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为正能量代言”

走近河南好人
（7）

9月 16日，周口市国税局会议室。
面对着台下近百人的听众，一个黑红

色脸膛、个头不高的汉子在侃侃而谈，谈
他做志愿服务的艰苦历程，谈他从农民工
到成为“北京好人”、“全国劳动模范”的传
奇经历。

这个人就是李高峰，过去是在北京打
工的河南农民，如今是北京市朝阳区八里
庄街道流动人口与出租房屋管理办公室的
管理员，还是全国青联常委。

虽然身份变了，但李高峰做志愿服务
一直没有停止；虽然已经落户北京了，但
他仍坚定地告诉周围所有人：“我始终是
一个河南人！”

京城卖烤红薯
李高峰原本在家乡扶沟县卖烤红薯，

妻子开个小卖部卖日用品。两人收入虽
然不高，但日子过得挺滋润。

生活的轨迹因为照顾一个近门的二
奶奶而发生改变。

这个二奶奶是个孤寡老人，生活艰
难。李高峰的父亲心善，便主动照顾她的
生活。看到父亲年纪大了，行动也不便，
李高峰让父亲歇歇，自己去伺候二奶奶。
后来二奶奶得了癌症，从住院治病到去世
埋葬，短短 6 个月，李高峰花光了家庭的
积蓄，还欠了一屁股债。

怎么办？同乡劝他：到北京打工吧，
那里机会多，挣钱快。于是，2001年的秋
天，他带着妻子来到了北京。

现实比想象差得多。李高峰跑了近
一个月，也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只好又干
起了老本行——卖烤红薯。

不过，这段经历也让他深切地感受到
一些不公平待遇，他下决心要用实际行动
证明：河南人是好样的。于是，他卖烤红薯
有个与别人不同的做法：对拄拐杖的老年
人少收钱，特殊情况不收钱。李高峰说：“尊

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要用实
际行动证明，河南好人多，河南人是懂得尊
老爱幼的。”

很快，李高峰的烤红薯摊前排起了长
龙。虽然卖的多，但因为免费的更多，李
高峰卖了一个多月烤红薯，还赔了钱。

很多人称赞李高峰，但也有人说他扰
乱了烤红薯市场的正常经营秩序。妻子
很担心：咱吃喝拉撒都得花钱，你把红薯
白送了人，咱吃啥喝啥？于是他俩调换了

“工作岗位”：妻子在市场卖烤红薯，他在
家洗红薯。

义务清垃圾
李高峰租房居住的朝阳区无限社区

旁有一条河，名叫二道沟河。他回忆说：
“要说小区旁有一条小河，那风景多美
呀。但当时二道沟河两岸是社区的垃圾
场，河里漂着死狗死猫，臭气熏天，路过的
行人都捂着鼻子走。”

李高峰想，洗完红薯后，闲着也是闲
着，不如把这条河清理干净。随后，他买
来三轮车、铁锹和从河中捞漂浮物的网
兜，自己一个人天天清理河中及两岸的垃
圾，然后送到 1公里外的垃圾中转站。

李高峰的行动感动了一个长期搞环
保公益事业的离休老干部。

这个老干部名叫范伯诚，1944年参加
革命，1987年离休后一直关注二道沟河的
治理。

听说有个河南农民工义务清理垃圾，
范伯诚专门找到李高峰。俩人相见恨晚，
成为朋友，共同清理垃圾。

其间，范伯诚曾给李高峰找了一个报
刊投递员的工作。这份工作给李高峰每
月带来 2000多元的收入，但因为忙，他没
时间清理垃圾，就辞职了。后来，他当了
无限社区的保洁员，每月收入只有 800
元，但他干得很卖劲，也很高兴。

