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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国家机关老干部的精神家园

一部《大宅门》窜红大江南北，剧中的“白

景琦”少小离家，从摇铃串巷起家，卧薪尝胆，

摇身一变，成了大名府阿胶庄掌门人“黑七

爷”。而现实中竟也有如此的传奇。他就是

刘会来，虽然与电视剧中白景琦的故事发展

有着不同的脉络，但少小离家、闯荡世界、开

创阿胶传奇等却惊人地相似。

阿胶，又名傅致胶、贡胶、驴皮胶，与人

参、鹿茸并称“中药三宝”，《本草纲目》称之为

“圣药”，距今已有 2500 多年历史。

刘会来，保定赛行阿胶有限公司董事长、

总经理，具有中药师职称。

追溯到 30 多年前，当时只有 18 岁的刘会

来，还是一位初出茅庐的小伙子，但他胸怀大

志，凭着自己的满腔热血走南闯北。刘会来

1979 年毕业于蠡县二中，之后开始从事驴皮

验收工作，一干就是 20 年。

讲起年轻时验收驴皮的经历，他印象最深

刻的是 1984 年前往西藏收购驴皮。那时候西

藏交通条件很差，刘会来每天都要在路上颠

簸，又不适应当地自然条件，产生强烈的高原

反应，上吐下泻。当时的刘会

来经验尚浅，难免有看走眼的

时候，吃了不少亏，驴皮质量

不过关，不能用来熬胶，刘会

来只好自己贴钱补上损失。

但正是这段经历，磨练了他的

意志，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是不是天然驴皮，有没有虫

蛀、腐烂，有没有经过加工，刘

会来上手便知。通过不断学

习，从收购原料到生产产品，

刘会来都了若指掌。2000年2

月，刘会来开始负责某阿胶集

团在北京市、河北省的销售工

作。对销售、财务等工作有了

了解。几十年来走过多少路，

只有刘会来自己心里清楚。

2002 年 2 月，阿 胶 被 国

家列入药食同源品种目录，

即“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品种名单”中，为食

品阿胶企业的创立提供了法律依据，大大促

进了阿胶行业的发展。

2006 年，面对国家政策的放宽，刘会来

抓住这一机遇，凭借多年来涉猎的原料采购、

市场销售、财务管理等方面的知识，成立保定

赛行阿胶有限公司。刘会来这样说：“从事这

个行业我想生产出更好的产品，用更好的品

质来回报社会，回报消费者，为广大人民的身

体健康尽一份力量。”就这样，刘会来凭着自

己努力发展阿胶事业的一片热情，怀着对社

会有所贡献的激情，开始了他的阿胶事业。

刘会来决定公司定址留史镇，那里素有

“天下皮毛第一都，举步可得天下皮”之誉，距

今约有 2000 年历史。每日集散的皮毛有 130

多个品种。皮毛交易市场辐射全国，远及欧

美，是我国乃至世界上最大的皮毛集散地。

正是因为此处具有驴皮原料上的优势，刘会

来很快在留史选址建厂。

刘会来将“赛高质诚信、行健康之路”作为

公司的经营理念。公司刚刚成立，无法与“东

阿”等知名品牌竞争，于是制定了“做小做精”

