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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展览为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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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 共推出图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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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 #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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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件有关鸡 '凤 '

神鸟题材的文物和民俗作品# 其中包

括周口市博物馆' 周口华威民俗文化

博物苑提供的
$

幅鸡文物图版& 展览

通过天鸡破晓 !鸡的起源和属性"'鸡

鸣五德!鸡的文化"'雄鸡百变!鸡的艺

术"'神鸡吉祥!鸡的民俗和信仰"四个

单元#从历史'文化'艺术'民俗等视角

讲述了$金鸡报晓%的人文故事#全景

展现了人类悠久的养鸡历史# 让观众

感受$鸡鸣五德%的文化意象'欣赏$雄

鸡百变%的文物艺术'体验$神鸡辟邪%

的民俗文化&

据了解#鸡进入人类的畜养行列#

已有至少
+'''

年以上历史& 在与人类

朝夕相处'相亲相伴的岁月中#鸡也被

人类赋予众多情感与文化色彩# 其神

圣意义也自古就贯穿于各种神话传说

和民俗信仰中& 广大市民如果前来观

看此次展览#一定会觉得不虚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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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要热情 "解释要耐心 "诊断

要细心#你一定知道#但你做到了吗$ %

!请字当头 "您好先行 #你一定知道 #但

你做到了吗 $ %近日 #笔者在一家三级

甲等医院就诊时 #于其长廊 "医护室等

处看见了这样的标语 #真是真情切切 "

教诲谆谆 # 不禁为医院管理者的良苦

用心鼓掌叫好&

知道却不一定做到 # 在现实生活

和工作中已变得俯拾皆是 "见怪不怪 '

纵然大家都知道规章和制度 # 也知道

什么该做 "什么不该做 #但就是有个别

人不守规矩"屡屡出格(

比如常说常讲的安全问题 ( 平日

里 #言及电力安全工作规程 #大家可谓

烂熟于心 #知道施工时要戴安全帽 "要

戴绝缘手套"要系安全带等等( 可一到

具体实施时 # 因为天热不戴安全帽的

有之 "因嫌麻烦不系安全带的有之 "为

追求速度不设防护栏的有之))明知

故犯#致使简单问题演变为安全事故(

再如优质服务#类似问题亦随处可

见 *在营业大厅里 #遇到较真的客户反

复咨询某个问题时#工作人员要么面露

嗔色+要么爱答不理,出现用电故障了#

一边是客户的心急火燎#一边却是抢修

人员的姗姗来迟,客户需要办理相关用

电手续时 #常因一知半解 "没有被详细

告知相关事宜#而跑了很多冤枉路))

可见 # 有时候知道仅仅就是知道

而已#是静态的( 如果我们只是停留在

!知道 %上 #而不是把所知道的东西付

诸行动 #再好的理念 "再好的规则 #也

毫无意义(

曾经 # 众多精英想从通用电气前

总裁 "

&'