到 2007 年，二道沟河河水慢慢变清
了，往河里倒垃圾的现象也没有了。一个
河南农民工清理垃圾的故事也开始在小
区及其周围传播。

这年 7月，天气炎热，居住在铁路宿舍
的居民找到李高峰，称小区的厕所 30年没
打扫过，也没人管，恳请李高峰帮助清理。

李高峰去了解情况，300米外就闻到
臭味。他估摸着那厕所两三个月才能清
理干净。

李高峰买了铁勺和铁桶，推着垃圾车，
与范伯诚一起来到小区，清理厕所。他戴上
口罩，穿上靴子，钻进恶臭的厕所，一勺子一
勺子将屎尿舀到桶里，掂出去倒到垃圾车
里。

蛆顺着他的胳膊爬满全身，他依然坚
持。他浑身臭气，妻子不让回家睡，他就
在附近的公园亭子里睡。

日复一日，他如此干了 3 个月，厕所

终于被清理干净。
小区居民送来了锦旗。李高峰上了

电视，当年被评为“十大北京好人”和“首
都文明之星”。

“社区110”
李高峰有很多绰号，最有名的是无限

社区居民给他起的“社区 110”。他说：“无
论什么样的事，我只要接到居民电话，立
刻赶到。”

居民把李高峰当全能冠军了，啥事都打
电话找他帮忙，而他也从没有让别人失望过。

2002 年 11 月的一个夜里，李高峰正
在酣睡，放在床头的手机响了。电话是邻
居打来的，称家里来贼了，还不止一个。

李高峰一跃而起，打开家门，就看到一
个黑影急奔而去。他奋起直追，把那人摁倒
在地。后面的同伙看到后，举起刀朝他砍了
3刀。终因失血过多，他昏倒在血泊中。

李高峰被随后赶来的居民送到医院，
3处伤口共缝了 20针，右手的小拇指几乎
被砍断。至今，他两条胳膊上的伤痕仍清
晰可见。

从此，李高峰与小偷“杠”上了。他养
成了新的作息习惯：每天凌晨 2点起床，出
去巡逻两三个小时。十几年间，落入他手
中并被扭送到派出所的小偷就有 29个。

居民有困难找他，他帮；不找他，只要
他看到了，或者听说了，他也义无反顾地
去帮助。

2003 年 7 月的一天，在北京朝阳区
《农民日报》社门口，一位老太太癫痫病
突然发作，不停地用头撞地，满脸鲜血。
刚好路过的李高峰从围观的人群中挤进
去，将老太太的头抱在怀中。老太太的
儿女闻讯赶来，要送给他钱表示感谢，他
坚持不要。问他的名字，他说：“我是河
南人，你知道我是河南人就中了。”他回
到家，妻子见他胸前都是血，以为他又受
了伤。

如今，李高峰仍然会接到社区居民提
出的小请求：附近大杂院的厕所堵了，能
过来修一下吗？家里的下水道坏了，能帮
一下忙吗……他总是满口答应：马上就
到！

正能量在延续
李高峰的善举感动着与他有过接触

的所有人。
妻子也闹过情绪，甚至提出过离婚，

但最终还是理解了他。如今，李高峰做志
愿服务，妻子是“跟班”。

50岁的齐东飞是个“老北京”，当初往
二道沟河扔垃圾时，曾与李高峰拌嘴，他
不理解李高峰为啥这么傻。现在，他与李
高峰成了好朋友，为了志愿服务的事跑前
跑后，热心做各种公益活动。

更多的河南老乡汇集到李高峰的旗帜

下，形成志愿服务中一股强大的河南力量。
这其中，有农民工，也有退伍军人、大学生、
公务员，还有开着宝马车的企业老板。

2007年 4月，李高峰发起成立了河南
在京环保志愿者服务队。如今，这支队伍
从最初的 40人，发展到现在的 1200多人。

现在每逢周末，北京的街头巷尾都能
看到李高峰和他带领的志愿者们活跃的
身影。7年来，他们服务的区域已从朝阳
区扩展到了东城、西城、海淀、丰台、崇文
等地，服务内容也从打扫卫生、文明宣传、
小广告清理拓展到了禁烟、禁痰、水环境
保护、野生动物保护、体育赛事志愿者服
务，以及义务理发、送水、维修家电、修理
自行车等便民志愿服务，成为京城一道亮
丽的风景。