的经营策略、“质高、量高、价不高”的营销观念。

公司创建伊始，刘会来就认定质量是成

败的关键。刘会来说：“原料不够，宁可短期

停产，也绝不生产劣质产品。”赛行阿胶有限

公司上下齐心，着力追求产品的质量，力争用

最优质的产品赢得消费者的认可，用赛行人

的 真 诚 去 赢 得 经 销 商 的 认 可，从 而 赢 得 市

场。在短短几年内赛行公司就以跳跃性的速

度发展壮大。

当然，创业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

公司发展的初期，由于品牌认知度比较低，加之

市场竞争激烈，销售在一段时间内没有起色，甚

至陷入入不敷出的窘境。那段时间，刘会来心

力交瘁，每日殚精竭虑地思考发展道路。但是，

刘会来没有放弃，再困难还会比在西藏面临的

更严酷吗？他带领全体员工凭借着非凡的韧性

和耐力硬生生挺过了那段最艰难的日子。在竞

争激烈而且伪劣阿胶产品泛滥的市场，赛行阿

胶时刻把产品的质量和服务摆在第一位，始终

秉承着“赛高质诚信，行健康之路”的宗旨发展，

凭借着赛行产品过硬的质量企业逐步在阿胶行

业中站稳了脚跟，并且不断发展壮大起来。

公司运行稳定后，刘会来决定开始集中力

量拓展北京、天津、广州、武汉等地的市场，在销

售策略上向大城市偏移。喜欢挑战的他认为，

大城市管理比较严格，而且有很强的辐射作

用，只有在这些地区经受住了考验，才能得以

继续发展，事实证明公司的策略是正确的。赛

行阿胶从 2007年初正式推向市场，三年多的时

间从未出现任何质量问题、质量投诉，赛行阿

胶产品也正是凭借着这些特点和优势发展客

户、稳定客户、不断地赢得更多的客户。

往事悠悠，成功的真理却亘古不变，秘诀

就是勤奋、踏实、敢想敢做。年近 50 的刘会

来将《大宅门》中的故事搬到了现代，成就了

又一段阿胶传奇。而且，我们有理由相信，刘

会来还会让这个传奇续写。

日前，为全面反映我国入世以来取

得 的 辉 煌 成 绩，“ 世贸中国行—— 庆 祝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十周年特别专

题报道活动”在中国贸易报会议中心正

式启动。拉开了为期一年的“庆祝中国

加入世贸组织十周年特别专题报道”活

动序幕。

“世贸中国行——庆祝中国加入世界

贸易组织十周年特别专题报道活动”由中

国贸易报社主办，旨在通过《中国贸易报》

这扇连接海内外的传媒之窗，集中报道、推

介一批入世十年来在各行业取得骄人业绩

的先进单位、杰出代表人物和优秀企业家，

向国内外展示其独特的区域优势、资源优

势、投资环境优势、政策优势，让国内外有关

政府、经贸组织、企事业单位更加深入细致

了解，以最短的时间、最直接、有效的方式，

使我国部分地方政府、经贸企业、代表人物

的美名传播到海内外，迅速提高其知名度、

美誉度，实现当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报

道内容涵盖城市领导专访、地区发展纪实、

企业品牌展示、地区形象宣传、专家论坛

等。目的是彰显世贸成果、提升品牌形象、

扩大招商引资、再创世纪辉煌。

本次活动将在全国各地方党委、政

府、企事业单位、科研（校）院所中具有

代表性的 90 家单位进行专题报道，并

分别赠送国内外有关政府组织、商务机

构、知名企业，以强力推介地区投资优

势及品牌。

本次活动将历时一年。活动过程

中，主办方将组织受报道单位参加由中

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国国际商会

驻海外代表处组织的所在国相关政府组

织、商务机构、知名企业的招商引资、品

牌推介与合作的经贸交流等活动。

2011年是“十二五”的开局之年，适逢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十周年，也是中国共产

