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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文
评论

散文

美文·抒怀·励志

徐州盐业公司王阳：面对盐业市场改革严峻形势，
我们已经初步建立起覆盖全省的渠道网络，是其它企
业不具备，且在短时间内不可复制和超越，是我们的核
心优势。我们必须认识到加快渠道建设的重要性，坚
定落实集团部署，实现传统模式+新零售+互联网+智
能化等的转变，提高渠道竞争力并能够承担起扩张的
重任。

贝恩公司对1850家企业研究表明：“大多数有利
润且可持续的增长均是由企业突破了他们核心业务的
边界，进入临近的市场空间所带来的”。盐是公司的核
心业务，其临近的“市场空间”是调味品等快消品市场，
而快消品的经营又和盐同渠道，我们必须从渠道优势
出发，突破核心业务边界，扩张非盐业务，推进渠道增
值，将渠道优势加强和发挥到极致。

南京盐业公司顾雪：盐业体制改革实施以来，传统
盐业迎来了新发展。南京盐业公司认真落实集团要
求，落实一个建立、两个聚焦、四个狠抓的经营策略，紧
扣“增量、增收、增效”原则开展食盐销售业务，我们商
超组积极围绕这个目标奋力拼博。商超组一共有10
名员工，2018年高端盐销售量是南京盐业公司高端盐
销量的64%。截止2019年3月底已经完成高端盐销量
超过时序进度10%。

南京地区有超市 870 余家。外地盐一共有 79 个
SKU，其中“淮盐”22个SKU，占总量的28%。在这样的
形势下，我们必须确保“淮盐”在KA渠道的销量，必须
强力巩固重点门店，强力推介“淮盐”品牌，把商超工作
放在南京公司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商超是做好“淮盐”品牌宣传和打好市场保卫战的
主阵地，商超赢、南京赢，商超兴、南京兴，商超强、南京
强。作为商超组的一员，我将立足岗位，发扬螺丝钉精
神，以更加饱满的激情和热情撸起袖子加油干。

苏州盐业公司于洋：作为一名一线营销经理，在营
销过程中，除了做好产品价值的传递，还要关注客户情
感，关注客户内心。当客户脑海中，我作为朋友的感觉
更多于作为业务人员的感觉，那就是感动服务取得了

成功。
对此，结合工作实际和学习思考，我认为感动服务

要做好“三融三动”。
“三融”是——融文化，根据客户的文化背景，有针

对性地进行融合；融习惯，学会入乡随俗，尊重客户习
惯；融气场，适应客户的气场，快速融入其中。

“三动”是——动之以情，拉近心理距离；动之以
利，与客户共赢；动之以趣，建立共同的兴趣。

正所谓，服务的升级，就像恋爱的升级。感动服
务，将成为我们有效打通渠道、抢抓客户的法宝。

宿迁盐业公司宋延鑫：随着互联网和大数据的迅
猛发展、新零售概念的普及、人工智能与生活和工作的
联系越来越密切，新营销时代已悄悄来临，微信大数据
营销逐渐成为不少企业的首选宣传方式。

如今，DT时代下的微信营销传播速度快、针对性
强的特点已成为传统营销不可或缺的补充。利用微信
大数据营销对集团“淮盐”等自有品牌进行宣传、推广
和展示，是未来一段时期营销发展的方向。

企业借助微信公众平台等自媒体的最终目的是为
了成功转型为“社交化企业”,把公司变成“一个最大的
IP”。基于对微信公众号的分析,针对公众号的用户属
性、阅读量、评论留言等相关指标进行统计,进而描绘
出用户画像,分析潜在消费者的需求,从而制作出与企
业价值取向、品牌定位或战略路径相一致的数据分析,
推动大数据营销的精准化。

镇江盐业公司邱海：由于传统的营销模式不再适
应当前激烈的市场竞争，如何生存是摆在我们面前的
一大课题。

通过从“我是谁？”“我的目标方向？”和“瞄准目标
如何干？”3个方面阐述作为传统的批零企业如何在当
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活得更好，向新零售、“互联网+”
企业转型。实现“S（supply）TO B（business）TO C
（customer）”即“平台(S)”+“渠道合伙人（B）”+“终端客
户（C）”的完整销售体系，随着平台经济的不断发展，
后台数据流量的不断增加，我们将进入新的零售体系