2010年，这支志愿者服务队被联合国
志愿服务合作项目办公室评为“公益实践
示范项目”，很多外国友人也开始加入到
这支志愿服务队。

李高峰说：“前几年，曾有境外媒体说
我是堂吉诃德。其实我没有他那么孤独，
因为我从来都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李高峰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获得了首
都、家乡乃至全国人民的认可。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曾
3次接见李高峰，勉励他继续努力，做好志
愿服务。

2010年 1月 31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
温家宝听了李高峰的汇报后，高度赞扬
说：“高峰啊，你不仅为河南人争了光，也
为首都、为国家争了光，争得了荣誉，无愧
于‘北京好人’称号。假如大家都能像你
一样，人人做好事，个个做好人，我们的社
会就会更加和谐美好！”

如今，李高峰正在郑州筹办志愿者服
务组织，希望带动更多的人参与到志愿者
服务工作中，服务家乡人民，为河南人争
光。⑨10

李高峰，46 岁，扶沟县人，2001 年开始到
北京打工，卖过红薯，当过报刊投递员，干过

社区保洁员。10多年来，他不遗余力地做着清河道、淘厕所、
抓小偷、照顾帮助孤寡老人等公益活动，并发起组织了河南
在京环保志愿者服务队，先后被授予“北京好人”、“全国劳动
模范”等荣誉称号。

我会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感

染、带动河南籍在外的务工人

员，人人做好事，个个当好人，为

家乡父老争光，为中原添光彩。

——李高峰

李高峰：从农民工到“北京好人”
□本报记者 李运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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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19日，全省文艺工作者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训班在郑州落
幕。两天来，来自全省的文艺工作者代
表聆听了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赵素萍的
讲话，以及中国文联副主席夏潮和中国
剧协主席、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尚长荣
的精彩报告，并就如何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等问题展开了讨论。讨论气
氛如同刚刚放晴的天空，温暖又和煦。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重要战略任务。如
何自觉承担起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时代责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融入文艺创作实践之中，成为摆在
我省广大文艺工作者面前的一道考题。

正是抱着如何破解难题的态度，学
习期间，与会人员听得聚精会神，笔记
做得一丝不苟，分组讨论时积极交流、
主动请教、踊跃发言。大家一致反映，
参加此次培训班，提高了认识、开阔了
视野、理清了思路、坚定了信心。河南
小皇后豫剧团团长王红丽说：“国无德
不兴、人无德不立。作为一名戏曲演
员，用熟悉和擅长的艺术形式传递真善
美、鞭挞假恶丑、弘扬主旋律是国家和
人民赋予我们的使命和职责，唯有踏踏
实实为老百姓服务，排出传播正能量的
作品，才对得起演员这一特殊身份。”

近年来，我省把大力推进文明河南
建设作为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重要载体，全省广大文艺工作者围绕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打造
了一批叫得响的精品力作。在刚刚揭晓
的全国第十三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
工程”评选中，我省有豫剧《焦裕禄》、话
剧《红旗渠》、电影《永远的焦裕禄》等 8
部作品入选，连续八届获得组织工作
奖。消息传来，与会人员欢欣鼓舞。“这
是全省广大文艺工作者团结奋斗的结
果。”省文联党组书记吴长忠说，“文艺
工作者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要争做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定守护者、践行
者，以自己的人格魅力、优良品质、高尚
情操和良好形象，为全社会弘扬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树立榜样、做好表率。”