党九十华诞。入世以来，各级地方党委、

政府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开拓进取，在

促进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构建和谐社

会、打造良好的国际投资环境、经受住各

种国际风浪的洗礼和考验、地区经济融入

全球经济一体化等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

验，取得了新成就。“世贸中国行”将全方

位展示这些辉煌成就，推广经验，选择以

此向中国共产党九十华诞献礼！

微生物学家蓝著碧

蓝著碧，1937 年 6 月生，

广西南宁人，著名微生物学

家。1963 年毕业于沈阳农学

院园艺系蔬菜专业，曾任辽

宁省出口食用菌研究所（原

所长）研究员，中国微生物学

会会员，辽宁省遗传学会会

员，前辽宁省微生物学会食

用菌学组组长，发明家。主

要从事微生物及食（药）用菌

菌种选育与栽培技术方面的

科研、生产应用与开发推广

工作，主持研究过国家、省、

部级科研项目十余个，多次

获成果奖，发表论文及编著

数十万字。由于其对辽宁省

食用菌事业的发展作出卓越贡献，多次被评为辽宁省外贸局劳模、辽宁省“四

自”标兵、中共大连市第七届党代表、中国对外经济贸易部先进工作者等。退

休后为发挥余热，利用传统名贵药用真菌——“北冬虫夏草药食同源”集“保

健与治疗于一身”纯绿色健康食品的特殊功效，2002 年在大连旅顺老铁山自

然保护区建立了大连铁山虫草园（占地 2000 平方米），探索北虫草（蛹虫草）

工厂化周年栽培模式，稳定优良菌种选育的系列生物技术及保健应用的研

究，近年来又成立了“大连蓝氏北虫草科技有限公司”。经多年研发硕果累

累，连续获得我国虫草家族中两项主要专利成果。

在河北省邯郸市馆陶县境内，坐落着全

国最大的禽蛋交易市场——金凤禽蛋农贸批

发市场。多年来，金凤市场先后获得“农业部

定点市场”、“全国十强肉禽蛋批发市场”第一

名等诸多称号。从 1998 年正式运营以来，交

易额每年平均增长 20％以上。2010 年交易额

达到了 43 亿元，其中禽蛋交易额就有 31.3 亿

元。馆陶，这个人口只有 33 万的平原小县，蛋

鸡存栏却达 1800 万只，年产鲜蛋达 16.5 万吨。

然而谁又能想到，在这个素有养鸡习俗

的地方，养鸡曾经害苦了当地农民。

馆陶已有十几年的蛋鸡养殖历史，当时，

农民看到养鸡能挣钱，就纷纷“养鸡”，但对疫

病防治、饲料配方等基本技术掌握不够，不赚

钱，倒亏本。由于没有固定交易场所，农民们

提篮叫卖，骑着自行车卖蛋。再后来，就到南

方请来客商。客商收蛋要花费大量成本，这

自然转嫁到农民身上，压价收购，而客商一旦

不来，鸡蛋又出现积压。鸡蛋价格起伏不定，

销售渠道严重不畅，鸡养殖业“大起大落”，农

民损失严重。

客商压价、客商不来怎么办？馆陶人决

定，自己做客商！

1998 年，馆陶县在 106、309 两条国道交

汇处，建了占地 21 万平方米的金凤市场，有

经营门店 1.8 万平方米，3 万平方米的禽蛋、

饲料交易区，2.5 万平方米的瓜果、蔬菜交易

大棚。有了好的环境，客商不请自来。金凤

市场不但引来湖南、湖北、广西、广东等众多

外地客商前来购销鸡蛋，还吸引了山东、河南

及周边 20 多个县市的农民来这里交易。

仅有市场还不能带动馆陶养殖业的发

展。于是，围绕金凤市场，馆陶县建成养殖基

地 5 个、养殖园区 11 个、种鸡雏鸡孵化厂 53

个，饲料加工厂 140 家，蛋箱、蛋托、鸡笼、蛋

品加工和鸡肉分割等企业 86 家。形成了一

条完整的产业链。大量农民加入到产业链当

中，出现了 96 个专业养殖村，1.6 万个专业

户。馆陶成为了著名的“中国蛋鸡之乡”。

经过市场风雨磨练出来的馆陶人逐渐认

识到，规模求胜的思路已经不能适应现代市

场竞争，要速度求胜、信息求胜。

为进一步完善金凤市场功能，馆陶县投资

3448万元，实施了市场扩建升级项目，建成了信

息系统等。2007 年底项目建成后，整个扩建升

级项目完成，年均服务收入1556.6万元，带动市

