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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1 月 24 日下午， 我在鑫港
农业银行支取了 2000 元现金，准备骑 三
轮车去新北雁买东西。 快到新北雁时，听
到后边有人喊，“爷爷！ 爷爷！ 你丢钱了
吧？ ”我听到喊声停下来，看到一男一女
两个学生模样的孩子向我跑过来， 上次
不 接下气 的 说 道 ：“这 是 您 丢 的 钱 吧 ， 怕
您着急，我们捡到就赶紧追您来了！ ”我
一眼便认出孩子手里拿的正是我刚取出
的现金和农行存折， 存折内有一万多元
余款，我接过现金和存折，对两个孩子连
连感谢。
当我问起两位同学名字和学校时，开
始他们俩谁也不肯说。再三追问下，女同学
告诉我说，她叫齐艳菊，是一中高三、十八
班的学生。男同学却始终不肯说，只是对我
微笑着摇头。见状我只好作罢，看着两个孩
子高高兴兴的离开。
为了记住孩子们的名字， 我到新北
雁找销售员借来纸和笔， 记下了他们的
名字和班级。 孩子们拾金不昧，不止是两
个学生值得表扬，还有两个孩子的家长、
班主任、学校。 孩子们的优秀品质，是他
们共同教育的结果。 现金和存折失而复
得 ，让 我高 兴 ，可 更 让 我 高 兴 的 是 ， 作 为
祖国未来的孩子们纯真善良的内心。 有
这样优秀的好学子、好青年，我们国家复
兴大有希望。
被两个少年的行为深深打动， 晚上我
在日记上记录一首打油诗：
一中高三十八班，品学兼优两学员。
女生名唤齐艳菊，男生名字未肯谈。
拾金不昧还失主，唯恐老人急寸丹。
家风校风润正能，共育一对好青年。