“M2S2C”。对于特通餐饮渠道贴近高毛利终端，做终
端客户的贸易服务商，逐步实现“客户驱动的商业模
式”。

盐城盐业公司唐伟：商品陈列的价值就是通过有
序摆放和规范陈列，展示品牌形象，吸引消费者关注，
提高销量。

现阶段，优化“淮盐”产品陈列始终要围绕消费者
“容易看到、轻易找到、方便拿到”这三条；同时在盐品
的陈列时要分别对照集中陈列、垂直陈列和水平陈列
方面的基本原则，将“淮盐”畅销、促销、主力推荐商品
扩大排面,安排周转快、毛利高的商品在好的位置。要
尽可能围绕“淮盐”品项的齐全度，商品摆放的饱和度，
畅销热销商品的可见度“三度”来摆放；摆放的位置要
对照“三标杆”，产品陈列尽可能选择货架从上而下计
算的第三、第四层的货架上；在排面陈列时，除了全品项
和最大化之外，还要主次分明，突出主打产品、盈利产品
的排面，将主打产品、盈利产品摆放在“黄金”位置。商
品的陈列在按排面要求排放后要及时维护，确保动态
维护的沟通协调、产品维护和跟踪服务“三到位”。

泰州盐业公司汪易柏：近年来，伴随着新消费、新
技术、新模式的飞速发展，电商平台凭借其一手连接供
应商、一手连接餐饮终端的贯通优势，逐渐开始对传统
分销模式进行淘汰，对特通渠道终端进行重聚。

我们可以充分发挥集团产销一体的效能，构建更
具专业化服务、更具反向研发能力、更具资金链优势的
产销一体服务平台。首先，建议以自身产品为纽带，桥
接各公司自营的一二线品牌及各类餐厨用品，实现多
品类经营，解决产品单一的问题。其次，建议以具有相
同价值观和“狼性精神”的年轻人为基础，组建地推团
队，通过谋局三式、破局三式、定局三式，完成终端虹
吸，并针对中小餐饮特性，衍生拓新三式、搭网三式和
攻坚三式，精准发力，变“坐商为行商”，解决终端开发
困难的问题。最后，建议以经营理念相同、配送能力优
良，却缺少上游供应商支持的流通终端为基站，设立

“配销店”，变“行商为盟商”，解决配送困难的问题。

“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孙子
兵法·兵势篇》）。“守正出奇”这一经典论
述，经历了千百年的战火洗礼，依然历久
弥坚。

江小白、小罐茶，可以说是近年来非
常火的品牌，也是顺应了互联网时代的
产物。前者，主打青春品牌时尚小酒，挑
战传统白酒产业，硬生生在竞争烈度最
大的市场中分了一杯羹；后者，则颠覆原
始茶产业，打破了传统茶行业“黑暗森
林”的游戏法则。

也许很多人会提出，江小白和小罐
茶就是广告、宣传、策划包裹堆积的商业
产物，不为足道，未必可取，但通过细细
观察，情况远非这般简单。毕竟“出奇”
总是格外引人关注，但如果一叶障目，陷
入了唯“奇”、唯“谋”的思维定式，忽略了

“守正”，终将邯郸学步、南辕北辙。
一句“我是江小白，生活很简单。”切

中了在城市中疲惫于996的年轻人的寂
寞与孤独。出色的文案，自带流量，已成
为江小白的特色标签。但又可曾知，江
小白同时具有迅速把产品铺到全国上百
万家餐饮店的能力，他以快消品的经营
模式，从餐饮渠道切入，实行人海战术的
深耕细作，真正掌握了一大批有效终端
客户，以极为扎实的基本面，为快速实现
价值转换打通了“最后一公里”。小罐茶的成功同样是
表里合一，是产品、定位、设计、渠道、终端、广告的综合
结果，精准把握了“茶文化”在新时代、新消费人群更迭
下的新趋势，洞察茶叶本质、洞悉用户痛点，实现了茶
文化与现代生活方式的有机融合。虽然基因先天不
同，但江小白、小罐茶都成功实现了对增量市场的抢占
以及对存量市场的渗透，纵使模仿者、跟随者众多，却
依旧难有敌手，这对我们“淮盐”品牌建设也有一定的
借鉴意义。

当前，面对极为激烈的市场竞争白刃战，我们高举
“三品”战略，打造了“唐宋元明清”“淮盐”高端礼盒、
“天然三零食用盐”等一系列爆品；产品品质获到了国
内外权威机构的鉴定认可，在全国盐行业率先获美国
FDA证书；冠名品牌高铁、登陆纳斯达克大屏，“淮盐”
品牌引领战略取得了巨大成功。与此同时，我们尤其
要打响“百千万亿”“淮盐”品牌省内外专项行动，通过
组建百个宣传单元、组织千场宣传活动、发动万次员工
参与、到达上亿中国家庭，持续稳固地面战线，强化消
费者心智认可，为打造中国健康食盐第一品牌夯实最
坚强有力的基本条件。

守正出奇，方能行稳致远。 （苏州盐业公司）

与匠人同行
○文/蒋楚俊

清晨的阳光洒满大地，一如每个平凡的日子。
二分公司普品车间的工作室中，一个瘦削的身

影紧紧贴在工作台上，正小心翼翼的焊接着电路板，
在他身边还堆着一些电路板，它们安静地躺着那里，
等待着他的“医治”。焊枪不时腾起的淡淡青烟，在
金色的阳光中腾起，又慢慢消散。他额头上的汗水
顺着脸颊鼻尖轻轻的滑落，在阳光中轻轻溅开绽放
着七彩光圈......

