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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猛 文
"

图

!要想取得成功你需要首先战胜自

己"#!时间抓得起来就是黄金$抓不起来

就是流水"#这是张海勇铭记心间的两句

!蛮拼#的话"正是靠着这种拼搏精神$他

大学毕业后到广州东莞创业" 经过十多

年打拼$ 他不仅在东莞制冷行业大名鼎

鼎$还让国产制冷设备走出了国门"

张海勇来自周口市太康县$ 目前是

广州恒星冷冻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东莞

市恒星空调机电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总经理$ 广东省河南太康商会会长"

#

月
$%

日$记者在东莞市东城区的一幢写

字楼内采访了他"

大学生当起安装工

今年
%&

岁的张海勇$ 中等个头$留

着短发$皮肤黝黑$说话走路干脆利落$

给人总是很忙碌的感觉" 他的创业故事

要从大学毕业那时说起"

!我学的是空调制冷专业$当时想着

南方天气炎热$ 肯定需要大量空调制冷

专业的人才$ 到南方去有自己发挥的空

间&&# 张海勇说$ 基于这种简单的想

法$大学毕业后$他打起背包$带着
'(((

元钱从太康县来到广州闯天下"

初到广州$ 张海勇面对的是一张张

陌生的面孔和一道道拒绝的门槛" 但不

轻易言弃的他没有忘记当初决定来这里

时的雄心壮志$反而越挫越勇"在之后的

日子里$ 张海勇顶着烈日奔走在各个用

人单位之间"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他被

广州一家企业聘用$ 到生产一线去做安

装工人"

大学生当起安装工$ 这让张海勇难

免有些失落" 可是想到可以把书本上学

习的理论知识与实践结合起来$ 从而能

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体系$ 张海勇毅然

接受了这份工作$ 成为这家公司第一个

空调制冷专业毕业的大学生"

南方天气的!热度#考验着每个在这

个城市里生活的北方人$ 张海勇也不例

外$身体上的不适和艰苦的生活条件$让

他感受到不小的压力" 工地上的环境条

件$远没有在公司办公室优越$这里没有

没有空调$没有专门的办公场地$只有钢

筋水泥组成的空旷厂房"

张海勇回忆说$ 在上海一个安装工

地$ 他开始跟着几个年长的师傅学习安

装技术"工地上都是临时搭建的宿舍$他

就跟着师傅们在没有装修好的厂房里打

地铺"为了节省费用$张海勇自己生火做

饭"

!那是我人生中最刻骨铭心的一个

阶段" 虽然当时很苦%很难$但我从来没

有想过放弃&&#张海勇告诉记者$在上

海做安装工的日子里$ 他第一次学着做

饭$第一次打地铺睡觉"

从安装工中脱颖而出

是金子放在哪里都会发光" 张海勇

的专业优势在工作期间得以充分发挥"

聪明好学的他在安装空调的同时$ 开始

琢磨起了设计工程图纸"一有时间$他就

拿起铅笔$在本子上用笔一点点地绘$碰

到不懂的地方$ 他就向有经验的老工人

请教" 张海勇每个月还从工资里挤出一

部分钱$ 到书店买书学习充电" 到了夜

晚$别人打牌喝酒$他就一个人在一旁研

究图纸$熬夜到天亮是常有的事"

很快$ 张海勇的第一份设计图纸出

来了$ 这是一个酒店中央空调的设计图

纸"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他把图纸交到领

导那里$ 焦急地等待公司领导层的审批

结果出来"

!别人用很长时间才能设计出来的

图纸$你这么快就设计好了$你非常用心

并且进步很快' #公司领导的一番话$让

张海勇那颗忐忑不安的心瞬间平息下

来$并给他了信心"随后$由张海勇!纯手

工#制作出来的这张设计图纸$最终被客

户相中"

之后$ 张海勇从生产一线调回到公

司管理层工作$当了一名工程师$开始负

责工程的图纸设计工作" 凭借着自己的

专业优势和努力$ 张海勇很快得到了公

司老总的认可"!张海勇是我们公司第一

个空调制冷专业的大学生$ 也是最年轻

的中层领导"#该公司一位领导这样评价

说"

张海勇步步高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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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他被公司

派到东莞市开展业务$那年他还是
'(

多

岁的小伙子$ 但他的业务经验和能力却

和年龄不成比例"

