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民生!专题组版编辑!韩志刚 童晓霞 电话!

!"#$!%$

!"!"

年
#

月
$%

日 &!'()*+,,-./0*1234'

!"#$%"&'()*%#&+

记者 岳建辉 文
"

图

和许许多多走南闯北的周口人一

样!李志伟的人生也一样充满故事!故事

里有打拼的辛酸!有挫折的痛苦!更有成

功的喜悦"

#$%&

年生于西华县逍遥镇李寨村

的李志伟!

#$$'

年在广州市天河区租赁

了
()))

多平方米厂房做起电脑桌"

*

年

后!他改为专业生产办公家具"

())$

年

他把工厂从广州市迁址到佛山市! 投资

*&))

多万元成立了佛山市亚特装饰材

料有限公司"

如今! 这位长相儒雅的中年男士身

上已经没有了当年小木匠的影子" 通过

多年的探索创新! 他创办的佛山市亚特

装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的高端系列办公

家具成为国内的销售巨头! 产品畅销日

本#韩国#俄罗斯等国家"

不甘平庸 志存高远

五月的一个午后!$出彩周口人%采

访组走进李志伟的总经理办公室" 轻端

茶杯!品一口醇香的红茶!他向记者讲述

了自己的创业故事"

$

#$+&

年从西华卫校毕业 !

#$+%

年

到西华逍遥机械厂车间当学徒工!

#$$)

年到河南省人造板厂工作! 尤其是做了

业务员后!虚心向老销售员学习!足迹遍

布全国各地" 到外地推销人造板条件很

艰苦!经常是住小旅馆!饿了就拿方便面

就开水充饥! 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火车上

度过的"

#$$*

年!由于业务突出!我被厂

里任命为销售科长" %李志伟回忆说!做

一名优秀的销售人员! 不仅要具备灵活

的头脑!丰富的交际艺术!更重要的是要

讲诚信!更要吃苦耐劳"

#$$%

年农历正月初八!河南省人造

板厂在广州市设立销售办事处! 李志伟

任办事处主任"在广州工作期间!李志伟

发现当时的电脑行业才刚刚兴起! 一台

台式电脑卖
#

万多元! 一台电脑桌只是

几百块钱! 主要原材料是三聚氰胺贴面

板" 李志伟发现生产电脑桌是个很大的

商机!就从家乡带来了七八个技术工人"

他辞去河南省人造板厂广州销售办事处

主任职务!在广州市天河区租赁了
()))

多平方米的厂房!开始了自己的创业梦"

$当时辞职! 亲戚朋友都不理解!说

是混砸了就没有退路了"说服家人后!我

从岳父和姐姐那里分别借来
*

万元钱作

为启动资金" 当时!由于资金少!我们只

好买角铁焊制设备!设备做好了!但出来

的板材呈菱形!板材不能用!还没开门就

遇到了技术难题" %李志伟说!试产出来

次品板子!给了自己当头一棒"

$当时! 在广州有个老乡是做设备

的!得知我遇到了难题!他答应帮忙!只

用了一天一夜的时间!设备改制成功"但

问题又来了!做电脑桌做不成!买别人的

电脑桌回来自己拆卸研究!也没有弄懂"

没办法了! 我只好和妻子分头到其他电

脑桌厂去高薪挖技术老师" 当时工人的

工资才
#)))

元左右!一个技术师傅工资

是
&)))

元!但咬牙也要挺过去" %李志伟

说!当时他和妻子的日子过得相当艰难"

为了节省开支! 他们在房东的顶楼上搭

个阁楼!由于房间狭小!穿衣服就得弯着

腰穿" 另有一个小间!既当厕所!又当厨

房"每天天刚亮!他就和妻子每人骑一辆

人力三轮车拉着电脑桌到当地的电脑桌

市场去卖!一天要往返好几趟"

$每天拉着电脑桌从厂区到电脑桌

市场!供货量大的时候!每天要往返十几

趟!累得骨头像散了架!吃的苦头一般人

很难想像" 到了
())#

年!手里才有了一

些积蓄!花几万元钱买了一辆面包车!不

仅免受脚力之苦! 而且工作效率有了很

大提高"从那时起!我才算在广州市场站

稳了脚跟" %他回忆说"

打造品牌 匠心独运

$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公司!是我在

广州搬的第三次家! 第一次在广州市天

河区租赁了
()))

多平方米的厂房!第二

次搬到天河区吉山村
#&)))

多平方米的

厂房!

())'

年在佛山市买了
&)

多亩地!

到
())$

年底才正式搬到这里来" %穿行

在幽静的办公区! 李志伟领着记者参观

佛山市亚特装饰材料有限公司花园式的

厂区!优美的环境让人心旷神怡"

李志伟介绍说! 当时电脑桌市场出

现了饱和! 生产电脑桌没有以前的利润

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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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他开始转型从事高档贴

面板的来料加工! 高档贴面板是高档办

公家具的原材料"也就是从那时起!他开

始进军高档办公家具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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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他

投资
*&))

万元!注册成立了佛山市亚特

装饰材料有限公司!搬进新址后!仅电力

设施就投入了
#*)

多万元! 修路投入了

#))

多万元!建成两个生产厂区!全部实

现自动化流水线作业"

谈到高端办公家具的发展方向! 李

志伟介绍说! 目前! 他们公司的 $富迪

雅% 系列产品投放的市场都是国内一线

城市! 在国外的发达国家! $富迪雅%

也很受青睐! 因为公司产品的理念是环

保# 节能" 李志伟对办公空间设计的思

考的确独特而深入! 他把办公家具当成

艺术品来打造! 用自己的设计与眼界!