他就是张红光，我的老师，江苏省企业首席技师、
股份公司特技技师，2018获得“江苏省轻工大国工
匠”提名奖，淮安市张红光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

在匠人看来，任何瑕疵都是致命的。那种对细
节的完美执着，让他每次对新建的设备项目总能提出
几十种的改进意见。小到螺丝的材质，加热块的啮齿
纹路，细到电路板防静电，PLC软件兼容性等等。他
曾自嘲自己是供应商及厂家的“眼中钉，肉中刺”。而
当厂家因为他的“挑刺”而不得不改进技术，最终因为
这样的改进拿下更多的市场份额时，他们理解了，惊
叹了，佩服了。理解了他坚持不懈的韧劲，惊叹他追
求精益求精的态度，佩服他掌握技术的精湛。

匠人的眼里容不下一颗细沙，也藏不了一点瑕
疵。曾经，机械手出现过一次极其微弱抖动情况，他
就蹲在控制柜旁盯着电路板，这一盯就几个小时，终
于找到那个一闪而逝的电容接触故障；为了一个理想
的技改材料，供应商利用各种渠道都没有采购到，大
家都想用其他材料代替，他坚决不同意，独自一人跑
遍周围几个城市的市场，终于找到理想的材料，技改
得以顺利进行，保障了设备运行的可靠性、时效性。

多次大胆创新的背后，是他对工作品质始终如
一的高要求。随着市场需求的节节攀升，面对车间
数十年的老化撸代的设备，原厂商都摇头放弃改进
的情况下，他毅然决定创新改进，自己动手进行了一
系列的创新改进：长近包检测，接头检测，自动联停，
皮带加装变频器调速，重新设计输送轨道，甚至整个
系统程序的重新编辑，这可是厂家的核心技术！原
本二代的设备机型，硬生生的被他技改达到了四代
半的水准，整体效率提高了30%以上！而生产出的
产品品质甚至要超过了市场主流的设备水准！

记得他曾经说过，大国工匠的精神，那么高的层
次，我还远远达不到，我只是做匠人自己该做事，努
力完成好每一项任务，做好每一件事，仅此而已。

（苏盐井神二分公司）

修 椅 子
○文/焦阳

一天下午，我正在办公室处理文案，只听隔壁“扑通”
一声响，我赶忙跑过去一看，眼前的一幕让我惊呆了。原来
是公司老总跌倒在地上，椅子翻倒在一旁。我快速跑进去
问：“哎呀，摔着了没有？”他爬起来掸掸衣服说：“还好，没
事，没事，上次也跌倒过一次，都没有摔着哪儿。”这时我才
注意到，翻倒在地的椅子有一只脚管断裂了，其它脚轮也松
动了，已露出斑斑锈迹。

我回到办公室向部长作了汇报，部长讲这把椅子用了十
几年了，也老旧了，让我赶快去买个新椅子。我去家具市场
咨询价格，买张普通的座椅都要一千多元。老总知道后严肃
地对我说：“还是别扔掉吧，找人修一修，应该还可以用的”。

于是我联系了几个家具厂，终于找到一个电焊厂子，
答应来公司修理。经过师傅的多次焊接、打磨，才把断裂
的椅脚焊接加固，可是焊接处的接点全都暴露在外面，而
且和原来的颜色不一样，就好似打了补丁的衣服，影响美
观。当老总从集团开会回到办公室，看了看并摇了摇椅
背，坐下来又试了试，满意地说：“可以，可以，蛮稳固的，
能坐就行了。” （泰州盐业公司）

婆媳关系，一直是千古不变的话题。我也来说说我老
妈和奶奶的相处。

爷爷奶奶家穷，老妈嫁过去的时候，父亲在外面当
兵。老妈过去后，带着陪嫁的褥子、毛毡给爷爷奶奶用，天
天把家里打扫的干干净净的，做出可口的饭菜，邻居都夸
奶奶真有福气。

秋收了，老妈不让奶奶下地干活，把地里的粮食收割
了，大豆晒在院子里，等干一些再收拾。下午的时候，夕阳
西下，奶奶搬个小凳子拨着豆子，坐在院子里，大白狗静静
的卧在一旁。