在东莞的日子里$ 张海勇开始接触

到经营业务"!做技术和做业务是两种思

维模式$学会怎么经营公司$怎么管理团

队$当时对我来说是个挑战"#张海勇说$

很快$他就实现了角色的转变$带领自己

的团队接到了一笔让人为之兴奋的 !大

单#"

张海勇介绍$当时$一个生产汽车轮

毂的中日合资企业的副社长找到他$表

示需要一个冷却系统$ 对生产线产品进

行冷却$当时找了很多家企业$都没有满

足他们技术要求的产品"

张海勇意识到对方是一家中日合资

企业$对技术的要求比较苛刻$心里开始

忐忑起来"可他没有退缩$而是凭借着多

年积累的经验$ 当场给客户说出了整体

设计方案的思路$ 并对方案的要点作了

详细阐述"

!这个项目的成功签订$我的技术积

累起了很大作用"#张海勇回忆$当时$这

个副社长只跟他谈了冷却系统的一些技

术方案$其他的一概不谈" 最终$张海勇

过硬的业务水平取得了对方的信任$双

方顺利签订合同"

张海勇告诉记者$ 这是他比较得意

的一笔!大单#$也为他以后陆续在珠三

角各地承接大型订单积累了经验$ 涵养

了市场$提升了信心"

打工者变成老板

随着经验的不断增长$ 张海勇看准

市场前景$ 大胆地迈出从空调制冷设备

安装到生产空调制冷设备加安装施工的

转型"

张海勇创办了广州恒星冷冻机械制

造有限公司和东莞市恒星空调机电设备

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一个公司主要生产

空调制冷设备$ 另一个负责设备施工安

装"

在东莞市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区一处

施工现场$ 张海勇告诉记者$ 这是一个

企业的电路板生产车间$ 生产线在电路

板生产时$需要零下
'(

摄氏度低温溶液

进行冷却才能保证生产正常进行$ 经过

多方面的考察$ 这家企业最终选择了他

们的公司"

说起这个项目$张海勇解释说$主要

是我们的技术力量占了很大优势" 这个

客户的生产线全部是日本进口的$ 我们

公司的设计方案与日方给出的技术参数

不谋而合$ 这对整个工程质量而言至关

重要"基于这一点$客户最终选择了与他

的公司合作"

如今$ 张海勇不但从打工者成了企

业老板$而且企业做得红红火火$产品也

远销到国外"

为太康老乡在广州安个"家#

张海勇除了企业老板之外$ 还有一

个身份(((广东省河南太康商会会长"

为了让太康老乡在广州有个家 $

彼此之间可以互相帮助 $ 在张海勇和

几位老乡的积极号召和筹备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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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 广东省河南太康商会正

式成立$

$)(

多名在广东创业的太康人

加入到商会中$ 张海勇被推选为会长$

广东恒大集团的许家印被推选为名誉

会长"

张海勇说$ 商会就是在广东的太康

人的家$通过商会这个平台$凝聚更多在

广东创业的太康人的智慧和力量$ 发挥

抱团发展的作用$ 让每个会员单位在广

州都能发展壮大"他表示$他会积极凝聚

广州太康商会的力量$ 积极为家乡发展

引项目%投资金$为家乡发展做出一份贡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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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马四新 实习生 刘迎迎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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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任淮阳县国家税务

局办公室主任以来$高尚华一直把!争创

一流#作为工作目标$坚持以高度的责任

感要求自己$无论在何种工作岗位上$他

都兢兢业业$任劳任怨$敢于担当$无私

奉献$取得了一系列的成绩"

高尚华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积极投身和谐社会建设$参与各项精

神文明创建活动"兼任局团委书记期间$

他经常利用 !五一劳动节#%!七一建党

节# 以及国庆节等有利时机$ 开展诸如

!我为党旗添光彩#%!祖国在我心中#等

演讲比赛$举行书法比赛%拔河比赛等各

种文体活动$ 组织青年志愿者服务队积

极参加城市建设义务劳动% 进行税法宣

传等"

高尚华立足实际$建章立制$确保了

机关工作规范有序"做到工作早计划%早

安排$制定了月计划和周计划$坚持办事

求主动$工作不拖拉"高尚华通过制定考

勤制度% 值班制度%!创三优# 检查制度

等$做到了各项工作有章可循$尽可能减

少了办事失误$提高了工作质量和效率"

