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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梦想的落地生根! 背后都有

其精彩故事"

火红的五月! 出彩周口人采访组走

进江门德高皮业有限公司!厂房矗立!机

声隆隆! 工人们忙碌而有序的身影和愉

悦的神情!一片其乐融融!他们品尝着自

己丰硕的劳动成果!满脸自豪"这一切景

象让记者急切想要探寻商海弄潮人背后

的精彩故事"

在德高皮业办公室! 正在忙碌的德

高皮业#掌门人$高巍!以特有的干练和

精明! 浑身散发着逐浪弄潮历练而成的

特殊气质吸引着记者的目光% 作为企业

的创始人 ! 他见证了公司的快速成

长&&&从一个萌生于心底的梦想开始!

短短几年间成为一家年产值超亿元的现

代皮革加工龙头企业%

两天的采访!通过思想的碰撞交流!

德高人的朴素表达!渐渐地!高巍和他的

德高皮业跨越发展的路数清晰起来%

苦难"成长智者的思维

高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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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生于淮阳县城关

镇%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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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他带着对创业的激

情!凭借自己积累的销售皮革的经验!来

到佛山! 半年后到江门开始了自己的皮

革梦想之旅%

狄更斯有一句名言'(顽强的毅力可

以征服世界上任何一座高峰%$回忆起初

涉商海的艰辛创业路! 高巍用略带严肃

的表情说'(创业之前! 我只是一名普通

的皮革业务员! 接到的单子都只能放在

别的企业去加工% 每次从下单到结算再

到发货!整个流程都是提心吊胆!生怕自

己辛辛苦苦积累的客户无法保持长期稳

定的合作关系% $因此!自己成立一家公

司的想法早早地萌生于心底%

苦心人!天不负% 经过充分准备!在

资金) 业务等各方面条件比较成熟的时

候!高巍终于在
.##!

年成功注册了德高

皮业有限公司%但皮业公司设备的(高门

槛$ 让他有时连日常工作和业务都不能

很好地开展%谈起这些!高巍说他是用诚

信经营赢得的口碑逐渐打开了困局% 他

说!有一次他依靠平时的信誉付
-#

万元

便预支了别人
!##

万元的设备% 设备安

装好了! 他按月支付一部分余款% 就这

样!片皮机)真空机)烫光机)喷涂机)轧

花机等设备逐渐被高巍(划拉$进车间!

为他的事业发展助力%早些年的时候!为

了按时保质交货!他亲自上阵!带领工厂

全体员工连夜加工% 正是这些看起来朴

素的做法为他的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好声誉口口相传!形成了无形的广告

效应!生意源源而来%

在高巍的办公室!一副(仁中取利真

君子!义内求财大丈夫$的笔墨字迹显得

格外醒目%高巍这样给记者解释!对于一

个商人而言!追逐利润是天经地义的事%

但在追逐利润之外!还有更高远的目标%

注重与客户建立良好的感情!讲信誉)重

视老客户! 只有这样才会持久地发展%

(诚招天下客!义纳八方财$% 先义后利!

以义制利的心智素养! 使高巍拥有了独

特的秉性! 而这种秉性则是他在商战中

屡屡制胜的原因%

仁中取利!义间求财%对一个民营经

济个体来说! 这种理性思维是多么的难

能可贵%不局限于企业短期赢利!不局限

于企业的个体利益! 放眼行业的长远健

康发展和成熟机制! 高巍的理念已经远

远超出了一个成熟企业家经营理念的标

准%正是在这种思维的引领下!高巍从一

个小打小闹的皮革贩子干起!稳扎稳打)

步步为营!逐步有了自己的公司和员工%

凭着(诚信为根)服务为本$的经营理念!

十年的创业发展! 德高皮业从皮革的采

购)生产到研发)营销!逐步建立起扎实

的市场基础并形成良性的规模! 是行业

最大的原材料进货商!先后成了百利)金

利来)迪桑娜)奥康)红蜻蜓)意尔康等高

档品牌的供货商%

践行"成就勇者的梦想

(打造名牌企业! 创造精品产品!铸

造一流团队!引导市场潮流$是德高皮业

创建以来致力追求的目标% 皮革的境界

是平衡)稳定!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客户

的认同是德高人的理想和对自我的鞭

策%高巍是勤奋的!像绝大部分优秀企业

家一样 ! 他的所有时间都给了德高皮

业! 他的全部感情和心血都与德高皮业

息息相通% 他无时无刻不在思考! 思考

德高的发展之路! 思考德高的下一次创

新潮流%

(管理没有固定的模式!只要适合就

是好的制度% $在企业管理上!高巍认定

的信条是(企业的竞争!人才是资本!产

品是关键!营销是根本$!始终按照(销售

跟着市场转!生产围着销售干$的市场规

律指导企业生产% 高巍更大的目标是快

速提高德高公司的产品竞争力! 引领行

业发展方向!从而推动行业的整体进步!