（接上回） 据说那金马驹偶尔也出来过几
回，和真马嬉戏追逐，但就是无人当场发
现，很是神秘。
民间呢，据说有个南蛮子善于品金监
银，看相卜占。 还有人说他也曾掘坟盗墓，
不过谁也没亲眼见过。 倒是知道他善于找
宝。
这一日，他听说金马驹子的事，这个
乐呦，仿佛金马驹子就是他的了。 别说，他
还真有点本事。 要搁别人谁都知道大头冲
下的是山，长草生粮的是地。 而他就知道，
哪是金马驹留下的印记，哪是金马驹的最
终归宿。 就像码踪专家一样，从而开始了
顺藤摸瓜，跟踪追击的挖宝历程。
他毕竟是凡人，一步迈不出三尺。 十
万八千里之遥， 他如何一时丈量得完呢？
他翻山越岭，他涉水渡河。 没钱了，他就给
人占卜一下，换点散金碎银。 然后继续晓
行夜宿，饥餐渴饮。 当他找到了藏匿金马
驹的“宝山”时，已是风烛残年了。
踏破铁鞋无觅处， 得来全不费工夫。
当他得知这“宝山”不仅有金马驹子，还有
金碾子，金豆子，外加金屋子，竟兴奋得好
几天没睡着觉。 也许牧羊人的话是假的
吧？ 也许狩猎者的言论是骗人的吧？ 但宁
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毕竟这金马驹是进
了这座山！
进山门谈何容易，以血肉之躯撼动山
门，无异于蚍蜉撼大树一样。 必须巧进。
传说只要找到叫钥匙的童子，默念三
遍“山门开，山门开，钥匙来了。 ” 山门就
会自动打开。 不过据说过去有人也试验
过，但从来不曾有人打开过。 原因是，这童
子得一表人才，有识文断字之能，有义字
当头之德。 这下可就难住了许多人。
南蛮子找啊找， 一晃又是半年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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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一样， 到处金碧辉煌， 到处金光闪
闪。 金碾子，金豆子，金簸萁，金笤帚。 就
差那个推碾子老婆不是金的。 时间有限，
钥匙手攥青草赶紧去引金马驹， 谁知刚
引到门口， 不知哪来的一声喊：“金马驹
是我的！ ”
结果门神受惊，谋划好的事，就这样
李洪志
前功尽弃了。 那呐喊之人，不是别人，正是
了。 田地里再次涂满了墨绿色，河边再次 钱陈马鲁，叶孔金方”等诗文，都能铭 记 守财童子。 只因他没能找回金马驹，玉皇
长满了碧绿的青草，奔流的河水再次溢满 在心。 什么“仁、义、礼、智、信”也略知了 大帝就罚他做了乞丐。 待到找回金马驹
了河床。 到处又都呈现着“荷花放，茄花 一二。 所以“钥匙”耳濡目染的也就有了 时，再现出真身。
香，岸柳成行”的美好景象。
文化，而且也知道孝敬父母，讲究仁义道
谁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多日来他一
南蛮子为找钥匙的事，愁的又老了几 德。 这不就是我要找的人吗？ 今天终于如 直就跟在钥匙他们的身后， 想不劳而获，
岁。 他闷闷不乐的徘徊在汾河岸边。
愿以偿了！
结果好悬没丢了性命，幸亏他跑得贼快。
忽然，他听到：“钥匙，快来呀！ 这的鱼
南蛮子，为了得到“钥匙”，为他家看
钥匙想： 虽然金马驹子牵不出来了，
好大呀！ ”
宅院，挪坟地，殷勤有加，热情有余，而且 不是还有金豆子吗？ 我捧出点来，我那柱
“是吗？ 你等着。 ”随着声音，人也就到 全是免费的。 有时还把给别人占卜换来的 子、锁子、栓子等小朋友，拿去后不就能交
散碎银两，施舍给马家。 就这么的，一来二 学费上学了吗？ 结果没等走到门口，就被
了。
“哪有鱼呀？ ”
去和马家混熟了。 直到这时他才提出让钥 山门关在里边了。
“这我知道，我不这么说你能来吗？ 就 匙帮他前去塞外取宝的事。 起先马家不同
毒誓已经发下，但钥匙却没能再回家
知道割草放马!”
意，后来南蛮子发了毒誓：要是不安安全 园。 南蛮子食言了。 他一着急。 两腿一蹬，
“好你个根柱子，看我不让你河口小 全领回钥匙，就让天打五雷轰，不得好死。 也死了。 没多久南蛮子就真的变成了乌龟
烧酒！ ”
闭眼成石人，躺下变成乌龟王八蛋。 马远 王八。 现在，石门旁那堆圆鼓隆冬的石头
说话间两孩子就“开仗”在河里边。 接 新呢，舍不得儿子，于是就卖了茅舍跟着 就是他的化身。
着，你狗刨，我蛙泳；你仰浮，我踩水。 不 南蛮子来到了今天的宝山下临时安顿下
守财童子呢？ 最终也因没能找回金马
来。
过，结果总是钥匙占上风。
驹，而且还伤及了无辜。 被玉皇大帝一怒
这些，南蛮子都看在眼里。 特别是这
这一天，月朗星稀，碧空如洗。 皎洁的 之下，贬他去南天门外，十万八千里处，做
孩子，长得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大眼 浓 月光把银色的光环慷慨的涂抹在大地上。 了毛楞星。
眉，口方鼻直，简直就是浓缩了的王俊卿、 鸡不叫，狗不咬，真乃万籁俱寂。 这时，南
钥匙呢，因品德高尚，被玉皇大帝设
矮化了的贾俊英。
蛮子、钥匙，悄默声的上了宝山，径朝那大 法招上天庭，做了御前大学士，专管考试、
经过打听，南蛮子还知道：钥匙的爸 石门奔去。
升学之事，要不咱这升大学，成大器的怎
爸叫马远新， 家住不远处的洪洞县大槐
焚香，敬神，祷告，念动咒语，之 后 ， 么这么多呢？
树下，是个佃户。 所租种的土地几乎都在 就由钥匙前去叫门。“山门开，山门开，钥
俗话说，人挪活，树挪死。 马远新呢，
国子监的边上。 所以，那些“人之初，性本 匙来了！ ”接着又念了二遍。 这时只听轰 虽说没了钥匙，但还有别的孩子呢。 所以，
善。 性相近，习相远。 ”“子不教，父之过。 轰隆隆一声巨响， 山门就真的吱吱嘎嘎 终究一代一代的繁衍着。 进而成了今天宝
教不严，师之惰”。“赵钱孙李，周吴郑王， 的打开了。 山门开起处，里面就真的跟传 山下的名门旺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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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知识大健康

