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对于新泰市青云社
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张宸而言是个喜庆的节日，
母亲赵文菊获得“振兴泰安劳动奖章”，现如今，从他
的父亲、母亲，再到他自己，都先后获得省、泰安市级

“劳模”，成为名副其实的“劳模家庭”。父亲张云秋
2002年被泰安市人民政府授予“泰安市劳动模范”荣
誉称号，2003年被山东省人民政府表彰为“山东省劳
动模范”；母亲赵文菊2014年被新泰市人民政府表彰
为“新泰市劳动模范”，今年又摘得“振兴泰安劳动奖
章”；张宸自己曾在2012年被新泰市、泰安市人民政
府表彰为“劳动模范”。多年来，淳朴、敬业、踏实、认
真的家风已成为这个家庭的“传家宝”。同时，一家人
还用大爱诠释着尊老敬老爱老的人间真情，用行动
传承着千古孝道，而这一切都让这个家庭充满了昂
扬的正能量。

俗话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赵文菊自嫁
到张家以来，她既是张云秋生活的贤内助，更是他事业
的好帮手。张云秋当书记的15年，她一直在竭力地干
着，竭尽全力的支持着，在张云秋最辛苦、最劳累的时
候，她用自己的汗水与付出，诠释着一位妻子、一位敢
为人先的女强人形象。一张张奖状、一块块奖章，共同
倾诉着这对“劳模伉俪”的辛勤与汗水。

早在1983年，感到生活贫困的赵文菊便把握时代商
机，心中萌发了自己创业的念头，她要开一家餐馆，靠
自己的努力和拼搏改变家庭的贫困处境。那段时间，她
和家人变成了建筑工人，顶着夏日的烈阳搬砖运灰。菜
馆建好后，她又开始在管理和服务上下功夫，自己常常
亲自下厨，把好进料关，她每天早上都要亲自到集市上
去采购。正是在她多年辛勤努力下，当年的玉春菜馆已
经发展成为今天的玉春大酒店，她本人也成为新泰市
餐饮服务行业的排头兵和带头人，被誉为远近闻名的

“巾帼女状元”，被选举为新泰市工商联副主席，新泰市
女企业家商会名誉会长。

受丈夫张云秋的的熏陶，事业成功的赵文菊心中
始终装着社区全体居民。2001年，青龙路市场开始建设，

为筹足6800万元的市场建设资金，她广泛发动亲朋好友
跑资金，跑项目，并将自家房产抵押到银行进行贷款，
确保市场建设工作顺利完成。市场建成了，可刚开始并
没有几个人愿意来市场上经营，为了吸引客户，赢得广
大经营业户的心，她又扛起了本不属于自己的那份担
当。每天早上，她都安排玉春大酒店的工作人员做上早
餐，推到市场上免费发放给经营业户吃，到了下午，她
又骑上三轮车来到市场，哪家的猪肉没卖完，她包圆，
谁家的菜还剩余，她全收。没几天功夫，酒店的冰箱
就被填满了，她便拿出了分发给周边的邻居、亲朋好
友，自己则骑上车继续到市场上收菜收肉。市场今天
的繁荣景象离不开她当年的用心良苦，也不会忘记
她当年的蹬车背影。

2003年社区建设宸隆大厦沿街楼，因资金紧张无
力购入施工所用钢筋水泥，工程面临停工的困境，此
时挺身而出的又是赵文菊，她拿出自家的积蓄帮工
地上进购钢筋水泥，资金还不够，她就用自己的信誉
担保，筹措来十几家酒店的资金投入到工程建设上
去，可当工程结束后，她却连一间门头房也没有要。
她的无私奉献换来了现在集体50多万元的租赁增收。

事业上，赵文菊用自己的汗水和智慧拼出了一片
天地；有了一定的资金积累，她便积极服务社会。多年
来，她坚持关心公益事业，热衷慈善活动，累计捐资助
学、助教、助老、助贫、助残、救灾、救济等公益救助达200

