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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传平 本报记者 李民峰

不足 40平方米的店面，7年累计
卖出汉堡 40 万个，平均一天销售近
300个，女店主因此被同行称为“汉堡
皇后”。大批食客慕名而来，各地同
行来此取经，红火生意的背后，鲜有
人知道 10多年前她也曾为付不起几
百元的房租发愁。15日，记者来到大
庆市龙凤区万象春汉堡店，听华泽丽
讲述10年创业故事。

借钱创业开汉堡店
“2006 年女儿出生后，我就和爱

人商量，得趁年轻出去闯一闯。2008
年，俺俩美滋滋地进了城，我卖货，他
开出租车，没过俩月，裤兜见底儿，没
钱交房租了。”大庆市龙凤镇久青村
人华泽丽和丈夫刘秀龙，回忆起往事

都说“太难了”。开出租车一坐就是
一天，商场卖货更是口干舌燥、腿麻
腰酸，回到狭小的出租屋，累得一句
话都不想说。刘秀龙说：“我一个月
1200元，媳妇挣 1000元，扣除日常开
销，根本攒不下钱。”因为女儿要上幼
儿园，2010年夫妇俩回到久青村。村
里日子挺清闲，活不多，也没啥压力，
但夫妇俩总觉得不能这样混日子。

没过多久，夫妇俩再次返回城
里。很多村民不理解，为啥好好的日
子不过，非要去城里遭罪？夫妇俩几
经琢磨，认为餐饮店前景看好，随后
借钱去外地考察学习，回来后最终决
定自己创业开汉堡店。

华泽丽说：“听说借钱创业，别人
都笑话俺俩，他却说咱年轻不怕输，大
不了从头再来。我们说干就干，加盟
费、租店面、装修、买设备，除了自己攒

的3万元，开店欠了好几万元外债。”

率先尝试网上订餐
2012年，万象春汉堡店开张，正

当两人满身干劲、憧憬美好未来时，
一次次打击接踵而至。开业热闹场
面过后，一切恢复平静，一连好几天，
店里一个客人都没有。为了安慰妻
子，刘秀龙想出了新点子，把妻子制
作的汉堡送给商场业主们品尝，还邀
请女儿的同学来店里吃，看到逛街的
熟人也拉着来店里。

熟人都劝他，早点把店关了，天
天白送，不赚钱还赔钱，累了一天白
忙活。小两口却说，白送也得好好
做，大家觉得好吃就行。日子一长，
大家都说好，汉堡做得也地道，炸鸡
丝毫不比大店的口感差。逐渐地，口
口相传，来买汉堡的人越来越多，小

店生意也有了起色。
店面临近学校，周围居民区也

多，因为量大份足，好吃还便宜，汉堡
店的生意越发火爆。随之而来的问
题就是，客人多了，店面太小，好多客
人只能站在店门口吃。

扩大店面迫在眉睫。可是开店
欠的钱还没还清，还要贷款，华泽丽
心里直打鼓。经过慎重考虑，她咬牙
租了一个面积大一倍的店面，还雇了
人。后来有网上订餐，别的店都摇头
不做，万象春汉堡店是这片第一家参
与的。外卖生意井喷，销量远超实体
店。华泽丽说：“别人都夸我有眼光，
实际上我是敢想敢试。”

踏实肯干是成功秘籍
推出优惠套餐，增加寿司、热饮

等，定期举办会员日、生日礼等活动，

还买了个机器人点餐……店面扩大
后，活动多了，优惠也多了，顾客稳步
增长，周围的孩子们更爱来汉堡店。

现在，店里雇了5名工人，可夫妇
俩还是喜欢自己干，进货、擦地、送外
卖，觉得心里踏实。夫妻俩对工人也
好，待遇优厚，唯一的要求就是卫生
过关，食材宁可扔也不许糊弄。控制
油温、精选食材、降价不降质，是汉堡
店经营多年的制胜秘籍。