捧读午后一米阳光

洗澡水太热易心梗

许志儒
深冬。 午后。 阳光很好。 阅览室很静，
静得能隐约听见寒风撞击玻璃的嘤嘤声
掺和着它爬进室内的滋滋声。
300 平米的阅览室，宽敞明亮，抛了光
的白色地板在阳光下反射着耀眼的光；整
齐排列的浅黄色桌凳被溜进来的冬日暖
阳浸润得一片金黄，四散着淡淡的油漆香
味； 书架上的杂志显得格外精神焕发，一
律规规矩矩的标准站姿，毕恭毕敬的接受
着神圣阳光的检阅……室内的一切似乎
都太过安静了。 此时，正有大片的明晃晃
的阳光透过宽敞明亮的玻璃窗溜了进来，
喜滋滋的向四处伸展着修长的 臂 膀 ，瞬
间，洒满了一屋子的金色。
我手捧着一本书坐在暖阳里， 全身的
每一个细胞都倍感舒爽惬意， 似乎每一个
毛孔都被打开了。 翻开的书页上，被洒了一
层淡淡的金。 于是，那淡淡的金便裹着那淡
淡的墨香弥漫在无比温柔的空气里， 并渐
渐氤氲开来。 书页中的每个字符都被镶上
了一圈金边儿，此刻，我的心也如阳光般灿
烂着——
—作为一名图书管理员， 每天和书
打交道，的确是件非常幸福的事。
我不由得猛一抬头，双目就刚好与悬
在空中的一轮灿烂明媚的日头撞了个正
着，霎时，眼前金星四射，明晃晃、金灿灿
的光芒便晃花了双眼。 只需一眼，你便彻
底被它的热烈融化了，渐而又醉了——
—多
么明媚的阳光啊！ 瓦蓝的天空中飘着一抹
鱼鳞状的白云，随心所欲的漫游着。 书上
那密密的如蚂蚁般的黑色字符瞬间像一
个个长了翅膀的音符，在柔软的阳光下欢
快地舞蹈着，我的心也随之舒展和明朗起
来。

我被这明媚的阳光吸引着，悄悄来到
西侧窗前，这里矗立着一棵又高又粗的常
青树，它可称得上是阳光的宠儿。 我刚要
伸出手去与它争宠，忽然，就在抬手的一
瞬，一股奇异的清香直袭心脾。 呵，原来，
阳光是有味道的啊， 而且是香甜的味道！
奇怪，之前我怎么一直不晓得呢？ 呵，原来
是这棵高大的常青树开花了！ 油绿而肥厚
的叶片上泛着亮白的光。 树上挂满了一串
串粉白的小花，每朵花儿都在冲着阳光展
露着甜甜的笑靥。 细长的五片花瓣粉嫩可
人，像极了可爱宝宝粉嫩的脸。 细碎而纤
长的白色花蕊一律向外翘着，宛如宝宝浓
密的睫毛，忽闪着撩人心魄。 花芯沁润着
晶莹的液珠，在阳光照耀下闪着熠熠的七
彩光芒。 很显然，阳光是沾染了这粉嫩小
花的馥郁芳香， 并携着这芳香四处流传，
使得偌大的屋子到处跳跃着带有甜香味
却又有几分暧昧的气息。
窗台上的一盆盆鲜花也都沐浴在暖
金的幸福中。 她们是这个小小世界里的超
级宠儿，被柔软的阳光宠爱着咧开嘴幸福
的笑着。 君子兰、四季海棠、豆瓣绿、橡皮
树，它们肥厚而油绿的叶片同样反射着亮
白耀眼的光；腊梅也被催开了朵朵绯红的
小花，那精致的小花宛如两片鲜红的木耳
叠合在一起，红中泛着橘黄，鲜亮妩媚。 金
黄色的花蕊点缀其中，更加突显出腊梅花
的圣洁高雅、超凡脱俗；香气扑鼻的米兰
花像金黄的小米粒，一串串拥挤着挂满了
枝条，与亮绿的叶子争着宠，它们在阳光
下各自闪着金灿灿的光， 直逼你的眼；还
有那盆嫩绿的铜钱草，细细的长茎托起圆
圆的如荷叶般的叶片，又仿佛一枚枚翠绿