多万元。每年教师节前夕，总要拿出部分经营款对本村
老师进行慰问；“九九”老人节期间，她都亲自到新泰市
老年公寓去送慰问品；“六一”儿童节又为小朋友赠送
节日的礼物和礼品。在防非典和禽流感疫情工作中，她
先后拿出近10万元到民政部门捐助善款；汶川、玉树抗
震救灾期间，她又义不容辞踊跃捐款捐物达15万元。她
还大力扶持救助贫困家庭，积极参加希望工程和老年
福利事业活动，至今结对帮扶贫困家庭36户，救助辍学
学生57名，为全市女同胞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赵文菊靠着一片真心、诚心和爱心服务社会、奉献
社会，成为新时期农村妇女的楷模。先后被评为“全省

‘春蕾’计划先进个人”、“振兴泰安劳动奖章”、“泰安市
致富女状元”、“泰安市优秀女企业家”、“泰安市十佳孝
星”、“新泰市劳动模范”、“新泰市敬老好儿女”、“新泰
市最美乡村母亲”、“新泰市最好婆婆”、“新泰市百佳好
婆婆”等诸多荣誉称号。

皂巾帼不让须眉，用劳动诉说着感动

二二十十年年接接力力同同守守护护 两两代代人人传传承承劳劳模模情情
一家两代三劳模，“劳模精神”成“传家宝”

皂十五载春秋，树起大爱为民的不朽丰碑

“张云秋书记给村里带来的变化，别的
村都眼热。他帮过的人，数也数不清；他给
老百姓带来的实惠，看得见摸得着，他的突
然去世是我们社区的最大损失……”提起
这位受人爱戴的老书记，上至耄耋老人，下
至年轻一辈，没有不伸大拇指的。

张云秋书记是在1995年10月23日，被全
体党员选举担任了村支书，到2010年3月17

日突然去世，担任书记整整十五年的时间，
在这十五年里，他带领两委班子和全体党
员，殚精竭虑、艰苦奋斗，筚路蓝缕、披荆斩
棘，硬是把一个经济空壳村，外债数额巨
大，穷的叮当响的落后村变成了一个高楼
林立、文明富裕的新社区。青云路、东周路
两条商业街建起来了，顺隆家居广场和宸
隆大厦综合服务楼建起来了，顺河西路沿
街楼和住宅小区建起来了，老年公寓建起
来了；城中村开发改造开始启动，一期回迁
楼建设破土动工；青龙路市场获得了“国家
农业部定点市场”、“中国市场优秀管理机
构”、“全国诚信示范单位”等多项荣誉称
号。青云社区实现了滚动式、跨越式发展，
在他逝世前的2009年，集体经济的纯收入达
到了2000万元，六十岁以上的老人每月领到
150的养老金。十五年的功夫，青云社区旧貌
换新颜，成为远近闻名的富裕村，明星村。

青云社区的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离不开
张云秋书记的忘我付出，一心为民的默默奉
献。他始终秉承“为父老乡亲做些实事儿，让
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
子”的执政理念， 始终遵循“金奖银奖不如
老百姓的夸奖，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

碑”的奋斗目标，他用数十年如一日的艰辛
与汗水，换得了百姓口中“好书记”的夸奖与
口碑，更为自己树起了大爱为民的不朽丰
碑。在有生之年，张云秋书记先后获得“中华
孝亲敬老之星”、“山东省劳动模范”、“泰安
市劳动模范”等多项荣誉称号。

皂子承父志，用汗水圆一个崭新的“青云梦”

“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
使人继其志。”2010年，人们敬爱的
好书记张云秋不幸离世。父亲的辞
世让儿子张宸悲痛不已，领导、群
众对父亲的深情厚谊更是让他万
分感动，他明白了很多很多。父亲
多年来勤劳务实的工作精神和勇
于逐梦的人生追求，如同春风细雨
般潜入他的心田。于是，他立志要
做父亲那样的人，努力完成父亲未
竟的事业。如今，提起“张宸”这个
名字，很多人已经并不陌生，“全国
孝亲敬老之星”、“山东省优秀青年
工作者”、“泰安市劳动模范”、“泰安
市优秀青年企业家”、“新泰市优秀
社区党委书记”、“新泰市十大杰出
青年”、“振兴新泰劳动奖章”获得
者……一个个闪亮的头衔诉说着
这位“80后”带头人多年来的努力。