世纪全球最杰出的经理人杰

克-韦尔奇那儿得到 !一招灵 %式的秘

诀 #他一字一句地回答 * !你们 .知道 /

了#但我们.做到/了( %原来#平庸和卓

越的差别不在别处 #而是在 !知道 %和

!做到%这寥寥四个字上(

行动力告诉我们 *知道不如做到 (

唯有知行合一 # 员工才能提升工作能

力和服务技能 # 企业才能永续优质诚

信安全的经营之道 ( 而在知道和做到

之间 #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而且走起来

会很艰难( 这就要求我们要尽己所能#

把能做的事情做好 # 并保持清醒的头

脑#学会在工作中扪心自问 *!这些 #我

都知道#但我做到了吗$ %

本报讯 $喂#是周口市公安局吗( 昨

天#我在高速路上出了事故#是你们单位

的两名警察帮了我#我很感谢他们#但我

只知道他们的车牌号' 不知道他们的姓

名#你们能帮我找到他们吗(%近日#周口

市公安局接到了一个群众的求助电话#

要求帮助查找热心帮助他们的警察&

原来# 家住鹿邑县贾滩乡的李国峰

从事收废品生意&

$

月
2

日下午#李国峰

驾驶自家的小型货车到太康去卖废品&

由于是星期天#

%

岁女儿也想跟着去#李

国峰和妻子答应了&

行至扶沟至亳州永登段
)%+

公里处

时# 李国峰驾驶的小型货车左后轮突然

爆胎#车辆瞬间发生了倾覆#车上的废品

散落一地# 李国峰一家三口被困在驾驶

室内&由于高速公路上车速很快#如果不

能迅速采取措施# 随时都可能发生连环

车祸#造成难以想象的后果&

危急时刻# 到太康县开展警务督察

工作的市公安局督察支队民警张兵和李

志喜恰巧经过这里&见状#他们立即靠边

停车#实施营救& 李志喜负责指挥交通#

王兵迅速打开货车驾驶室的门# 把李国

峰一家三口救出来并转移到安全地带&

随后# 张兵和李志喜一边安慰李国

峰一家人# 一边跟市公安局
))3

指挥中

心联系#请求事故民警尽快前来处理&

$如果没有你们# 后果真是不堪设

想& 太谢谢你们了) %见到张兵和李志喜

后#李国峰拉着他们的手激动地说&

0李书洲1

本报讯 !记者 李一 通讯员

雷庆丰" 近期#团团雪白的杨絮漫

天飞舞#给群众的生产生活带来极

大不便&

$

月份以来#西华县李大

庄乡发生了多起由杨絮引发的火

灾#所幸经过派出所民警的奋力扑

救#未造成民房被毁或人员伤亡&

近日#李大庄乡派出所连续接

到辖区张五营'律庄'杨岗'李集等

地村民报警# 称当地有柴垛着火&

接警后#民警立即组织消防力量前

往灭火& 由于着火点较多#民警只

好县用消防水龙头浇灭火苗#控制

住火势#分兵留守后再赶往下一个

着火点& 截至目前#李大庄乡派出

所共出动警力
"'

余人次#警车'消

防车
)'

余台次# 及时扑灭了十多

处着火点&

事后调查发现#当地一些村民

习惯把秸秆 ' 树枝等堆放在村旁

或路沟处 # 小孩玩火和大人随意

丢弃的烟头极易引燃杨絮 # 进而

引燃了这些村民房屋附近的柴

垛& 对此#民警提醒#杨絮易燃#且

燃后不容易控制 # 极易引发连环

火灾 # 应禁止随地扔烟头等引燃

物& 同时#对聚集堆积较多的杨絮

要及时清理 # 尤其要坚决清除明

火作业场所的杨絮& 此外#要加强

对青少年儿童的教育 # 防止其因

贪玩点燃杨絮引发火灾 # 危及人

身财产安全&

货车高速路上翻车
俩民警热心相助

杨絮引发火灾
民警奋力扑救

知道不如做到
!

杜放光

距离
&')2

年高考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我市各高中备战高考的氛围愈加浓

厚#学子们纷纷厉兵秣马#迎接即将来临的高考( 图为昨日#项城市第一高级中学高

三学生在教室里认真做题#展开最后冲刺( 王洁石 摄

市民观看 !鸡文物图片联展%(

人物名片

郭春奎 #

)*%*

年出生 # 西华县人 #

&')$

年
%

月#创立龙城手游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 发展自主品牌的网络网站服务

平台(该公司已通过网络审核备案#成为

周口市第二家拥有自主网站推广的公

司( 该公司自主品牌的游戏网站和手机

455

已经与多家游戏开发商和发行商对

接了
+'

多款手游(

&')(

年#公司总业绩

达
&'''

万元(

见到郭春奎#是
"

月中旬的一天#在

西华县电子商务产业园内的龙城手游网

络科技有限公司#他远远地迎上来#微笑

着和记者握手#年轻又有些腼腆&

但在讲述创业经历的时候# 郭春奎

退去了腼腆#变得侃侃而谈#专业且条缕

清晰&

从
&')+

年大学毕业# 到
&')$

年创

立龙城手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 再到

&')(

年实现
&'''