在省剧协秘书长陈涌泉的笔记本
扉页上，写着“戏比天大、德如地厚”8个
字。他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承载着
我们民族和国家的精神追求，任何文艺
作品只有坚守中华文化立场，自觉传播
中华传统美德，才有长久的生命力。对
此，省音乐家协会主席李仲党心有同
感，他认为，文艺作品唯有体现出中国
品格、中国精神，才能担负起重塑当代
中国民族精神和人文传统的使命。

培训班的举办为全省文艺工作者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注入了新
的动力。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文明河
南”建设的征程中，全省文艺工作者的
步伐将迈得更加坚定有力。③10

窗外是连阴雨，室内却一片春
暖：为感恩节准备的黄色“南瓜”，为
圣诞节准备的红色“火鸟”，为复活
节准备的白色“兔子”……

9 月 17 日，在安阳内黄县河南
森润工艺品有限公司展厅，总经理
陈震一脸高兴：“这些卖给外国人过

‘洋节’的工艺品销量很大，订单已
排到了后年。”

从“自主”到“转移”
谈起创业经历，陈震说最关键

的选择有两步：
第一步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1990 年，在老家厦门，陈震等

一群毛头小伙子跟随母亲做“贴
牌”生产，为台湾、香港的中间贸易
代理商加工欧美市场上需要的日常
工艺品，利润很低：“一只摇马，我以
7 美元卖给中间商，他们以 25 美元
卖给欧美连锁店，最终的零售价是
79 美元。我挣得最少，只能挣 2 美
元。”

1994年，他自主创办了厦门雅
美工艺品公司，有了自己的商标，为
欧美的连锁商店直接供货，利润空
间骤然扩大。

第二步是内地的人力支持。
2010年，南方出现了企业用工

荒。陈震在内地承接产业转移的热
潮中来到内黄创办了森润。

“我们的客户群已由原来的 11
家变成了 17家，这些欧美连锁集团
的门店总量达到了 4.3万间。内黄
已成为我转移发展的宝地。”

工艺品的生命是创意
森润业务楼的三楼、四楼都是

展厅。
在三楼的“洋节”产品展厅，首先

看到的是一个南瓜。从剖开的断面
可见，南瓜里面是一颗红色的“心”套
着玉米、火鸡的造型。讲解员说：“玉
米、火鸡都是感恩节的主要食品。”

此外，红鸟、烛台等工艺品也设
计得非常精致。讲解员说：“这些东
西就像《白毛女》里杨白劳给喜儿买

了一根红头绳过年一样，外国的普
通人家过年也希望有个巧妙的工艺
品活跃气氛。”

森润公司目前已开发出动物、人
物、卡通、风景等十余类工艺品。在
面积达 3000多平方米的展厅里，七
八万件设计别致的展品令人赞叹。

“工艺品的生命是创意。我每
个月都要到美国一次，一方面召集
客户推销新产品，一方面调查市场
需求。我这里是按需生产，不存在
库存积压。”陈震说。

技术攻关助创意“高飞”
森润公司通过高薪聘请，目前

拥有专业设计人员 10名，雕塑人员
20 名。他们负责功能材料和新材
料的开发与应用。

在展厅，记者看到一种像玻璃
一样的摆件，里面的鸟羽、山水等栩
栩如生，一问才知道其材质叫透明
树脂。陈震说，透明树脂在常温下
存放 3 个月就会颜色发黄，公司聘
请厦门大学一位教授进行科研攻
关，眼前的产品能保持 5年清澈。

一件表面镀金，看上去光彩、富
丽的花瓶，所镀的金属会不会超
标？陈震回答说，我们采用了一种
兑水方法的创新电镀，不会对人产
生危害。这项技术也是请厦大攻关
取得的。