达到行业资源的重新优化配置%同时!公

司实行亲和化管理!尊重人)理解人)关

心人)造就人!全体员工置身于(同心同

德)和谐奋进$的浓厚氛围!建功立业!实

现自身价值% (让员工享受到创造的乐

趣$!在高巍看来!企业的职工就是同一

个大家庭中的成员! 只有每一个人都快

快乐乐地生活工作! 每一个人都真正地

关心企业发展!德高才有前途% 因此!高

巍也像对待自己的家人一样对待自己的

员工!员工
3#5

是河南人!他安排师傅做

家乡饭! 下雨天安排车辆送没带雨具的

员工回家% 人心换人心% 正是高巍这种

待员工如家人!急员工之所急)想员工之

所想的管理理念! 让公司的员工视厂如

家!干起活来就像是给自己家里干活!稳

定了公司的生产队伍! 保证了皮革生产

的质量! 公司生产的皮革俏销国内外%

前几年!皮革行业普遍不景气!国内

皮革行业市场竞争也与日俱增! 而利润

率也一再被压缩% 面对市场持续低迷的

现状!高巍通过与客户进行深入的沟通!

了解到客户的需求!不断创新!加大研发

力度!从各方面都与客户进行深度交流!

推出不同档次皮革产品! 满足客户不同

需求! 更主动地去提高技术含量与服务

质量%正是秉承(厚积薄发)仁义礼智信$

的经营理念! 德高的产品凭借优秀的品

质获得了广大客户的一致好评%

皮革环保问题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

点! 政府也不断颁布制革规范条例! 高

巍对于环保生产的理念十分赞同! 他表

示! 现在环保治污国家抓得越来越严!

消费者更多地选择环保产品! 这就要求

我们企业必须按照环保标准来生产! 德

高皮业在环保方面一直严格要求自己!

坚持 (三水 *污水) 化工用水) 生活用

水+ 分流$% 在德高皮革有限公司的厂

房里! 高巍告诉记者' (现在每吨废水

需花费十几元处理费! 虽然少赚点钱!

但是心安%$

规划"成功胜者的未来

(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用国际

化的视野!携手优质客户去面对挑战!奉

献德高人的坚持)敬业)素质,用精彩的

皮革元素! 为中国的皮革成品制造业发

展推波助澜,结行业之同好!交共志之良

明!行上善之事业!不亦乐乎--高巍在

给记者描述了他的梦想与未来时! 思想

不能自抑%

在他的发展规划中! 高巍实施着对

人才的吸收与吸引%他知道!企业发展的

根本所在就是人才! 只有具备了充足的

人才储备! 德高才不会在未来的发展中

丧失动力% 高巍非常明晰地认识到人才

是以企业资本培养出来的! 是在企业机

械) 技术等环境条件下锻炼出来的! 人

才的流失就是企业资本的流失% 因此!

他注重对人才的保护和拥有! 他的亲和

管理! 他的人本情怀! 他的企业薪酬制

度! 无不渗透着一个企业管理者的苦心

孤诣与前瞻性思维! 也为德高创立名牌

夯实了基础%

推行关爱计划是德高皮业快速发展

的又一法宝% 职工有了困难)红白事)子

女考上大学)镇村修桥修路!公司上自领

导! 下到普通员工! 都能无私地施以援

手!让员工们真正看得见)摸得着)感知

到企业的温暖和实惠% 德高皮业还热心

公益事业建设!积极参与各种慈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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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来!企业在抗非典)抗洪涝)抗

地震灾害期间!多次组织(献爱心$捐助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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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汶川地震期间! 全体干部

职工为灾区捐款万余元! 得到社会各界

一致好评%

问及经营企业这么多年! 最大的心

得是什么! 高巍略作沉吟之后郑重地讲

出一个字' (德.$ #一个企业的口碑

对其发展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做人需要

讲究德! 做企业也需要讲究德% 企业的

德可从三个方面讲' 首先体现在过硬的

产品质量和优质服务上! 其次体现在对

企业内部员工的责任上! 同时更体现在

对社会责任的承担上%$ 高巍字字珠玑%

#知足) 报恩) 平和) 一切随遇$! 高巍

像一本书! 使翻阅的人心生无尽喟叹'