万元的业绩**记者

觉得#郭春奎这一路走来#还算顺利&

而郭春奎却不这么认为# 失败'无

措'困惑'焦急**他和大多数创业者一

样#都经历过#且还在经历着&$在煎熬中

继续前行# 只为不辜负青春和心中的梦

想& %郭春奎如是说&

出租屋里创立公司

)*%*

年#郭春奎出生于西华县聂堆

镇袁那村+

&')+

年# 郭春奎毕业于郑州

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市场营销专业&

毕业后#一时找不到对口的工作#他便进

入一家工厂打工#通过一年的辛勤工作#

他有了较为稳定的收入&

$按部就班地工作#那不是我想要的

生活&%郭春奎说#他想趁年轻闯一闯#干

一番事业&

&')"

年 # 郭春奎放弃了稳定的工

作# 与两个大学同学一起创立了一家投

资公司& 由于没有经验#几个月下来#公

司因为经营不善倒闭了&

$接下来怎么办( 我一时没了主意&

于是#我决定出去见见世面& %

&')$

年#

郭春奎来到广州# 到一家手游公司应聘

当业务员#负责手游线上资源推广&这是

他第一次接触手游&

随着手机的普及和手机软件的发

展# 在苹果或安卓移动应用商店里#新

闻'音乐'社交'游戏等应用软件组成了

一个完善的生态系统& 小小的应用软件

背后#蕴藏着巨大的财富&经过几个月的

接触#郭春奎发现#在手游行业中#只要

有想法'懂技术#就能以小搏大'闯出一

片天地&而市场上不时传来的财富神话#

更让立志于此的郭春奎热血沸腾&

经过深入的学习和研究# 郭春奎决

定再次创业#方向就是手游&

&')$

年
%

月# 郭春奎回到西华#创

立了龙城手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

成立之初#运营十分艰难#他和两个合伙

人把自己的全部积蓄拿出来作为启动资

金&公司设在西华县城一间出租屋内#五

个年轻人成为第一批员工#从此#他们踏

上了寻梦之旅&

开始创业的第一年# 对郭春奎来说

是最难熬的日子&面积不大的出租屋内#

几台旧电脑加上简单的桌椅板凳# 是他

们的全部资产& 没有任何外来资金的支

持#加上刚入行'业务量小#公司收入少

得可怜# 原有的启动资金在公司运行过

程中逐渐用完了# 有好几次都是靠借钱

发工资&面对压力#郭春奎坚信,$只要努

力就会有回报& %

$经过一年的摸爬滚打#公司员工从

刚刚成立时的五人增加到十几人& 直到

这个时候#我们才基本掌握了行业状况#

初步拟定了公司的发展方向# 明确了公

司宗旨' 战略方向' 研发方向和目标市

场#提出了下一步的发展计划& %咬牙坚

持下来的郭春奎认为自己的$龙城手游%

终于开始有点像样儿了&

"龙城手游#入驻电子商务产业园

&')(

年
%

月的一天# 西华县电子商

务产业园负责人胡永庆接待了一位客人&

这位客人就是郭春奎&

随着公司的发展'人员的增加#租赁

的房屋逐渐不能满足公司办公的需求&

一次偶然的机会# 郭春奎得知西华县电

子商务产业园对入驻企业有优惠扶持政

策#便动了心&

$产业园会为入驻企业提供办公场

地和仓储#还提供创业指导'创业培训等

公共服务**%在听完胡永庆的介绍后#

郭春奎当即决定尽快入驻西华县电子商

务产业园&

&')(

年
)'

月#$龙城手游% 正式入

驻西华县电子商务产业园&

$入驻产业园后#我们没有了后顾之

忧#可以全力发展业务了&%郭春奎说#良

好的办公环境不仅能吸引应聘者# 更能

提升员工士气# 并能给潜在的投资人留

下好印象&

在周边乡镇大量招人# 扩大团队+发

展自主品牌的网络网站服务平台+与游戏

开发商'发行商对接#建立合作关系**

郭春奎带领$龙城手游%进入起跑阶段&

现在#$龙城手游% 已通过网络审核

备案' 成为周口第二家拥有自主网站推

广的公司& 公司自主品牌的游戏网站和

手机
455

已经与多家游戏开发商和发

行商对接了
+'