场增加交易额 2.7亿元，年均增收 500万元。馆

陶还充分利用中央电视台农业频道、电子大屏

幕、松际农网发布各种农产品信息。并投资2亿

元实施了占地100亩的金凤物流配送项目，主要

建设仓库、恒温冷藏库、物流配送中心、农产品检

验检测中心、电子结算中心。以信息为指导，以

市场为导向，馆陶对市场变化有了更深的了解，

时刻调整策略。如今，金凤市场的禽蛋价格已

成为全国鸡蛋价格的重要参考。

馆陶养殖业已经做大做强，馆陶人的视

野也更加开阔。大城市超市里的一些品牌鸡

蛋能卖到 1 元钱一枚，而馆陶鸡蛋才 5 角一

枚，他们甚为心痛。

痛定思痛。馆陶人对自己的蛋鸡产业重新

进行了“审视”：他们认为自己的产业整体水平还

不够高、市场带动能力还不够强、鸡蛋品牌还不

够响、产业链条还不够长。馆陶“金凤”鸡蛋要想

在市场中站稳脚跟，就必须提高质量。为此，馆

陶县建设了高标准蛋鸡生态养殖园区，进行标

准化生产，上马高科技产业链项目，强化无公害

检测等措施，对全县蛋鸡产业进行全面提升转

型。并且严格按照农业部规定的无公害鸡蛋生

产标准，强化投入品的监控，严把进货渠道关、饲

料配制关和药物投用关，形成了较为完善的蛋

品质量控制体系和饲养管理体系，确保生产的

鸡蛋符合无公害标准。馆陶“金凤”鸡蛋顺利通

过了国家农业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认证。

经过提档升级蛋鸡产业，馆陶“金凤”鸡

蛋“从容”应对了各大超市的农药残留、抗生

素、细菌指数等指标的检测，顺利走入了北

京、上海等各大超市。为提高产品附加值，该

县与中国农业大学联合开发出了适应市场不

同层次消费需求的鸡蛋系列产品，每枚鸡蛋

售价在 1 元以上，“身价”倍增。

如今，馆陶的鸡蛋已经走出国门，销往越

南、缅甸、日本、韩国、俄罗斯等国家。馆陶人

自豪地说，“俺这儿的鸡要是叫两嗓儿，别的

地方就得听个响！”

儒商于家义

一个有着深厚文化底

蕴的企业家更能赢得人们

的尊重，一个擅长书画的

企 业 家 更 容 易 左 右 逢

源 。 孔 子 书 画 家 协 会 执

行主席、中国孔子书画研

究院常务副院长于家义先

生就是这样一位儒商，他

不 仅 是 卓 有 建 树 的 书 画

家，同时担任山东鲁建世

纪房地产集团董事长，是

一位成功的企业家。于先

生认为：企业家学习书画，

爱好书画，并非是人人都

要成为书画家，而是重点

放在陶冶身心上，用心的企业家总是能从书画艺术中汲取营养。建筑、园林

中讲究空间的曲折处理，“虽数间小筑，必使门窗轩豁，曲折得宜”，以及中国

书画家们经常提到的“师法自然”等等，都明显地表明了中国书画的发展与

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之间存在的渊源关系。

再创阿胶传奇
——记河北保定赛行阿胶有限公司董事长刘会来

世贸中国行
——庆祝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十周年特别专题报道活动启动

河北省邯郸市馆陶县：

产业链战略打造蛋鸡之乡

■ 本报记者 陈拓 邓文

本栏目主持人：胡俊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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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书画家协会执行主席孔子书画家协会执行主席

中国孔子书画研究院院长中国孔子书画研究院院长

山东鲁建世纪房地产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山东鲁建世纪房地产集团董事长兼总裁：：

于家义于家义

蓝著碧蓝著碧

刘会来刘会来

■ 本报记者 陈拓 许磊

蛋鸡交易市场一角蛋鸡交易市场一角

■ 本报记者 陈拓 许磊

本栏目主持人：叶 峰

时代关注

本栏目主持人：高 原

时代聚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