一个商人 ! 性情中却又凸显仁爱的本

质, 一个企业家! 却又平和得令人可亲

可近, 一个崇尚简单的人! 却又成就着

非凡的事业, 一个纯净的人! 却显现出

百般风流--他对事业执著不变的坚定

信念成就了德高! 不断创造着中国皮革

业发展的新高度% 正如唐代诗人杜荀鹤

在诗句中所说' #时人不识凌云木! 直

待凌云始道高%$

整个采访过程! 高巍对皮革行业的

那种热忱与专注! 对皮革的执著令人感

触颇多% 正如他所言'#只有把产品做到

专业水准!做出精品!客户才会认可你的

产品,关爱员工)尊重员工!积极为员工

谋福利!让他们更有归宿感和幸福感% $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

以厚德载物% 高巍用自己的行动实践着

这句信条% 在此! 记者要给高巍一个掌

声!给德高一个掌声!让我们为德高所取

得的骄人成就喝彩! 同时也祝愿在高巍

的带领下! 德高皮业在前进的征途上乘

风破浪!再创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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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马四新 实习生 刘迎迎

她是一名好干部!精研业务!忠诚

履职!从事的通联工作连年在全市通联

系统评选中获得先进, 她是一个好媳

妇!

-$

年如一日!对婆婆精心照料!邻里

和家长赞不绝口, 她是一位好市民!团

结邻里!热心公益!关爱孤寡老人!被评

为#淮阳好媳妇$!她就是淮阳县委办公

室资料室主任李昌玲%

工作中!李昌玲模范遵守党纪国法!

身正行直!对工作兢兢业业!任劳任怨!

尽心尽责!对同事热忱帮助!排忧解难%

她是领导眼中的#老黄牛$!是同事心中

的#老大姐$!备受同事的尊敬和热爱%为

做好资料保管工作!李昌玲钻研业务!分

类存档!归档有序!为同事查阅资料)县

委工作高效运转提供了坚强保障%

李昌玲常常利用业余时间组织老

年秧歌队! 丰富社区中老年妇女的生

活!引导身边人选择健康向上的生活方

式%她勤俭节约!在组织的秧歌队里!她

坚持用别人废弃的布料制作服装道具!

节省费用% 她常说!人们的日子越过越

好!但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什么时候都

不能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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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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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李昌玲的婆婆突发

脑血栓! 生活无法自理% 李昌玲压抑

住内心的沉痛 ! 坚毅地对丈夫说 '

#不要紧! 人吃五谷杂粮! 都有生病的

时候! 放心! 我会照顾好咱妈的%$ 从

此! 她每天推婆婆出来晒太阳! 为婆

婆洗脸)梳头!精心照料老人起居%公公

逢人便夸'#我们娶了个好媳妇!比亲闺

女都好. $面对别人的称赞!李昌玲总是

淡淡地说'#我只是在尽一个儿媳应尽

的责任罢了%$

李昌玲热心公益!扶危济困!用自

己的一片真情赢得了孤寡老人交口称

赞% 她坚持为社区孤寡老人送温暖!为

老人清洗被单)衣物!为他们剪指甲)洗

头!用爱心慰藉老人们孤独的心灵% 因

为感同身受! 所以她一直坚持公益事

业!不考虑个人利益的得失% 她说'#我

自己家中就有行动不便的老人!我能体

会到这些孤寡老人的孤独!我就想为他

们做点什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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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马四新 实习生 刘迎迎

焦阳光是太康县知联会志愿者协

会会长% 他热心公益事业!关注弱势群

体!努力探索志愿服务新模式!由他发

起的太康县#爱心粥屋$!每天为
-6#

名

环卫工人提供免费早餐%

太康县有
.##

多位环卫工人!平均

年龄
$#

岁!大多是县城周边的村民!家

庭条件较差!想做一份工贴补家用% 对

他们来说! 每天花三四块钱买份早餐!

过于#奢侈$% 实在难抵饥饿的!就随身

带一个馒头!饿了吃两口%

#有天早晨
3

点送儿子上学! 看见

马路边上一个环卫工人吃着硬馒头!喝

着凉水!心里很不是滋味!觉得应该做

点什么% $焦阳光告诉记者!随后他把这

个想法告诉了朋友李道杰) 李振贤!三

人一拍即合% 李道杰免费提供场地!李

振贤拿出
4

万元作为启动资金%不到一

个月!#免费爱心粥屋$开张了% 粥屋有

点局促! 隐藏在一排临街教学楼的后

院! 由一个
!

米长的过道)

-6

平方米的

仓库和
-!