三十三条之一的规定。 那么，他的行为都存
在哪些安全隐患？ 在日常生活当中，常见的
违章行为都有哪些呢？ 敬请收看。
2、《感动》：《回家过年》
一、新闻综合频道：
播出时间：2 月 2 日、4 日、6 日 20:00
1、《小超说法》：《交规那些事》
新闻综合频道播出；
播出时间：2 月 1 日、3 日、5 日 20:00
2 月 4 日、6 日、8 日 8:15 影视娱乐
新闻综合频道播出；
频道重播。
2 月 3 日、5 日、7 日 8:15 影视娱乐
二、影视娱乐频道：
频道重播。
1、《每周一菜》：《滑溜肉片》
于某某因驾驶小型面包车接送学生超
播出时间：2 月 1 日、3 日、5 日、7 日
员被交警查获。 检查发现：该车核载 9 人， 8:20 播出；
时至今日， 肉制品依然影响着中国
实载 26 人，违反了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法修正案（九）》第八条刑法第一百 人的日常饮食， 我们的餐桌上自然也少

广电节目早知道

中兴路街道爱心超市
“爱心卡”聚爱心暖民心
（上接第一版）
据了解，中兴路街道“爱心超市”于 2015
年 12 月份正式成立，总面积 100 平方米，2016
年 1 月份开始运营。 专门设立了爱心超市管理
机构，配备工作人员 51 名，其中专职工作人员
16 名，负责超市的管理和运行。 每周五为集中
开放日。 同时，对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体予以表
彰并使该部分人群享有一定的社会礼遇，致力
于保证每个施惠者都是受惠者，确保爱心不间
断。 截至目前，已累计接收办事处、各社区居委
会工作人员和社会各界爱心人士捐款 39986
元，累计接收捐赠物品 10541 件。 爱心超市开
业当天， 已有 27 户特困人群在超市内领取爱
心物品 141 件。

的小伞， 小伞滚着一圈半圆形花边儿，既 很适合你们高三学生，都是高考前的模拟
精致又妩媚。 尤其那均匀对称的叶脉，像 练兵以及各省市高考状元的制胜法宝，还
是被精心设计上去的，在阳光下显得格外 有全国乃至世界著名的高校简介，是一本
抢眼。 小伞们个个歪着头，仰着圆圆的笑 极好的书呢”“哦，那太好了。 谢谢老师！ ”
脸，追随着那一抹暖暖的金……哦，我竟 “不客气，很高兴为你们服务，呵呵”。“加
不知道，这些可爱的鲜花原本都是向日葵 油哦！ ”“嗯，加油！ ”。 说话间，小女生有些
的嫡亲呢？
腼腆的笑笑，随即将拳头握紧，做了个“加
窗外，远山醒了，近树活了，林立的高 油”的姿势，那笑容如盛开的迎春花般灿
楼建筑也都鲜活了起来， 天地之间的一 烂......
切——
—有生命的、无生命的，它们一起开
当我望向窗外，那些朝气蓬勃的学子
始了新的律动、呼吸、欢笑，给寒冷的冬天 们早已融入到了金灿灿的阳光里，融入到
注入了新的活力。 楼外墙根下两只慵懒的 早春的风景里......
猫咪也在享受这充足的阳光，它们一动不
时光匆匆，不经意间，暖盈盈的阳光
动的依偎在一起，一黑一白，幸福和谐得 便悄悄退出了屋子，闪身溜到西边窗台上
如同入了画一般。 这时，有三三两两的同 去了。 哦，眼看太阳就要落到山的那边去
学陆续来到阅览室——
—他们利用大课间 了，室内顿时凉了下来……哎，有什么办
来看书或借书。 与他们一同进来的还有外 法呢？ 我只能傻傻地盯着那轮极富挑逗式
面的清新湿润的空气，瞬时，室内便涌动 的笑脸发呆……在这一刻， 我忽然发现：
着一股青春的气息。
有形的光阴是长了腿的呢？
于是，起身，快步来到窗台边，伸手拘
“老师，您帮我推荐一本好书吧，这样
一本本的翻太浪费时间了。 ”其中一个身 起一捧暖金， 小心翼翼的夹入书的扉页
着高三校服的女生微笑着向我求援。“好 中， 让这温暖的一米阳光浸润每一页书
啊，新一期的《高考金刊》来了，我觉得它 香，让灿烂的生命永远定格在这书香中。

