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进河南省许昌禹州市颍川街办事
处东关社区，漂亮的楼房鳞次栉比，平坦
的街道宽阔洁净，条条玉带般的河道点
缀在绿树翠影中，广场上不时传来阵阵
笑声⋯⋯

45 年间，东关社区从雨雪过后找不
到路的城郊小村庄，发展到如今禹州市
商业中心、河南省重要药材集散地；楼高
了，景美了，人富了，东关社区党委书记
周遂德却从 25 岁的小伙子变成了年逾
古稀的老人。

“我就是断了脊梁，也要
让东关村变个样儿”

在“2016 河南十大最美村官”评选
中，周遂德排名第一，但这位 70 岁的老
人需要经常吃药才能维持血压稳定。他
幽默地说：“也不是天天都要吃药，到外
地出差、开会反而血压会稳定些，在村里
办公事情就多，就得借助点外力给这把
老骨头加加油。”

1972 年，周遂德当选为东关村历史
上最年轻的支部书记，摆在他面前的是
个大难题：东关 7 个自然村，11 个村民
组，2700 多名村民守着人均不足半亩的
耕地；村委会没有办公室，干部们开会就
围着村头老桐树的树墩蹲一圈。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周遂德大学毕
业后，放弃了进城的机会，一头扎到了村
里。当选后的第一次村民大会上，他望
着台下一双双充满期待的眼睛，斩钉截
铁地说：“我当村支书，有 3 个目标，一是
要每个人吃饱饭，二是叫大家有钱花，三
是让大家都住上好房子！”

“当年化肥难弄啊，一斤上好的小麦
都换不回一斤化肥。”村民张振海至今记
得，周遂德上任后不久，就给村里弄来整
整 10 吨化肥的事儿，让不少村民都乐开
了花：那 10 吨化肥，是周遂德和当时的
一位村干部几次南下湖北武汉、襄樊等
地，多方求人才买到的。“为了托关系买
化肥，我穿了当年自己最好的一件衬
衫。”周遂德回忆说，“说是最好的，其实
袖口早磨烂了，去人家供销社时，把袖口
使劲往里塞，怕人家笑话”。

化肥买到了，周遂德和同行的村干
部一起坐在货车的车斗里返回 300 多公
里外的东关村，7 月的骄阳下，化肥散发
着刺鼻的气味，可两个人谁也不舍得坐
到驾驶室去，“那可是乡亲们来年的收
成，不敢有一点儿闪失”。

1974 年春天，在周遂德的主导下，
村两委通过了建设东关村窑厂发展集体
经济的决定。周遂德开完会回到家，就

问妻子王月凤要出了家里所有的积蓄
——30 元；之后，周遂德又带着人，把家
里准备了好几年盖房子用的木料、砖瓦
一股脑拉到建窑的工地上，王月凤只能
忍住眼泪，一声不吭，因为她太了解自己
的丈夫了：“当上村支书的那天他就跟我
说，以后咱家的根就扎到这了，不把东关
带出这穷日子，我一辈子都不会甘心！”

窑厂建了 4 个月，周遂德日日光着
膀子在工地上掘地、挖土、拉架子车，冀
学义回忆说：“窑厂成形的时候，老周整
个人都脱了相，脸黑了，腰弯了，眼窝也
陷得老深。”村民们劝他注意身体，可他
说：“我就是断了脊梁，也要让东关村变
个样儿！”

1975 年的春节，窑厂给东关村村集
体挣下了第一笔家底 4 万元，村干部挨
家挨户给村民发大米、红糖和红枣，东关
村人的日子，开始甜了起来。

“天地之间有杆秤，秤砣
就是老百姓”

东关村有了自己的砖窑厂，村民们
纷纷告别泥草房，住进宽敞明亮的砖瓦
房。可在 1998 年后，周遂德一家却又告
别砖瓦房，住进老村部里的土窑洞。

1998 年到 2002 年，是禹州中华药
城的建设期。禹州自古就是全国有名的
中药材集散地。当时，国家批准了 17 个
大型药材交易市场，禹州的中华药城是
河南省唯一的定点药市。

