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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唐县水峪口村 68 岁的刘
大娘正蹲在席子上铺棉，虽然她已
满头银发，身子骨却很硬朗。每天
铺棉被 80床左右，年底就能赚 1万
多元，这样的收入让她很满足。“在
这儿干活很自由，也不耽误种地、带
孩子、走亲戚，这多亏了金凤这个好
闺女，要不是她，我们哪能找到这样
的好活儿！”

刘大娘口中的“好闺女”，是河
北唐县信达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贾
金凤，一名土生土长的唐县大学毕
业生。14年来，她用瘦小身躯撑起
了一个年入 6000 多万元的婴幼儿
用品网店，带领20多个村子500多
人走上了致富路。

炎炎夏日，在唐县信达贸易有
限公司的生产车间，记者见到了这
位“80 后”创业者贾金凤。瘦瘦小
小戴个眼镜的她，显得很书生气。

贾金凤出生在太行山深处唐县
水峪口一个普通农民家庭，是一个
以传统农业耕作为主业的国家级贫
困县。贾金凤从记事起，每当看到
父母为了他们姐弟劳作不息，心里
就很难受，她渴望早日为父母分担
家庭重担。

2004年冬天，在河北科技大学
读大二的贾金凤从杂志上看到关于
淘宝网的介绍，网店销售模式深深
吸引了她。于是，她借钱买来电脑
和数码相机，开起了网店。这下不
仅解决了自己的学费，还把初中毕
业的妹妹接到石家庄读完中专。

卖别人家的货，心里总觉得不
踏实。

2009年冬天，临近预产期的贾
金凤花了 100多元买来准备给宝宝用的小被子，拿到手后
她发现远不如母亲托人捎来的手工小被子好用。老家的小
被子里，棉花又软又暖，用起来放心。这个小被子给了贾金
凤创业灵感，销售手工婴幼儿用品肯定受年轻父母欢迎。
自己建厂，自己销售——这条路应该不错。可建厂资金从
哪儿来？大量的资金缺口让贾金凤陷入困境。

2011 年，贾金凤的堂兄贾连合闻讯后，把与家人办厂
挣的钱拿出来，和她一起在老家唐县水峪口村建起了工厂。

水峪口村虽地处唐县深山区，但距离保阜高速和保阜
公路近，交通方便，附近有10多个村庄，有大量会手工活的
农村妇女。贾金凤、贾连合在农村土生土长，他们考虑到农
村妇女要种地、看孩子、赶集、走亲戚，就因人而异，调整了
工厂上下班时间，为的是方便这些妇女回家给上学的孩子
做饭和下地干活。为了带动更多中老年农村妇女，贾金凤
把睡袋棉花内胆的缝制任务发放给附近村子里擅长手工制
作的中老年妇女，在家做活儿，定点收购。“这样她们做工也
灵活些，有时间了就做，没时间就先放放，其实大妈们的敬
业精神挺让人敬佩，她们基本都能赶上进度，保证质量，我
非常放心。”提起村里的大妈大婶们，贾金凤一脸骄傲。

为了提升产品档次，贾金凤邀请服装设计师加盟，设计
开发出冬夏均可使用的宝宝防踢睡袋，并申请了国家专利；
引进人才，在石家庄设立销售中心，专司网络销售、市场开
拓、产品设计等工作。由于具有成熟的销售渠道，这些婴幼
儿使用的枕头、被子、睡袋等手工商品迅速打开了市场，赢
得了全国各地网友信赖，订单像雪片一样飞来。

正是因为贾金凤来自贫困山村，而且山村里有大批会
手工的大婶大妈，使她成就了创业梦想。

“刚开始厂里只有3台缝纫机，现在两个厂已有缝纫机
近100台、绗缝机2台、钉扣机8台、电脑打版机一台、金属
检测机一台、熨台 6 处、梳棉机组一组……有 20 多个山村
的500多名大妈大婶帮我们做活儿代加工棉被。我们找到
了传统手工方式和现代销售方式的结合点，实现了资源优
势的最大化。”贾金凤说。

贾金凤紧跟电商发展脉搏，在家乡建厂，拥有了自己的工
厂，打造了“龙之涵”婴幼儿用品知名品牌，实现了创新创业。

产品的质量决定着企业的成败，更是诚信的体现。为
此，企业安排专人严格按照生产程序层层检验产品质量，做
好产品的质量记录，杜绝不合格品出厂。有了过硬的质量，
产品市场不断扩大。如今，公司旗下的“龙之涵”品牌拥有
天猫、淘宝、京东、1号店等13家网络店铺，连续3年在天猫
同类目下销售稳居前三名，3项国家专利，2家下属工厂，曾
荣获“河北省著名商标”。