不了肉的诱惑。 那么，今天赵大厨就给我
们做一道美味又健康的肉菜“滑 溜 肉
片”，相信您一定会喜欢。
2、《我是小明星》
播出时间：2 月 1 日、3 日、5 日 20:15
播出；
春节将近， 滦平三中第三场比赛却
激战正酣，场地不变、选手升级，滦平三
中班级队将分期进行四项游戏的激烈角
逐。 在各显其能的同时，究竟会有哪些精
彩瞬间，究竟谁会赢得比赛？ 敬请收看！
3、《滦平映像》：《回顾： 不仅仅是寻
找下一处最美风景》
播出时间：2 月 2 日、4 日、6 日 20:15

（上接第一版） 为了解决居住在河道附
近村民的出行难问题，他四处跑项目争
取资金，修建了 8 处管涵，1 座小桥，修
整路面 5 处，为河道附近村民安全出行
提供了有力保障。
村里的老人常说： 现在的下南沟
村，跟以前真是大不一样了。 村口有大
气的牌楼，进村以后是宽敞干净的水泥
路， 主路两侧有绘制精美的文化墙。 2
万多平米的户户通水泥路修到了每家
的门口， 两处总面积 1200 平米的休闲
广场让大家有了属于自己的舞台。 2014
年，下南沟村被承德市政府授予“承德
市农村面貌改造提升示范村” 荣誉称
号，这应该是对关东伟这些年努力的最
好回报。
发展种养业，带动农民致富
下南沟村是一个贫穷闭塞的小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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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出。
一个奇特任务，一次户外寻找之旅，
《滦平映像》 栏目走过了一年的路程，在
这一年里，观众关注热度持续升温，有建
议、有赞同，本期节目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摄制组内心的声音。
三、滦平人民广播电台
1、《行风在线》
2 月 2 日 7:30—8：00 直播，3 日、4 日
7:30—8：00 重播。 本期《行风在线》节目
的直播单位是县城管局， 如果您有关于
“城市管理”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届时
请拨打热线电话 8585777，与县城管局领
导直接对话。

落，这里的老百姓主要靠种
粮食生活，部分年轻力壮的
人会出去做矿工或建筑工
人。 关东伟从小在这里长大，他最清楚
靠这些乡亲们仅能维持温饱，要想让乡
亲们的生活质量提高，必须想点别的办
法。
他首先想到了让乡亲们养羊，因为
养羊的门槛低，养多养少都可以，而且
近几年养羊的行情越来越好。 最初，村
里只有个别人家养羊。 为了了解村民的
真实想法，关东伟对全村进行了一次的
走访。 了解具体情况之后，他从两方面
入手，解决群众的后顾之忧。 一方面，对
缺钱、没门路的村民，他帮着筹措资金，
联系种羊；另一方面，他经常把养羊的
村民集中起来， 学习相关养殖技术，交
流养殖经验。 现在村里有 20 多户养羊，

李先生今年 60 岁， 特别喜欢泡
热水澡。尤其冬天，常泡一两个小时，
觉得可疏通经络，预防疾病。几天前，
李先生泡澡时，突然觉得胸口闷得厉
害，以为是洗澡间太闷，就把窗开了
小缝。过了一会儿，胸闷非但没缓解，
反而胸口开始疼了起来。这时他才呼
唤家人， 家人马上拨打急救电话，将
李先生送往医院。医生诊断他出现心
肌梗死,经全力抢救，李先生顺利康
复。
有些人冬季洗澡，喜欢把水温调得
较高，且洗澡时间较长，但对老人来讲，
由于血管弹性差，身体调节功能也出现
衰退，若本身有血管动脉硬化狭窄，则
很容易形成血栓。 且浴室内水蒸气较
多，闷热不通风。 这种环境下人代谢水
平较高，洗浴时间过长，可造成大脑和
心肌缺氧，导致脑出血、心肌梗死等。