几 年 前 ，为 了 完 成 父 亲 未 尽 的 夙
愿——— 尽快完成城中村开发改造工作，让
老百姓早日住上回迁楼，他强忍着丧父之
痛受命进入社区工作。在拆迁过程中，他一
次又一次的登门入户走访，苦口婆心地进
行劝导，把有利的无利的条件都进行对比，
达到了相互沟通理解的目的。为搞好综合
协调，张宸直接把床拉到工地上，吃住在工
地，现场办公，协调材料供应，及时处理各
方面问题，连拆加建仅用1年零11个月的时
间就全部完成了总投资4 . 07亿、51栋回迁楼
开发改造工作，回迁率达到100%，使社区居
民生活条件得以实现“六化八通”。张宸贴
近百姓，切实为居民办实事、解难题的实际
行动赢得了社区居民的赞扬和支持，2011年
4月27日，居委会换届选举，他全票当选为青
云社区居委会主任；2012年9月17日，他全票
当选为青云社区党委书记。2014年，他又全
票连任了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在谈到工作、做人、做事的时候，张宸
说的最多的还是青云社区老书记、他的父
亲——— 张云秋给自己带来的影响。“一个人
活着，财富和名誉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为
集体、为他人做了多少事情”。张宸说，在他
心里，居民的事再小也是大事，居民的事再
难也要想尽一切办法来解决，居民的事再
苦再累也要干好。

在这种理念的引领下，张宸带领生机
勃勃的两委班子，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得到了上级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充分肯定和
高度评价。2014年，社区集体经济纯收入达
4085万元，比2013年增长374万元，连续二十
年荣获全街道集体经济发展冠军奖。集体
经济总产值24亿元，固定资产达6 . 6亿元，人
均收入16600元。为使居民心中有本明白账，
社区定期张榜公示社区财务收支状况，2014

年更是主动申请街道党工委并报新泰市纪
委批准，委托泰安阳光会计师事务所对社
区近18年的账目进行一次全面大审计，审
计结果随即向全体居民公布，给群众交上
了一份“明白账”。社区先后印制了《实事求
是十八年》和《实事求是二十年》，采用纪实
的手法，以不争的事实作据，用真实的数字
说话，将社区两委在老书记张云秋和新书
记张宸的带领下，一心一意谋发展，实事求
是为民生的创业历程以及社区二十年的党

务、政务、财务工作如实地公开公布，成为
全市唯一一个敢于立账成册并向社会公
开、公示的社区。

不仅让社区居民生活的明白，还要让
大家生活的水平高、品质高。在张宸书记的
领导下，总投资8000多万元、建筑面积1 . 5万
平方米的东宸广场商贸中心，全部完成招
商并投入运营，每年增加集体经济收入400

多万元；总投资6亿元的集体经济发展用地
招商引资项目——— 华府新天地，一期工程
已交付使用，17 . 2万平方米的二期工程已于
去年底完成主体建设；计划投资1 . 2亿元建
设的新型社区综合服务中心是全市乃至全
省规模最大的集公共公益服务于一体的社
区综合服务中心，项目占地30亩，建筑面积
3 . 2万平方米，现已完成主体建设；在全市创
建国家卫生城市工作中，社区先后投资1500