爸妈结婚接近三十年了，对于服侍奶奶，老妈没有一
句怨言，后来娶了婶婶，就分家了，但是每周都会在一起聚
餐。奶奶常常教育爸爸和叔叔，老天爷送给我这么好的两
个儿媳妇，你们要是欺负她们，我第一个站出来。爸爸开
玩笑：“都说婆婆向着儿子，可是我看怎么向着儿媳妇呢”。

后来爷爷去了，因为癌症，走之前受了不少罪，奶奶一
直陪在爷爷身边，看到爷爷疼的时候偷偷抹眼泪，妈妈看
到奶奶这样，心里也不舒服，唯一能做的就是每天到奶奶
家帮忙照顾爷爷，那年中秋节，我们都说好放假一起去看
爷爷，可是爷爷终究没有熬过去。

爷爷走后，奶奶就好像变了一个人，以前爱说爱笑的
老太太仿佛一下子苍老了许多，动不动就发呆，妈妈每天
给奶奶梳头发，陪她聊天，时间久了，奶奶的心终于没有那
么难过了。

有一次，妈出门了，奶奶看家里地面有点脏，就想着帮
妈妈减轻点家务量，可谁知道拖地的时候摔倒了，奶奶腿
脚本来就不太好，这一摔可把妈妈急坏了，在医院出院以
后，一日三餐端到床前，下班就陪着奶奶锻炼，每天给奶奶
按摩，用热毛巾给奶奶热敷，奶奶故意当着姑姑的面说，我
这个儿媳妇，简直比亲闺女都好，搞得大家哭笑不得。

奶奶和妈经常在傍晚的时候散步，夕阳将俩老太太身
影扯得长长的。

奶奶和妈一直相处融洽，形同母女，同一屋檐下生活了
三十年，不曾有过半点争执。妈说，外婆去世后，婆婆是这
个世上她唯一叫妈的人，有妈才有家。每当下班回家，开门
后的那一句“回来了？”淡淡地，轻轻地，却是一种殷实地暖，
暖过身，暖过心，深深地洋溢着幸福的爱。 (瑞洪盐业公司）

前不久，看了央视《我有传家宝》栏目，我突然想起奶
奶给我的盐罐，一个遍身黑色釉质的大口陶罐。

奶奶是大户人家出身，读过书，十多岁时跟随做生意
的叔叔到过南京。奶奶19岁时，选了当年她家长工的儿
子结了婚。爷爷对奶奶很好，爷爷说，奶奶出嫁时，已
经家道中落，娘家带来的嫁妆就是那个伴随奶奶半辈
子的盐罐，还有满满一罐子白花花的盐。当时，爷爷
家很穷，奶奶从娘家带来的盐吃完了，没钱买盐，盐罐
经常空着。即便买盐，也只能少少的买，罐子里的盐
仅仅遮住底。那么大的罐放了一点点盐，有点浪费，
爷爷便将盐放在了碗里，而盐罐则被奶奶用来腌咸
菜，盐罐也就成了咸菜罐。八十年代以后，分田到户，
勤快的爷爷奶奶有了用武之地，家中经济条件也渐渐
好转。六个孩子都大了，家里盐的需求量也大了，碗
已放不下盐了，这样，放了二十多年咸菜的盐罐终于
又放上了盐。再后来，随着井盐的出现，海盐渐渐退出
了市场。市场上的盐品种各式各样、琳琅满目,奶奶经常

“抱怨”说，现在的盐花样真多，像糖一样又白又细，吃的
时候与以前大颗粒盐相比，总感觉另有一番味道。九十
年代初，奶奶最疼的最小的儿子我爸爸结婚了，奶奶把盐
罐擦得干干净净釉面发亮要送给我爸，可我爸嫌盐罐太
老土拒绝了，奶奶捧着盐罐回家了。妈妈说，奶奶转身的
那一刻，流泪了。

后来，我考上了大学。在升学宴上，奶奶抱着盐罐悄
悄把我拉到了一边，说：“孩子，我也没什么东西送你，这
个盐罐是我的爷爷留给我的，希望我能够吃饱饭能够吃
上盐，现在我把它送给你了。你爸爸当年嫌弃这个盐罐
老土，没要，可是老祖上留下来的东西总得有人传承下
去。”望着这个擦得干干净净釉面发亮的盐罐子，听着奶
奶讲着这个罐子的由来，我才明白，其实奶奶想传承的不
仅仅是盐罐子，也是上辈人对下一代的爱和祝福。

我接过罐子，也接过了奶奶的爱和祝福。我要把盐
罐子当做传家宝，把老一辈对“盐”执着以及奶奶给我的
爱与祝福永远地传承下去。 （盐海化工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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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将五月点成红，曼舞罗裙风雨中。
绝色芳华修内外，一枚心事岂由空。

（扬州盐业公司）

小小说

婆婆也是妈
○文/王 慧

小小说

奶奶的盐罐子
○文/杨雅雯

繁花似锦 张志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