平方米的平房组成% 仓库里

规整地摆放着早餐用的折叠桌椅!以及

各种杂物!平房用作厨房!洗碗)干杂活

就在露天的
-#

平方米的后院%

焦阳光话不多!但总是重复着一句

话'自己没花几个钱!全靠大家% #苏小

丽'音响一台)

7

盘一个)洗脸盆一个$

#无名'盐
.#

袋)洗洁精
-

瓶)西葫芦
-

箱$#县妇联' 大米
$#

袋$#名人国际健

身馆'

.####

元$ --在一面过道墙上!

张贴着
-#

多张 #爱心捐赠一览表$!多

则上万元现金! 少则两个长线插座!都

用白纸黑字记录上墙% #得到许多爱心

人士的捐赠后! 我特别想表示感谢!但

不知道用什么方式!后来就想着写一张

/爱心捐赠一览表0贴在墙上!让过往的

人们都记住这份温情% $焦阳光笑起来

眼睛就会眯成一条缝!(但没想到一张

接着一张!一面墙都快贴不下了% $

由于得到的支持越来越多! 焦阳光

的 (免费爱心粥$ 变成了 (免费爱心早

餐$! 从一人一碗粥) 一个馒头) 两份

咸菜! 到如今的一碗粥) 几碟小菜) 馒

头不限% 前来就餐的人也与日俱增! 除

了环卫工人! 残疾人) 流浪者) 孤寡老

人) 留守儿童等弱势群体! 都可以前来

免费就餐%

大家都说!焦阳光做的事情!以前

不是没有人做!但能像他这样细水长流

做下去的!屈指可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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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 正是农民朋友抗旱种秋大

忙之时! 笔者在淮阳县鲁台镇农村走

访! 一些农民朋友要求笔者为他们呼

吁一下!希望农电线路入田间%

笔者发现! 农民朋友为了抗旱种

秋!从村中拉出一根根白色护导线!密

密麻麻!像蜘蛛网一样纵横交错!存在

着巨大的安全隐患% 该镇王庄村村民

王铁成告诉笔者'(因为田间地头没有

电源!我们只好从村中拉线抗旱浇地%

由于耕地距村庄较远! 有的农户买电

线少则二三百米!多则五六百米!离村

庄太远的地方!只有靠天等雨了% $

据调查 ! 鲁台镇共有
.$

个行政

村)

64

个自然村!没有一块耕地通线路

的! 农民抗旱浇地用电极其困难% 为

此! 呼吁相关部门把农电线路架设到

田间地头! 为农民朋友抗旱浇地提供

方便%

淮阳县鲁台镇党政办 王超庆

我们的粮食直补为什么

还没到位#

淮阳李女士 $电话 !

!"%&&&&&&&&

%!我是淮阳

县黄集乡池庄村人!我家
8

亩多地!前年领了粮食直

补款
3##

元!去年领了
$##

元% 以前都是二)三月就领

了!今年去了几趟!他们有时说没电了!有时说还没有

下来!希望有关部门过问过问!帮我们解决一下%

本报记者 整理

文明市民风采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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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记者 王

晓玲+据新华社全国农副产品和农资价

格行情系统监测!与前一日相比!

(

月
)*

日!猪肉价格上涨,水产品价格以涨为

主 ,食用油价格以降为主 ,禽蛋 )牛羊

肉)蔬菜)水果价格略有波动,成品粮 )

奶类价格基本稳定%

普通鲜鸡蛋价格持平!白条鸡价格

下降
+,)-

,猪后臀尖肉)猪五花肉价格

均上涨
.,/-

,鲫鱼)草鱼)鲤鱼)罗非鱼

价格分别上涨
.,0-

)

.,)-

)

.,)-

)

.,)-

!带

鱼价格下降
.,)-

,大豆调和油)纯菜籽

油)纯大豆油)纯葵花籽油价格下降!花

生调和油)纯花生油价格上涨 !波动幅

度均在
.,0-

以内%

监测数据显示!

0

月下旬以来!全国

鸡蛋价格整体呈下降走势%与
0

月
01

日

相比!

*

月
)*

日! 全国普通鲜鸡蛋价格

下降
)2,)3

%分地区来看!

/)

个省区市的

鸡蛋价格均下降! 其中山西) 河南)湖

北)陕西等地价格降幅居前!在
01,4-9

/0,*-

之间%

村民自办书法展

昨日!扶沟县包屯镇雁仓村村民在观看郭合的书法展" 据了解!该村村民郭

合痴迷书法!

.#

多年来!他一边务农一边坚持练字!把书法当成了生活中最大的

乐趣"

*卢付昌 摄+

!!!!!!

高巍在接受#出彩周口人$采访组采访%

!!!!!!

在生产车间!高巍向记者介绍皮革生产工艺和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