文件下发后，周遂德和村干部连夜
开会商讨，村委班子都认为，应该干。中
华药城占地 400 亩，可以容纳商户 1000
多户，一旦建成，无论是房屋出租坐地生
金，还是物流运输多种经营，东关人就有
了家门口的聚宝盆。

可是怎么干？建药城要拆迁，涉及
村民 300 多户住房和 200 多座坟茔。要
拆迁，群众意见肯定少不了。但是周遂
德铁了心要做“惹众怒”的人。

果然，1998 年的大年初一，村里上
百口人围住了周遂德的家。周遂德站在
人群中双手抱拳，言语恳切：“建设市场
的好处，大家都能想得到。我知道，全村
人都在看着我周遂德，请各位放心，我第
一个扒房迁坟⋯⋯”

人群散了，王月凤劝周遂德：“这书
记咱不干了，你也歇歇，睡个安稳觉。”周
遂德摇头：“都不愿意得罪人，村里的工
作就开展不下去。只要是为老百姓谋福
利，再难也要上。”

当天下午，周遂德和胞弟商量了给
爷爷奶奶和父亲迁坟的事。接着，农历

二月初二，周遂德一家就搬进老
窑洞。儿子周志强至今还清
楚记得老窑洞的模样：“常
年不住人，院子里的荒草
有两三尺高，房子上连个
窗户都没有。”这样的
房子，他们一住就是
4年。

整 村 的 拆 迁 工
作开始缓慢推进。
阻力大，周遂德却
从 没 跟 一 个 群 众
发过火，他不只一
次地说：“住得好
好的家说搬就搬，
搁谁身上都不好
受。让群众把怨
气 撒 出 来 ，大 家
的心气儿才能顺。”

2001 年，药城如期建成，经过外出
考察和多次说服，东关村一半的居民开
始在药材市场从事房屋出租和商业经
营，如今禹州的药材生意做遍全国。“以
前我认为是瞎折腾，但现在很多村民光
靠房屋出租，一年能收入 10 万元。”居民
薛全生说自己“不得不佩服周书记的头
脑。”

正是在周遂德“出力不讨好”的开拓
进取中，东关村这个昔日典型的农业村，
建起了商贸大世界、建材大市场等，一派
车水马龙的繁荣景象。上世纪末，这个
小小的村庄竟然连续几年出口创汇突破
2000 万美元，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原出
口创汇第一村”。

“周书记心里装着群众，他走在街
上，老少爷们看见都跟看到亲人一样。”
社区干部崔江涛动情地说，哪里有困难，
周遂德的身影就出现在哪里。

2010 年的一个夏夜，大雨滂沱，周
遂德担心地处低洼地的村民，便赶忙叫
上村“两委”成员一起去查看。他蹚着齐
腰深的水挨家挨户地喊：“我在这里，大
家别慌！”

村民在村干部的指挥下有序撤离
着，周遂德的膝盖却一阵剧痛，直到抢险
结束后他才发现左膝盖被划开了，伤口
被水泡得发白肿胀，缝合之后，泡过水的
伤口多次感染，至今仍留下一条深深的
疤痕。

“天地之间有杆秤，秤砣就是老百
姓。”周遂德常说：“要把红旗扛下去，就
得让老百姓能时时刻刻看到党员的身
影，听到党员的声音。常和他们聊聊天，
拉拉家常，到群众家里揭锅盖，摸被褥，
群众才不会认生。”

“党员干部要对得起自己
的良心”

东关村的名气大了，常会有邻村的
干部过来取经，“周书记，你们党委一班
人干得那么提劲儿，你是咋领导的？”

周遂德说，“你处事公平，老百姓才
会信赖你；坚持正义，村里才会风清气
正；谦虚谨慎，才能听到不同意见；真抓
实干，才能迎难而上开创新局面。村干
部最忌有私心，一有私心，大家就不信服
你了”。