从开始的代购代销，到现在的典型 B2C 模式；从在家
中摆一台缝纫机揽活，到现在拥有5000平方米的厂房；从
开始时的 2 名工人，到现在遍布乡镇年发放工资超 300 万
元；从最早每天二三百元的销售额，到现在每年的6000多
万元……贾金凤和她的团队经历了14个年头。

目前，贾金凤在水峪口村盖的新厂房即将投入使用，她
正积极开拓国外市场，产品已远销欧洲。贾金凤说：“我就
像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不断改变，不断进步，这便是创业
的快乐。这么多年来大婶大妈们和我的感情很深，有了她
们的支持，我们企业的路才会越走越宽。”

本版编辑 许跃芝

河南南阳市镇平县高丘镇黑虎庙小学校长张玉滚——

让更多孩子走出大山
本报记者 夏先清 通讯员 杨晓申 杨 杰

9 月 3 日，在第 34 个教师节即将到
来之际，河南南阳市镇平县高丘镇黑虎
庙小学校长张玉滚当选 2018 年全国教
书育人楷模。“我是一位平凡的山区教
师，能让孩子们走出深山，我觉得值
了！”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心愿，开启了
一位教师17年的“深山教学路”。

一个承诺，
撑起17年的坚守

黑虎庙村位于伏牛山深处，位置偏
僻、交通闭塞，被当地人戏称为镇平县
的“西藏”。许多老师不愿来这里任教，
学生家长经常为找不来老师犯愁。2001
年 8 月份，刚从南阳市第二师范学校毕
业的张玉滚回到家乡，毅然选择了留在
山村任教，成了一名每月只拿 30 元补
助，年底再分100斤粮食的民办教师。

“泥巴砖头垒个灶台，顶多能用个
十年八载。可咱们教给学生认的每一
个字，他能用一辈子。”刚刚走出师范校
门的张玉滚，和其他同学一样，想要出
去闯一闯，但老校长吴龙奇的这句话，
打动了张玉滚的心。跟着老校长，张玉
滚来到学校，走进自己当年上课的教
室，映入眼帘的依然是“破桌子，破水泥
台子，里面坐着十来个‘土’孩子”。“玉
滚，你要不来，这个班就开不了了，孩子
们就得上山放羊去了。”老校长背过脸，
用关节粗粝的手揉着眼窝。看着孩子
们清澈无邪、渴望知识的眼神，张玉滚
鼻子陡地一酸。

“老师，啥也不说了，我不走了。”就
这样，为了当初对老校长的一句承诺，为
了改变山里娃的命运，21岁的张玉滚留
在了这个山村小学，这一留就是17年整。

17 年里，面对微薄的工资，艰苦的
环境，养家糊口的窘困，张玉滚曾动摇
过、犹豫过，也想要离开。但是，一想到
孩子们，这个念头很快就被打消了。“前
半夜想想自己，后半夜想想孩子。思来
想去，都走了，孩子们咋办？”

“我是山里人，知道山里的苦，但不
能让孩子们一直苦下去，我要像雷锋一
样做一颗螺丝钉，钉在这里。”山外的世
界很大很精彩，但张玉滚却始终难以挪
开他的脚步，因为山里娃们希冀的目光
炙热如火焰，他想让更多的孩子们能够
走出大山，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一根扁担，
挑起山里娃的求学梦

在张玉滚住的宿舍里，有一根磨得

溜光的扁担，两米长，黝黑发亮。黑虎
庙小学的老教师说，这根扁担不寻常，
老校长吴龙奇挑了它几十年。后来，老
校长挑不动了，张玉滚接着挑。可以
说，这根扁担就是黑虎庙小学历史的见
证。

挑书本教材、学具教具，挑油盐酱
醋、蔬菜大米。靠着一根扁担，张玉滚
踩着老校长的脚窝窝，风里来雨里去，
挑来学习生活用品，也挑起了孩子们的
希望。

有一年正月初十凌晨5点钟，张玉
滚和学校里的教师陆喜安扛着扁担，拿
了几个凉馍往镇里书店赶，一直走到正
午才到达。没顾上休息，挑选好几十公
斤重的课本、练习本、粉笔后，用扁担挑
着走路往学校赶。一路紧赶慢赶，晚上
10 点多钟，两人才走到尖顶山山顶。
汗水在眉间结成了冰碴，肩膀早已磨
肿，脚底板也磨出了一片水泡，每走一
步都钻心的疼。