多款手游#并与他们建立

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公司平台拥有
$

万

左右的活跃用户# 即每天有
$

万人通过

公司平台登录账号&

通过滚动发展#$龙城手游% 现拥有

固定资产
)$'

多万元' 在职员工
(+

人#

有独立的财务部'行政部'会议室'机房

和
"

个独立销售团队&

郭春奎及其团队的努力逐渐有了回

报#从
&')(

年
)'

月到现在#$龙城手游%

每月的平均业绩为
&+'

万元#

&')(

年总

业绩为
&'''

万元 #

&')2

年预计总业绩

将超过
+'''

万元&

希望用户遍及天下

$我希望# 有一天我们也能像
66

'

微信一样#用户遍及天下& %对于公司今

后的发展#郭春奎有着这样的憧憬&

自信来自员工的优秀& $当初#我选

择回乡创业# 人力资源成本是最大的考

量因素之一& %郭春奎说#他没有过多的

人脉和资金#全靠一点一点滚动发展&相

比大城市# 家乡的劳动力资源丰富且用

工成本低#这大大减轻了他的资金压力&

$留守在家的年轻人有很大的冲劲 '干

劲& %$龙城手游%现有的
(+

名员工#平均

工资在
&$33

元以上#优秀业务员的月收

入可达
)

万元以上&

自信来自自主平台的建立& 目前#

$龙城手游%自主品牌的游戏网站和手机

455

已与百度游戏'阿里游戏'广州网易

计算机'上海盛大网络'北京当乐信息技

术'云南偶玩贸易'成都快发助手科技等

多家企业和
&3

多家游戏研发商展开合

作#对接了
+3

多款手游#公司平台有
$

万左右的活跃用户&$我们可以通过网络

向全国推广自己的平台# 所以公司还有

很大的市场& %郭春奎表示#用户突破
$3

万后#$龙城手游%就有能力在各大网页'

手机硬盒'播放器上投放广告#推广自己

的手机
455

+ 用户达到
)33

万后#$龙城

手游% 就有实力自主研发手机游戏#届

时#公司可向客户提供集研发'发行'推

广'终端'客服于一体的服务&

现在# 对于刚刚起步的郭春奎和他

的$龙城手游%来说#这些梦想还有些$奢

侈%& 在手游这片野蛮生长的市场中#郭

春奎和每一个创业者一样# 即使对前路

上的荆棘和花环还懵懵懂懂# 却依然坚

持不懈地努力奔跑&

愿郭春奎和他的$龙城手游%跑得更

远更快)

采访札记

!我们没挣到多少钱( %郭春奎告诉

记者#公司年业务量虽然渐渐上来了#但

除去运营费用# 留在账面上的发展资金

并没有多少(今年
"

月份#仅发工资就用

去了十多万元(

郭春奎表示#为了留住优秀员工#除

了增加提成+多发钱#他暂时没有更好的

办法(

!龙城手游%成立至今#郭春奎的工

作团队逐渐壮大#但期间来来去去的!驿

站式% 人才流动也让他很是头疼(

&3)(

年
%

月+

)3

月和今年
&

月# 三名员工离

开公司自立门户, 另有一批员工跳槽进

入百度+九游等企业( !这让我既高兴又

苦恼(高兴的是#这些人才是.龙城手游/

培养的,苦恼的是#他们不再为.龙城手

游/工作了( %

对于薪资待遇#郭春奎从不吝啬#但

他心里清楚#只有公司真正强大起来#才

能吸引并留住人才+ 才能实现 !龙城手

游%的快速可持续发展(

郭春奎#青春在!手游"中闪光
!

记者 张艳丽 马四新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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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郭春奎与员工一起探讨业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