2004 年，周遂德积劳成疾，悄悄到
医院治疗了一个多月。不知怎么走漏了

“风声”，村民闻讯，都提着食品往医院
跑，把钱往王月凤手里塞。周遂德哽咽
着说：“大家的心意我领了，但这些钱我
不能要。”出院后，他让妻子把钱一一退
回，实在退不回去的就全部上缴到村里，
这些账本上记得一清二楚。

从兴办村办企业到引进外资再到把
村子建成商业贸易中心，周遂德的治村
理念随着时代的变迁也在积极地调整，
可有一点却一直没变，“对村子的发展，
要始终超前一步。对自己的生活，要始
终落后一点”。近两年，周遂德谋划着将
同仁堂的药材加工企业引入东关村的药
材市场，一把年纪的老人一趟趟往北京
跑，吃住都是最低标准。

如今，东关村当初定下的“吃饱饭，
有钱花，住好房”3 个目标早已实现。在
周遂德的带领下，东关社区先后获得全
国创优争先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文化
先进社区等几十项荣誉称号。

上图 周遂德 （右） 慰问看望困难
群众。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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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遂德：

创 业 致 富 的 好 带 头 人
本报记者 夏先清 通讯员 王佳宁

人物小传

周遂德，许昌禹州市颍川街办事处东关社区党委书记。今年 70 岁的周遂德已在党委书记的位置上干了

45年。近年来，他带领社区居民做强第三产业，建成容纳上千商户的“商贸大世界”和“中华药城”，社区

90%以上的居民都有了自己的致富项目，社区连续三年获禹州市“创业致富杯”竞赛金杯第一名。周遂德也

获得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等称号。

贾喜祥：

爱爱““折腾折腾””才有致富路才有致富路
本报记者 李琛奇 通讯员 曹鹏伟 周小龙

初次来到贾喜祥家，感觉有点不像普通农家，更像是
一个“迷你”农机场。中型货车、拖拉机、三轮车、旋耕机、
粉碎机等整齐排布在大门外的场地上，整装待发。

说起贾喜祥的“折腾”，全村人都竖起大拇指：“别人
种、养一样都顾不好，老贾啥都弄，啥都能赚钱。”

44 岁的贾喜祥是甘肃灵台县什字镇西郊村塬边社
农民，经营着一家养猪场，养了 70 多头猪，还有 70 亩果
园和 3 个蔬菜大棚，是远近闻名的致富能人。2007 年，
在庆阳油田打工多年的他因照顾家人，毅然返乡，在自家
屋后建起猪舍，养起30头猪，又购进4头奶牛。

“奶牛每天挤奶 40 斤，全镇的鲜奶都由我供应。”贾
喜祥说，虽然鲜奶不愁卖，但奶牛“娇贵”不好养，4 年时
间过去，先后“糟践”了 4 头牛：“料重伤牛,料轻没奶，一
头一万多元，后来觉得不划算，3 年后就全部转让了。”

奶牛卖掉之后，贾喜祥承包了供水方便的一块地，建
起更正规的养猪场，生猪养到了六七十头，又承包了 15
亩地，用 10 亩玉米专门解决生猪的“伙食”。不久，贾喜
祥又在镇里常青苗圃承包了 3 个蔬菜大棚，考虑到自家
活多，贾喜祥和妻子李红梅商量，全年种西红柿，自己育
苗，10 月栽种，次年 7 月卖完，歇上 3 个月再种，1 个蔬菜
大棚一年能收入1.5万元。

2012 年起，外乡果农看准什字镇塬地大又平，纷纷
过来承包土地种果树，贾喜祥在做中介的过程中，认识到
苹果产业是个好产业。2013年，他承包30亩5年树龄的
果园，当年已零星挂果，第二年套袋 6 万个，毛利润 4 万
元；第三年套了 9 万个袋子，毛利润 7 万元，去年毛利润
达到 17 万元。多次赴外地学习和考察后，2015 年冬，他
邀请陕西杨凌专家指导，栽了 40 亩矮化苹果。去年，他
又通过嫁接将品种改良为“烟富6号”，长势很不错。