天黑看不清路，偏偏又下起了雨，
他俩实在走不动了，就找了个山洞，把
书本用油毡包起来，小心翼翼放好。他
们背靠背取暖，在一旁坐了大半夜。第
二天一早没等天亮就往回走，到了学
校，两人几乎成了“泥人”。书本却被裹
得严严实实，打开一看，干干净净，连一
点褶皱都没有。

2006 年，通往黑虎庙的公路修好
了，因为山高路险通不了客车，张玉滚

省吃俭用置办了一辆摩托车。从此，
“老扁担”谢幕，“小摩托”登场。“老扁
担”身上凝结的一代代山区教师艰苦奋
斗、无私奉献的“扁担精神”，也继续在

“小摩托”上传承发扬。十几年来，张玉
滚骑坏了 4辆摩托车，轮胎更换的次数
更是数不清。

扁担、摩托虽小，却实实在在地为
山里孩子们撑起了一片知识的天空。
17 年里，张玉滚培养了 500 多名学生，
其中 300 多名学生因他的资助免于辍
学，更让张玉滚骄傲的是，有 16名学生
考上了大学，有几个还读了研究生……

一片丹心，
树立新时代教师楷模

近年来，扎根山区、一心育人的张
玉滚先后被授予多项国家级殊荣，多次
受到表彰。“全国优秀教师”“全国师德
标兵”“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但他
从没有因为荣誉而骄傲自满。爱是最
长久的润泽，张玉滚爱教育、爱学校、爱
孩子。这种爱未必回肠荡气，却是长长
久久、贴心贴肺的疼惜。

“不耽误一节课，千方百计上好每
一节课，不能让孩子们输在起跑线上。”
这是张玉滚给自己定下的信念。由于
师资力量紧缺，张玉滚把自己打造成了

“全能型”教师，小学 5 门课程，他样样
精通。数学课上，他运用直观教学法，

和孩子们一起制作钟表表盘、长方体等
教具；英语教学中，他不断地激发学生
的英语学习兴趣，消除他们对英语的恐
惧感；科学课上，他带领孩子们去野外
上课或是自己动手做实验……

全校 75 个孩子中，有 40 多个寄宿
在学校。为了更好地照顾这些孩子，张
玉滚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好本领：掂起勺
子能做饭，拿起针线能缝衣，打开药箱
能治病，桌椅坏了他来修，校舍破了他
来补……

由于工资较低，学校的食堂招不来
人，张玉滚就把在外地打工的妻子张会
云喊回来在食堂帮忙。2014年5月份，
张会云在为学生轧面条时右手四个手
指不慎被机器轧折，落下了残疾。然
而，没过几天张会云又重新出现在学
校，炒菜、做饭都换成了左手。望着丈
夫那张因自责而满是痛苦的脸，她轻轻
地叹了口气。夫妻一场，她比谁都明白
丈夫的心。

张玉滚在黑虎庙小学这 17 年里，
除了寒暑假和周末学生不在校的时候，
他才会回家，剩下的时候他都是和妻子
住在学校照顾学生。常年的操劳，让他
显得比同龄人“老相”得多。很多次去
镇里开会，不熟悉的人问他：“快退休了
吧？”他总是呵呵一笑。面庞已改、初心
犹在：“我只是想让孩子们学到更多的
知识，让他们用知识改变命运，用知识
改变山区面貌。”

今年盛夏，作为主动人生文化研究
院院长和壮游人生教育科技（北京）有
限公司创始人，程颢发起“父子壮游大
运河”活动，组织来自湖北、辽宁、江西
等地的 6对父子从杭州出发，行经京杭
大运河沿线的苏州、曲阜、泰安等城市，
历时 10 天 10 夜，7 月底在北京的长城
烽火台圆满收官，引起人们的关注。

这次活动以大运河为载体，旨在打
造具有浓厚家风内涵和价值追求的壮
游路线。一路上的参观、游览和亲子活
动，令参与者对大运河和传统文化有了
更深的认识。“与孩子一起成长，行万里
路、吃万般苦、交万千朋友，这是在课堂
教学之外，家庭教育应该补上的一课。”
参与活动的一位家长深有感触。

作为壮游的发起人，程颢既是此次
活动的发起者、策划者，也是参与者。
在他看来，每一次出发，都是为了更好
的归来，壮游播下了一颗改变的种子。

“‘父子壮游’提倡构建一种有边界的父
子关系和高质量的父爱，通过培养孩子
面向未来的能力，在波澜壮阔的旅程中

遇见世界、发现自我。明年我们将面
向更多家庭，比如鼓励港澳台同胞一
起参与，感受祖国大好河山的壮丽。”
程颢说。

其实，壮游天下的念头，程颢已经
萌生了十几年。早在上大学的第一个
暑假，他就孤身一人“裸行”西部，想通
过此行了解中西部地区的水资源状
况。让老师和同学们意外的是，程颢
选择骑车前行，并且分文不带。冒着
酷暑，他从扬州出发，花费 1个月的时
间，行程上千公里，途经南京、郑州等
地，考察企业和农村。最终，程颢凭着
自己的毅力骑完了全程，抵达西进终
点——西安。经过这次西行，程颢瘦
了32斤，但收获满满。

