赞的$ 一家

饭店的老板说! 饭店下班晚! 但无论

什么时间收摊倒垃圾! 老李都能第一

时间清扫干净$ 寒冷的冬天! 垃圾和

雪冻在一起! 老李就用手搬到垃圾车

里去$ 这么多年来! 大家从没见过老

李缺过岗! 每天十几车的垃圾量! 他

硬是扫得干干净净$

甘愿与垃圾打交道并不难!但要干

好这一行却很不易$ 李宪工作起来!从

不知道什么叫"苦'!什么叫"累'$ 他每

天的作息时间都很规律% 凌晨
"

点起

床!

"

点半到路上开始清洁!

.

点清扫结

束!

.

点半吃完早饭继续保洁! 上午
''

点半回家吃饭! 中午
'

点上路保洁!晚

上
:

点吃完晚饭一直工作到深夜$ 每天

的休息时间只有短短的三四个小时$一

次!老李正吃着晚饭!汤碗倒了!筷子掉

了!他才知道自己竟然睡着了$

'"

年来 ! 李宪清扫过的面积达

'*&&

万平方米!扫秃了的扫帚共计
+--

多把$

567$89:;<=>

记者 马四新 实习生 刘迎迎

沈学习现任商水县公证处主任!自

'**)

年
*

月参加工作以来!他带领公证

处全体人员! 共办理公证事项
'(.

万多

件!为保障人民群众权益&促进社会和

谐稳定!提供了优质高效的公证法律服

务$

在沈学习的眼里!公证事项没有大

小之分!每一件公证!他都会全身心投

入$

"-'&

年年初!沈学习在办理一件房

屋转让合同公证时!发现当事人所持身

份证上的本人基本情况&身份证号码均

与其户口簿上一致!身份证上照片又与

持证人系同一人!只是其所持身份证系

'**&

年公安机关颁发的!是手写体而非

电脑打印!这个细微的问题引起了沈学

习的怀疑!他没有例行出证!而是及时

主动向公安机关调查核实$经过公安机

关审查! 结果发现该身份证是假证!沈

学习严厉指责了当事人的制假行为!并

马上与房产&税务部门联系!停止了该

当事人的一切房屋过户手续!有力地维

护了公证的严肃性和真实性$沈学习办

理的
'.---

多件公证事项!没有发生过

一起公证过错和信访投诉事件$

为了解决老&弱&病&残等弱势群体

办理财产继承&房产交易&交通事故&离

婚协议的实际困难!沈学习特别建立了

办证绿色通道! 实行预约和上门服务!

并为家庭特别困难的群众实行法律援

助!免收公证费$ 几年来!他为年老&残

疾& 危重病人上门办理公证事件达
"+-

余件$

!

文明市民风采赞

!!!!!

图
!

市区多个路口都存在拦车行

乞现象!既不文明又不安全"

图
"

五一路与交通大道口东北角

人行道成了#存车场$!行人只能绕行

快车道%

图
#

沙颍河两岸经过多次集中清

理终于恢复了靓丽本色! 但仍有人偷

偷往草坪里倾倒垃圾"

1记者 李瑞才 摄2

!

"

#

从模特到时装设计师!马艳丽又完成一次华丽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