“生猪行情前几年不行，但能保得住本，去年行情好
了，卖了60多头猪，毛利润12万元。”贾喜祥将猪粪上到
果园，还承包镇上一些单位的化粪池，确保农家肥充足。

“我喜欢养殖，别人都觉得我忙不过来，其实每天干
啥，我都心里有数，时间上不算很紧张。”贾喜祥说：“只要
勤快，啥产业都有致富路！”

潜 心 研 发“ 不 转 向 ”
——轨道交通设计专家曾艳梅18载潜心研究转向架

本报记者 郑 彬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高级工
程师曾艳梅是“全国五一巾帼奖章”获得
者，她 10 余年专注于轨道交通车辆转向
架设计工作，先后荣获中国专利金奖 1
项、授权专利27项、湖南省科学技术进步
奖 3 项、中国南车科学技术奖 2 项，是轨
道交通领域响当当的设计专家。

潜心钻研，沉淀人生大志

从大学毕业至今，曾艳梅在转向架领
域已经钻研了 18 年，她回忆起那段时光
时说道，“刚开始参加工作时，我的主要工
作是最基础的、不影响安全的零件设计，
我觉得小挑战一样有乐趣”。

曾艳梅怀着立志发展中国轨道交通
装备事业的梦想，脚踏实地，在全国劳模
陈喜红等专家的指导下，攻克一个个技术
难关，坚定了从事研发工作的信心和决
心。凭着扎实的专业功底、一丝不苟的工
作态度和不断求索的精神，她逐渐挑起了
转向架重要部件、转向架系统设计重任。

根据运送乘客能力的大小，地铁车辆
分为 A 型和 B 型。我国时速 120 千米的
B 型地铁车辆转向架一直由某跨国公司
购买。2005年，为摆脱国外公司的限制，
提高地铁车辆的国产化程度，构建系统集
成能力，曾艳梅所在公司开始自主研发该
型车辆及转向架项目，曾艳梅主动承担了
工作量最多、难度最大的关键部件——转
向架构架的研发。曾艳梅把“家”直接搬

到了离办公室最近的单身公寓，除了睡觉
外全泡在办公室。“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项目比原计划提前一个月完成了，实现了
中国地铁高速技术“零”的突破。

实践的磨砺让曾艳梅深信，中国装备
要走出去实现高铁梦，突破国外限制，必
须自主创新掌握核心技术。她说：“中国
轨道交通若要领先全球，制造是基础，智
造是关键。”

瞄准国际，谱写智造华章

作为轨道交通车辆最关键最核心的
技术之一，转向架技术的发展一直受到世
界各国轨道交通车辆厂商的高度重视，竞
争非常激烈。

在国家国际化发展战略部署下，中车
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凭借强有力的设
计研发实力，在国外市场赢得了全球数十
个国家和地区的诸多订单。

埃塞俄比亚—吉布提铁路就是一
例。在设计机车转向架总体方案时，曾艳
梅和团队成员一起以国内高原电力机车
为基础，针对该项目大轴重、高温、高原及
沙漠运行等特殊要求，对其采取优化及适
应性设计，量身设计了“耐热型”大功率电
力机车转向架。目前埃塞俄比亚机车已
交付使用，产品质量可靠，动力学性能优
良，是非洲第一款最高时速为 120 千米、
轴重最大为25吨的六轴机车，把埃塞俄比
亚与吉布提两地的货运时间由原来的3天