类似的技术创新还有很多。
目前，森润的产品已由树脂逐

步丰富到水泥、陶瓷、铁艺几大类。
2013 年，森润实现销售收入 3 亿多
元，利润 2630 万元，出口创汇 6000
多万美元。

“‘洋节’市场看起来空间很大，
但你如果没有艺术创意、技术创新，
很容易被竞争对手挤出去。目前，
我们正在加紧建设技术研发中心，
要凭创意开拓市场，靠技术助创意

‘高飞’，相信‘洋节’产业还会做
大！”陈震说。④4

文化产业“双十”工程巡礼

创 意 拉 动
“洋节”产业

□本报记者 程 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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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当今复杂的社会环境，我们要理直气壮地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要有怀疑。做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表率，是每一位文艺工作者的
职责。”9月 19日，在全省文艺工作者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培训班上，中国剧协主席、著名京剧表演
艺术家尚长荣的话语铿锵有力。

作为河南文艺界的老朋友，尚长荣不仅关注河
南文艺界的发展，还在郑州收过高徒。他说，20 世
纪 70年代末 80年代初，河南诞生了《卷席筒》《七品
芝麻官》等戏曲电影，风靡全国。梅兰芳的夫人看了

《卷席筒》后说：“真感人，京剧再不要强就落伍了。”
近年来，河南又诞生了《村官李天成》《焦裕禄》《程婴
救孤》等作品，在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同时传承
发展着民族戏曲艺术。“我要向我的河南战友们致
敬。”尚长荣的话引来一片掌声。

75 岁的尚长荣对当下文艺界某些不正之风十
分愤慨。他说，文艺工作者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只
有先立德，才能在舞台上立人。现在“一开研讨会，
先送车马费”的现象很普遍，有些演员一味追求高昂
的出场费却不愿到基层为老百姓演出，这些现象都
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相背离，这种歪门邪

道终会害人害己。“‘无病休嫌瘦，奉公莫怨贫，知足
无烦恼，布衣乐终生。非吾之有莫伸手，非分之财莫
进门’，这是我主演的京剧《廉吏于成龙》的唱词，应
当成为文艺工作者的座右铭。”尚长荣说。

尚长荣说：“人无礼则不立，事无礼则不成，国
无礼则不宁。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努力做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典范和榜样，做一个有高尚情
操和艺术追求的人，用优秀的作品传播正能量，弘
扬中国梦。”④4

尚长荣

立艺先立德
——访中国剧协主席尚长荣

□本报记者 刘 洋

本报讯 （记者程 梁）9 月 25 日，2014 年我省
现代服务业开放合作洽谈会将在郑州国际会展中
心召开。届时，我省将举办文化产业专题招商会。

9月 22日，记者从省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领导
小组办公室了解到，为举办此次文化产业专题招商
会，我省各有关市县和部门进行了精心准备。从初
步统计情况看，招商会共邀请客商 350余人，其中省
内客商逾 130人，省外客商近 200人，境外客商 20余

人。华数传媒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励怡青、
湖南广电传媒集团股份公司董事长龙秋云、上海赛
领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啸东、台湾城邦集团
CEO 何飞鹏和盛大集团总裁、盛大文学董事长兼
CEO邱文友等著名文化产业负责人将与会。

据悉，这次招商会拟签约项目 93个，拟签约金
额 1435.1亿元人民币、1.2亿美元。其中，亿元以上
项目达 82个，100亿元以上的项目有两个。④4

本报讯 （记者王晓欣）9月 21日，以“学习儒学
经典，传承中华文化”为主题的“仰韶·彩陶坊第三
届中华国学高层论坛”在省人民会堂举行。

论坛以“实现中国梦从孝道礼仪做起”、“传
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等为主题，对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历史、发展、现状及其在中华民族复兴进
程 中 的 意 义 、作 用 等 问 题 作 了 深 刻 的 阐 述 和 精
彩的演讲。

与会专家学者对儒学经典进行了准确理解与
现代阐释。他们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
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史弥新的精神财
富，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是建设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组成部分。弘扬和
传承以儒学文化为主体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
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促进文化繁荣与推进社会和
谐，都具有非凡的现实意义。④4

我省将举办文化产业专题招商会

第三届中华国学高层论坛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