孩子吃粗粮 注意事项多
我们都说粗粮好，营养健康富含
膳食纤维，一些家庭可能会加重三餐
中粗粮的比例。 但是对孩子来说，吃
粗粮并不是越多越好，一定要做到吃
粗粮有的放矢。
要讲究粗细搭配
如做馒头时在面粉中加玉米粉
或黄豆粉； 将玉米粉做成玉米糊、玉
米饼等； 将小米与大米一起煮粥；用
燕麦和绿豆、红豆制成浆，拌在米粉
中做辅食。
要粗粮细作
比如将燕麦片中加水煮熟后，加
牛奶、葡萄干、苹果丁，加热至 70℃
左右就做成了水果燕麦羹。
要吃粗粮不过量
每周 1—2 次即可， 逐渐增至一
周 2—4 次。 需要提醒的是，一些容易
做成泥的东西，比如红薯、土豆、南瓜

了两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就是打造
农村电商平台。 2015 年 8
月， 他个人投资 400 万元注册成立了承
德万美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计划打造一
个高端水果的销售平台。 为了寻找合适
的货源，他去了承德县新杖子乡，看人家
如何种植大枣；他还去了海南、广西、攀
枝花等地，考察当地特色水果项目。一次
次的外出考察，不光为了寻找优质货源，
更希望找到适合下南沟村民种植的水果
项目， 把广大村民引领到发展特色种植
业上来，走出一条“特色种植 + 电商平
台”的发展之路。 目前，已经有村民尝试
种植大枣，迈出了发展的第一步。
第二件大事就是发展特色农家游项
目。下南沟村没有拿得出手的自然景观，
也没有特殊的文化传统。但是，这里干净

铺出致富路 打开幸福门
最多的一家家里养了 400 多头羊，真正
走出了一条养羊致富路。
村里发展的养殖、 种植业当中，养
羊是发展最好的，但不是唯一的。 村民
还有一个养猪大户， 最多的时候养了
600 多头猪。 现在，全村 3000 多亩的山
杏也渐渐的利用了起来。 前年，还邀请
专业技术人员嫁接了 300 亩的大扁。 本
来，村里外出打工的人也不多。 现在，村
民们更不愿意出去了， 因为在家门口，
他们也有好的致富门路。
谋划特色产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岁末年终，又到了该总结规划的时
候，这段时间，关东伟也一直没闲着，除
了为村里的大小事忙前忙后，他还谋划

一般情况，洗澡水温度需因季制
宜，夏天选温水浴（33℃以上，正常体
温以下），冬天可选热水浴（接近或略
高于正常体温）。但老人，尤其老年冠
心病患者要特别注意，洗澡水温度最
好与体温相当，最好不超过 40℃。 洗
澡时， 要把水温调好后再淋到身上。
洗澡时间也控制在 15 分钟左右，尽
量不超半小时，并注意防跌倒。

等也是粗粮，因此不宜每天都吃。
粗粮不宜油炸
在餐馆酒店常会吃到用各种杂
粮制作的小点， 比如油炸玉米饼、芝
士奶油焗红薯、椰丝奶油燕麦包。
油炸或油煎会破坏粗粮的营养
价值，比如做玉米饼，传统做法多用
油脂来煎；在制作薯类的时候，不少
人喜欢把它打成泥状， 做成饼等，然
后油炸。 这样做成的食物，将损失粗
粮的营养价值。
吃粗粮后要喝水
儿童吃了粗粮后，因为粗粮的消
化需要大量的水，所以，也要让孩子
大量喝水， 以免造成了消化不良，或
者是大便干燥等等不良的身体反应。
以上是孩子吃粗粮的一些注意
事项，一定要记住，太极端的饮食方
式都不好。

整洁、安静祥和、交通便利，有着自己的
优势。他因地制宜，谋划着把下南沟村打
造成承德游客旅游住宿的中转站。为此，
他计划投资 500 万元对村主路周边进行
改造升级，建成有水、有景的景观带。 同
时，联系附近 10 家村民，建设特色农家
院。 目前，已经有 5 户村民有意向，合作
建设农家院。同时，已经与承德海外旅行
社达成合作意向， 该旅行社答应介绍游
客来下南沟村吃农家饭、住农家院。而景
观带项目建设正在逐级审批中。
为了当初的一句誓言，更为了实现
带领全村百姓致富奔小康的梦想，关东
伟一直在努力着。 因为这些年的努力，
他获得了滦平县“优秀农村青年人才”
的荣誉称号。 但这些，他根本不在乎，因
为他说过：“再好的荣誉，不如乡亲们的
一声夸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