打破办公家具以往沉闷的印象 ! 也让

$富迪雅% 这个品牌在办公家具领域闯

出了名气"

李志伟说! 在我们的印象里一提到

办公环境!大多还停留在格子间#大会议

室等千篇一律的设计上"曾有调查显示!

企业的管理者实际上
'),

的时间都用在

沟通上! 工作中
'),

的问题是由沟通障

碍引起的!可见沟通在工作中有多重要"

$富迪雅% 的销售模式都是订单式的!每

年都在广州开展销会! 接的订单够做一

年的!能在全国做销售巨头"目前!$富迪

雅%系列产品所提出的口号是!让老百姓

用上放心家具"在办公家具的基础上!又

推出服务大众的绿色环保板# 无甲醛多

层板!衣柜#卫浴等系列安全环保产品"

李志伟说! 在占有人生三分之一时

间的办公环境里! 我们是否可以通过丰

富功能#变换风格#调整原有办公规划比

例等方法!来促进员工间的交流!增进对

办公环境的喜爱! 进而激发他们的工作

积极性!提高工作效率"像办公规划设计

比例!一个
#))

人的公司!至少要有六七

个沟通的非会议室式的公共空间! 可以

是咖啡厅类型#户外类型!也可以是长餐

桌#榻榻米类型"根据市场反馈的信息来

看!我们总结出共性的需求!再根据企业

类别!不断细化出个性化的需求!从而构

建强大的各种类型公司的办公环境设计

资源库" 将来我们的产品只需要根据客

户类型#需求!进行相应的设计组合!从

而快速实现富有个性的标准化办公环

境!$富迪雅%要想做得更好!就只能步步

为营领先市场" 产品的设计老是跟在别

人后面学!就不会有创新!更不用说有发

展了! 标新立异的创意才是产品受青睐

的根本"

点亮梦想 热心公益

梦想与责任! 是李志伟各种努力的

核心"在他成就梦想的同时!他也在点亮

别人的梦想"李志伟说!从生产电脑桌时

开始跟着他干的一帮销售员! 现在个个

都是年产值在几百万的老板" % 李志伟

说! 郜赞峰是自己最早从河南省人造板

厂带来的技术员!生产电脑桌时!李志伟

派他到昆明做销售!目前!郜赞峰也有了

自己的公司!拥有
())

多万元的资产"业

务员李广宇! 李志伟最早让他负责汕头

地区的销售工作! 现在他在汕头有了自

己的公司"业务员郑伟负责厦门市场!目

前!郑伟也有了自己的公司"业务员孙保

华最初在贵州负责销售! 而今也在贵州

开办了自己的公司" 谈起自己带出的销

售队伍!李志伟娓娓道来!眉宇间显露自

豪"李志伟说!看着当年跟自己一起打拼

的弟兄们都创业有成! 自己不仅心里感

到欣慰!而且还小有成就感"

企业在快速发展!规模在不断扩大!

看着自己一手经营起来的企业! 李志伟

深感肩上的责任沉甸甸的"$财富来自于

社会!最终也将回归于社会"当一个人积

累了一定的财富时就应该多做好事善

事!回报社会!好心总会有好报"%李志伟

说!前几年!老家李寨村在改厕时!村里

发动在广州的人捐款! 李志伟得知后第

一个捐款
(

万元"在家乡修建校舍时!他

又积极带头支持家乡的公益事业" 在西

华县开展美丽乡村建设时! 他又带头捐

款
*

万元"作为周口市政协委员!李志伟

每次回老家开会时! 总是关心家乡的公

益事业!并积极建言献策" $还在做电脑

桌的时候!我就做些力所能及的好事"当

时我们租住在天河区一个村子! 邻居张

某的儿子得了白血病! 家里的积蓄都花

光了! 孩子命悬一线! 我带头捐了
#

万

元!街坊邻居们深受感动!踊跃捐款
#)

多万元!使张某家走出了困境" %李志伟

说!当时自己还不富裕!看到遇到困难的

人能帮一把是一把"

())%

年!由于租住

的厂房低洼! 导致不少三聚氰胺板受水

浸泡!直接损失
#%)

多万元"李志伟不但

没有埋怨! 而且还带头捐款
#)

万元!帮

助当地群众将地势抬高!疏通排水系统!