缩短为 12 个小时，对于推动区域互联互
通、便利双边贸易往来具有里程碑意义。

钟情创新，打造核心团队

人才是中国智造持续发力的根本。
随着公司新员工加入到转向架总体研发
团队，队伍由原来的 10 人壮大为现在的
24 人，作为转向架总体设计主管的曾艳
梅，始终以促进新员工迅速成长、适应轨
道交通装备事业发展需要为己任。她认
为，要将新员工培养出来，最关键的是让
他们从事具体的项目研发，在实践中
成长。

由曾艳梅主持研发的时速 120 千米
速度级 A 型地铁转向架是全球首个速度
等级最高的 A 型地铁车辆转向架，客户
对车辆的舒适性和安全性提出了更高要
求。面对该项目繁重的设计任务，她以
身作则，带领团队活跃在生产第一线，
不论多晚，生产一线一个电话，大家立
刻赶往现场解决问题，连续工作20几个
小时是常事。为了提高工作效率，曾艳
梅还把即将搬进去住的新家当作团队头
脑风暴室。

艰苦努力没有白费，他们最终在该项
目的研发中取得丰硕成果，创造性地首次
采用了铝合金轮盘制动、牵引电机弹性架
悬等七项新技术。如今，中车提供的转向
架具有簧下质量轻、安全性高以及高速下
优异的动力学性能，最终打动了客户。

曾艳梅立志“要

无悔于转向架技术自

主创新”，并攻克了一

个个技术难关。

（资料图片）

1989 年出生的唐维伟是昆明市延安医院科研部的
一名普通实验员。2008年，一次到山区送温暖的公益活
动让他与公益事业结缘。实验室里，他是严谨求实、专注
认真的实验员；生活中，他是乐于助人的好心人。

2009年唐维伟来到玉溪元江的一个小山村里，他看
到乡亲寒冬里穿着单薄破旧的衣服和鞋子，没上学的孩
子穿着露着脚趾的鞋子在泥泞的路上跑，教室里的孩子
吹着寒风朗诵课文⋯⋯山区贫困居民的苦楚，他感同身
受，他下决心为他们做点什么。回到昆明后，他立刻发动
朋友、同事给当地乡亲们募捐。当他把 300 多件衣物、
100 多双鞋、3000 多元的学习用品发放到乡亲们手中
时，他们脸上洋溢的笑容让他觉得自己所做的努力是那
样有价值。从此唐维伟便下定决心要从一个公益活动的
参与者转变为公益活动的组织者。

他通过举办各种公益活动让上千人与公益结缘，其
中一部分加入到他发起的“春城爱心团队”中去，在他的
带领下，这个团队已经由一开始的几人发展到现在的
600 多人，其中汇聚了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唐维伟一直
要求保证每一分捐款都用到实处，所有的公益活动不仅
出钱而且出力，活动中所有经费都由参与者 AA 制分
摊。据不完全统计，他组织公益活动 60 余次，筹集捐赠
物资价值40多万元，为3000多人送去了温暖。

2015年元旦，正是鲁甸最寒冷的时候，他带领30多
位志愿者，来回 800 多公里，把筹集到的价值 26 万元的
物资带到了鲁甸乐红镇，给 2000 多名孩子及附近村民
送去了过冬物资。期间他还邀请相关人士作励志演讲和
感恩教育，开展互动拉近距离，在给孩子们东西时不忘告
孩子们：“所有的东西都是用你们自己的双手努力得来
的，你们是最棒的，要有信心和勇气去面对灾难，将来你
们一定可以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

从2008年接触公益活动开始，唐维伟曾遭受过别人
的质疑和误解，也曾感到无从下手，但始终怀着一颗真挚
善心的他，坚持从身边力所能及的善事做起，将公益之路
一直走到现在。8 年来，唐维伟一直热衷于参与或组织
各种公益活动，先后获得“云南省向上向善好青年”、“云
南省十佳志愿者”、“昆明好人”等一系列荣誉。这么多头
衔放在他身上时，他始终告诉自己——勿忘初心！

不忘初心唐维伟
本报记者 周 斌

唐维伟（右三）在鲁甸灾区组织捐赠活动。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