从完善办公室内部规章制度入手$ 他重

新修订了)车辆管理办法*$解决了车辆

重调度%轻管理的问题$实现了办公室工

作的制度化%规范化"

在繁忙的事务之余$ 高尚华笔耕不

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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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来$ 他撰写科研论文
'(

篇$被省%市局及)中国税务*杂志%)中国

税网*%)新华财经网*%)周口财税* 杂志

采用
$%

篇$有
+

篇论文获三等奖以上奖

项$ 多篇信息被省局和市局评为 !好信

息#"他模范遵守社会公德$扶弱济困$乐

于助人$关爱他人$积极参加社会公益活

动$为农村小学捐献图书柜$为帮扶村送

去米面油" 他的热心%诚心%爱心受到了

群众的高度赞扬"

高尚华的人生价值和理想在他热爱

着的税收事业中不断得到实现和升华$他

在酸甜苦辣中追寻着他酷爱的文字$在创

新务实中见证着发展$在清正廉洁中收获

着一段坚实的人生$用他的诚信和热情谱

写了一曲曲文明和谐的税收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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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一

他是网友心中的!帮忙大哥#$他是

公益活动的骨干力量$ 他是太康县网络

正能量的传播者&&他就是)太康月刊*

编辑部主任王宇先"多年来$他以志愿服

务为己任$弘扬正能量$传递真善美$积

极宣传太康好人$参加志愿服务活动$获

得了太康人民的广泛称赞"

王宇先的网名叫!太康之光#" 在网

上搜索!太康之光#$人民网实名认证博

客%大河网博客%百度博客$查看其下博

客内容$多是传播正能量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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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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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半$ 太康

县妇联主席李晓虹带领
'(

名妇女干部

来到商贸路爱心粥屋$ 帮环卫工人搬桌

椅%端饭%盛菜%洗碗$她们是太康县妇联

组织的巾帼志愿者" 他将自己拍摄的志

愿服务制作成视频$ 发布在人民网%

#+

网%新浪博客等$将相关志愿服务图片发

布在大河网%太康网%太康文艺网等$让

爱心粥屋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

由中央文明办等单位组织的 !中国

好人榜#

'($&

年
$(

月份评选揭晓$太康

县环保局!拼命局长#张红卫荣登榜单"

此前$张红卫被周口市委追授!优秀共产

党员#称号$并号召全市党员干部向其学

习"他将自己拍摄的视频!太康好人张红

卫#发布在
#+

网上 $并在人民网 %大河

网%新浪博客等将张红卫事迹图片发布$

获得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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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他组织文艺志愿

者在广场志愿服务站举行送欢乐义演"

文艺志愿者你方唱罢我上场$ 台上倾情

演出$台下掌声不断"太康县梅园豫剧团

编排的现代反腐倡廉小戏)喜宴之前*博

得观众阵阵掌声" 他在义演现场拍摄三

天$ 制作成视频$ 并将视频发布在人民

网%新浪网博客上$为群众送上了一道文

化大餐"几年来$他利用博客%论坛%网站

等新媒体宣传太康好人% 太康孝子等善

行义举
&((

多次$在人民网%大河网%中

华龙都网% 太康网等发主题帖
*((

多条

次$树立了太康英雄群体的良好形象$有

力地推介了太康好人"

!志愿服务$喜作公益$传递爱心$爱

人如己#是王宇先在人民网微博的签名"

认识王宇先人都说$那是个!傻子#"面对

别人的不理解$ 王宇先总是笑着说+!赠

人玫瑰$手有余香$自己闻着高兴就行"#

!

寻找最美志愿者

!

文明市民风采赞

*?@AB3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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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上午!牵动着无数个家庭的
'($#

年高考正式拉开序幕!我市
*

万多

名考生奔赴考场!迎来人生大考"

图
!

交警维持考点外道路交通秩序"

图
"

我市各考点外设置了禁鸣喇叭警示牌"

图
#

无线电管理局技术人员监测考点电磁环境"

图
$

沈丘县三名考生准备乘坐#志远爱心车队$的车辆前往考点%

图
%

考点大门外等候的家长翘首期盼"

记者 王映 韦伟 通讯员 肖飞 摄

张海勇在查阅市场信息"

张海勇在&出彩周口人$彩旗上签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