改变了当地低洼易涝的环境"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

李志伟用事实再一次告诉了所有人&&&

创业虽不易!但是只要志存高远!坚定目

标!用心经营!总会创出一片新天地"

大庆路与育新街交叉口堵车现象严重
市民李先生"电话

&'"((((((((

#!大庆路与育新街交叉口!每天早起卖

菜的把三轮车摆在路中间!中午卖饭的小贩也往路中间挤!晚上夜市卖服装的

更是厉害!几乎占满了整个路口" 育新街来往车辆多!易造成严重堵塞!有损周

口形象" 希望城管部门和办事处治理一下"

管管$五得利%门口大车占道
市民王先生"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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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开车经过五得利面粉厂门口!发

现很多拉粮食的大车都停在快车道上!绵延几百米!严重阻碍交通!许多车辆超

车都要越过黄线!十分危险" 希望交警管管#

'本报记者(

图
!

周口师范学院大门前又见排成一行的$红顶三轮车%在从事非法营运!没人进行管理&

图
"

商贩把摊位摆在红绿灯下!严重影响了行人通行!路口'七一路与汉阳路交叉口西北角(就停放着一辆城管车辆!但并

没有人前来执法&

图
#

为防止机动车)非机动车乱停乱放或者违规进入滨河公园!川汇区城管部门近期在人行道上设置了一道$防护墙%&

记者 李瑞才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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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建国

一段时间以来! 迷信之风在某些地

方少数党员干部身上有回潮迹象& 干部

迷信是因心中有 $鬼%! 源于精神 $缺

钙%& 在开展 $三严三实% 专题教育过

程中! 着眼于党员干部的思想实际! 向

迷信之风 $动刀子 % ! 补足其精神之

$钙% 正当其时&

记者采访了解到! 有的领导干部办

公室里赫然摆放着$转运石%!有的以求

签问卦预测仕途! 有的提拔干部时竟要

先看生辰八字!有的做决策竟请$大师%

当顾问!使得有的工程因$大师%妄议而

或建或拆!让群众颇有看法&

一些党员干部如此痴迷算命看相!

一定程度上或与当地的旧俗习气分不

开! 但相关干部的信仰缺失与价值观畸

变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 一些干部

一味追求升官发财! 认为必须依靠莫须

有的神秘力量!于是陷入$不问苍生问鬼

神%的怪圈*一些官员手脚不干净!做了

亏心事怕东窗事发! 于是求助迷信的精

神按摩&由此观之!不管是求风水改变官

运!还是贪腐后烧香寻求安慰!很大程度

上都是忘记了 +我是谁 %!搞不清 $依靠

谁%!迷失于$为了谁%!存在着精神上的

迷失和行为上的堕落&

官员迷信还常常暗藏腐败& 党员干

部参与迷信活动!很少有自掏腰包的!常

常是$花公家的钱!请自家的神%!$公款

礼佛%)$风水干政%等难以避免& 一些官

员大搞风水工程!对地方建筑盲拆盲建!

劳民伤财与工程腐败更是难以避免!损

害着党和政府的形象&

要祛除迷信思想的雾霾! 唯有正本

清源&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使党员干部坚

定理想信念! 树立正确的权力观) 事业

观! 真正做到在服务人民方面虔诚而执

著)至信而深厚&同时!对那些阳奉阴违!

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参与迷信活动的党员

干部!更要严肃处理&

与其敬鬼神!不如敬苍生*与其求风

水!不如谋实事*与其问签卦!不如修官

德&按照$三严三实%专题教育要求!广大

党员干部需自觉加强党性修养锤炼!早

日补足精神之$钙%!以务实)清廉)担当

的新形象赢得群众信任&

!

一吐为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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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卢好亮(

%

月
(*

日上

午! 市政协委员# 郸城县爱心艺术团团

长刘美英和回乡探亲的中国武警文工团

歌手范?源! 带领全团
#)

多名演员到

胡集乡一中为
%))

多名师生唱红歌红

戏! 喜迎 $七一%"

当日上午
#)

时许! 范?源演唱的

歌曲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拉

开演出序幕" 爱心艺术团成员佟冬梅

的武术队表演 )打败鬼子兵*! 蔡德龙

的诗朗诵 )红船颂歌*# )学雷锋* 等

节目 ! 不时迎来阵阵掌声 " 刘美英 #

钱银行表演的反映抗日时期的曲剧

)掩护* 把演出推向高潮" 该乡文化站

站长侯兆阳说+ $爱心艺术团扎根基

层 ! 服务群众 ! 歌唱党的丰功伟绩 !

唱得真精彩"% 学生赫玉香说+ $共产

党英明伟大! 一心为民! 我要好好学

习! 早日成才! 报效祖国"%

为了筹备这场演出 ! 在两个多月

前! 刘美英就召集爱心演员! 自费食

宿! 自费购买戏装道具! 学戏词! 走

台步! 练身段! 一个动作练上几十遍"

爱心演员钱银行在一家企业上班! 为

演好 )掩护* 剧中的老汉! 他利用下

班的时间勤学苦练 ! 坚持每天练习
-

个多小时"

郸城县爱心艺术团成立于
()#)

年!是由刘美英夫妇自己出资牵头组织

的民间文艺团体! 几年来行程万里!为

#))

多个村庄#学校#敬老院#广场演出

*%)

多场!深受群众好评"

李志伟在$出彩周口人%彩旗上签名& 李志伟在了解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