万元实施改造，圆满通过了国家创卫专家
组的明察暗访，青龙路市场更是创造了全
国创卫暗访满分的奇迹。社区先后投资500

多万元，在原有的10 . 9亩公墓基础上扩建
4 . 3亩，同时实施完成了一系列基础配套设
施建设，打造了游园式公墓，正式命名为

“福宁园”公墓，逝者免费安葬，社区还对逝
者家属给予3000元的丧葬补贴，进一步弘扬
了社区孝道文化，提升了社区综合服务水
平。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
幼’，这个千百年传承下来的美德需要我们每
一个人去发扬光大。”每当谈起孝道，张宸经
常这样告诉身边的人，也这样提醒自己。他不
仅对自己的家人怀着一颗孝顺感恩之心，对
社区的所有老人也一样关爱备至。

在张宸的倡导下，逐年将社区60周岁
以上老人的养老金提高到每人每月300元，
只用了两年半的时间就使养老金翻了一
番；在重大节假日走访慰问贫困户、军烈
属、孤寡老人；每年九九老人节他都亲自到
老年公寓为老人庆祝节日；对社区80岁以
上的老人实行奖励补贴：80-84周岁一次性
补助寿星奖2000元，85-89周岁补助3000元，
90-94周岁补助1万元，95-98周岁补助2万
元，99周岁补助3万元，百岁以上的老人每年
享受寿星奖3万元。他还每年拿出近3万元，
个人资助贫困老党员、孤寡老人。

张宸书记进入青云社区工作的五年，

是社区居民得到实惠最多的五年。他深入
群众，了解民意，实施了一系列民心工程。
养老金翻番、寿星奖补助、特困户救济、丧
葬费补贴、新农合、新农保、城镇医保、平安
家园财险、意外伤害寿险……为使社区居
民直接享受到集体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
社区共落实居民福利及民生工程十二项，
发放和投入资金2700万元。结合全市乡村文
明建设活动，投资500多万元建设文体广场、
四德文明学习园地、孝道文化宣传栏等活
动阵地，配套健身器材，组建文艺队伍，通
过开展评选好媳妇、走娘家、送喜报，以及
好婆婆、十佳孝星等评先树优活动，不断增
强文明建设全民意识，展现出了社区文明
新风貌。

张宸于2014年被全国老龄办等七部委
联合授予“全国孝亲敬老之星”荣誉称号。
据了解，这项国家级荣誉自评选以来，新泰
市获此殊荣之人凤毛麟角，而张云秋、张宸
父子二人便名列其中。

展望未来，张宸表示，要让社区发展的
成果最大程度地惠及民生，惠及社区的每
一位居民，到2016年4月，社区60岁以上老人
的养老金将从现在的每人每月300元提高到
每人每月400元。下一步，随着社区综合服务
中心的建成，要在社区工作人员和全体居
民心中打造广义的“大社区”观念，社区的
服务职能将进一步扩容增项、转变提升，同
时着力打造社区经济发展增长点，为社区
全面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支撑。

“要说‘劳模’二字，从根本上来说，就
是爱岗敬业，做好本职工作。而对于我来
说，就是坦坦荡荡地做事，清清白白地做
人，实实在在地给老百姓干实事、干真事、
干好事。不光让老百姓过上丰衣足食的好
日子，同时精神生活也不落下。让社区居民
在孝道文化的引领下，物质与精神齐头并
进，幸福指数节节攀升。”张宸如是说。

劳动是幸福的源泉，而劳动者是最美
丽的。二十年，对于青云社区而言，在张宸
书记一家两代三位劳模的共同努力下，正
一步一步攀登上幸福的高峰。青云社区往
前迈出的每一步，都凝结着他们辛勤的劳
动汗水，而全体社区居民的认可和他们脸
上幸福的微笑，则是对他们最好的褒奖和
肯定。时代为劳动者唱赞歌！

赵文菊来到新泰市老年公寓，为老人送祝福。

赵文菊荣获“振兴泰安劳动奖章”。

张宸在新泰市老年公寓为老人们庆祝节日。

创卫期间，张宸天天到青龙路市场指导检查。

老书记张云秋亲临现场指导工作。 资料片

团结奋进的青云社区两委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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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获
荣荣
誉誉

张宸与母亲赵文菊(政协委员)在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上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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