2015年7月份，程颢还与“中国环
球航海第一人”翟墨一起，驾驶无动力
帆船重走“海上丝绸之路”，并在米兰
世博会中国馆归航，引起广泛关注。

不仅志在千里，关键时刻程颢也
站得出来。2003年，还是扬州大学国
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应届毕业生的他，

到青岛做企业调查。当年 3 月 3 日在五
四广场游览时，他突然发现一位年轻女
子跳海轻生。面对凛冽的寒风和刺骨的
海水，此前从未见过海的程颢毅然跳进
水中，奋力将女孩成功救起。

事后回忆起来，他说当时只是想救
人，全然忘了危险，因为自己一直记着父
母的教诲：“说话要算话，做事要有责任
心。”程颢的事迹令人深受感动，他被授
予青岛“舍己救人好青年”“江苏省见义
勇为好青年”等称号。青岛还专门举办

“程颢同学舍己救人事迹报告会”，号召
全市大学生向他学习。

面对荣誉，年轻的程颢很淡定。“救
人是种经历，不是资历，我应该有一颗平
常心，增加能力和人生阅历。”程颢谢绝
了青岛著名公司的邀请，一个人踏上了
艰辛的创业之路。因为，他不愿借助“救
人英雄”这一称号谋职。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历颇丰的程颢不
断打拼，屡有突破，出版了畅销书《趁早与
这个世界约会》。新东方集团创始人俞敏
洪对他评价颇高，“每个青春年少的人都不
乏想法，不同的是，程颢捕捉了那些看上去
稍纵即逝的想法，并潜心呵护，用行动去实
现，这也是他之所以能够成功的原因”。

“在我看来，创业是个没有围墙的课
堂。创业过程中的挫折和失败，并不是
一种结论，应该树立阶段性的思维意识，
善于从结果中找到一种逻辑。”程颢说。

近年来，程颢融合积极心理学、行为
科学、知识管理、价值理论的最新成果，形
成了一套主动人生理论，这就是从“人”出
发，通过启发与培养人的主动意识，塑造
人的主动行为，营造主动环境，进而实现
并放大人生价值。“选择主动人生，意味着

遵循自我价值实现和团队共进原则，成
为价值传递者、事情推动者、路径革新
者、方向选择者和能量传承者。”程颢说。

理论总是相对枯燥的，他研发的“双
鹰计划”（团队成长计划），通过在企业内
部形成一对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循环
体系，协助企业在解决“传帮带”和营造
积极健康的主动文化上取得创新性成
果。“双鹰计划”将企业内的员工队伍划
分为两类，年富力强的雄鹰代表资深员
工和中层干部；雏鹰代表工作 5年之内
的青年员工。程颢说，要利用雏鹰想完
善自己、获得成长的愿望，来激发雄鹰的
承担意识；利用雄鹰的伯乐思维和为人
师表的心理需求，通过自我价值的梳理
和知识经验传递来协助雏鹰成长。

通过大型公开课、在线学习、研讨
班等多种培训模式，“双鹰计划”帮助企
业激发了员工的工作潜能，让企业文化
更加开放、主动和快乐。据介绍，该计
划在中国联通江西鹰潭分公司实施期
间，85%的员工同期业绩及表现得到了
显 著 提 升 ，人 均 劳 动 生 产 率 提 高 了
16.45%，在当年该省地市分公司一级的
综合业务绩效考评中跃居第一。

“双鹰计划”推出 3 年来，以其新颖
有趣的游戏化设计和显著的培训实效
收到了社会的积极反响。一批知名企
业机构在内训中引入了主动人生课程
和“双鹰计划”，均取得了满意结果，产
生了积极效应。

“生活中，总有些想法一闪而过，如
果你是一个有心人，并能够立刻采取行
动，你就拥有了改变生活的力量。”说到
为何总有这么多点子并付诸实践，程颢
感触颇深。

创业者程颢：

选择主动人生 实现自我价值
本报记者 杨开新

作
为
壮
游
发
起
人
，程
颢
倡
导
重

溯
壮
游
传
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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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金凤（前排右二）在指导大妈大婶们缝制被褥。
李红叶摄

下图 张玉滚为学生们做好了饭菜。

上图 放学了，张玉滚送学生们回家。
右图 课下，张玉滚指导学生们写作业。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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