采访中，记者看到，店里顾客不
断，外卖小哥也进出频繁，看着食客
们吃着香喷喷的汉堡和炸鸡，小两口
笑得合不拢嘴。

36岁的华泽丽说，在城市里打拼
的农民工兄弟们，有梦就去追，敢拼
才会赢。小两口现正琢磨着把店面
再扩大、开分店，让更多人吃上暖心
的汉堡。

华泽丽 农家妹打拼10年变身“汉堡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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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就地过年也有仪式感
□文/摄 本报记者 孙思琪

受疫情影响，“无接触”服务悄然兴
起。家里没菜了？轻触手机便可下单；
闲着无聊了？打开健身APP运动一下；
水电费没钱了？生活缴费一键支付。随
着年味渐浓，家家户户都开始忙着置办
年货，“无接触”忙年也渐成风潮。

今年受疫情影响尽量减少流
动，家里的长辈索性将采买年货的
任务交给了“九零后”安亚欣。“对
我们年轻人来说，去市场或者超市
买年货真是太麻烦了，天寒地冻不
想出门不说，又要排队又要货比三
家，走了一大圈，最后还要拎回家，
转来转去费时费力，还不如在网上
下单，价格实惠又省力。最关键的
是，抗击疫情的特殊时期，少出门
更安全。”安亚欣告诉记者，她早已
盘算好了今年的年货采买计划：

“超市不打烊，所以一些新鲜的蔬
菜就等过年时再买，制作好的半成
品年菜可以提前买，熏酱熟食可以
错峰买，啤酒饮料比较沉可以分批
买。但所有这些，我都准备用手机
在超市APP下单，一小时内就能到
货。”

方便快捷，省时省力，网上购
买年货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
各大电商平台的年货大赛也早早
就拉开了帷幕。在多地倡导“就地
过年”的背景下，记者发现今年各
电商平台的线上年货大集不约而
同主打“家乡味”。1月 20日天猫
启动的年货节，就将各地家乡年
货、原产地美食、老字号作为主推
年货；而淘宝同期上线的地道年货
会场，则精选出潮汕牛肉丸、陕西
裤带面、内蒙古牛羊肉等地道年
货，让身在异乡过年的人们也能吃
到家乡味道；京东的年货也相继推
出年味腊八、年货先回家等一系列
活动。

不能回家与父母团聚，去饭店
聚餐又不安全，对很多身在异乡的
年轻人来说，年夜饭怎么吃，如何
留住过年的仪式感，无疑是急需解
决的问题。记者了解到，进入腊月
后，饿了么等外卖平台上“年夜饭”
的搜索量比去年同期上涨4倍。平
台相关负责人表示，半成品年夜
饭、年夜饭小份套餐或将成为今年
过年大热门，还有商家拟推出“年
夜饭豪华单人套餐”，让就地过年
也能过出仪式感和满足感。

“我刚下单买了一些半成品的
鲍鱼红烧肉，每年家里年夜饭桌上
都有这道菜，今年虽然是就地过
年，但仪式感不能少，不能缺了红
烧肉。”家在外地的张萌通过手机
软件下单了半成品年菜。

“外出聚餐有风险，我们还是
自己在家里聚一聚，买一些半成品
自己做年夜饭，安全又放心。”哈尔
滨市民王臣取消了在饭店预订的
年夜饭，改在超市买了一些半成
品。

今年大润发为广大顾客准备
了丰富的速食菜品，像年轻人喜欢
的烤鸡、烤鸭；小孩子喜欢的炸鸡、
炸丸子；传统卤味猪手、肘子、猪头
肉和一些地方特色产品应有尽有，
消费者可以通过线上购买配送到
家。大润发南岗店总经理刘胜飞
介绍，针对今年春节无法回家的人
群，大润发推出了具有地方特色的
年菜，均是加热即可享用，包括糯
米人参乌鸡汤、锡纸荔枝烤鲈鱼、
蟹粉狮子头、鲍鱼红烧肉等，汇集
了不同地区的经典过年菜式，以满
足各地消费者的不同口味。

“您的外卖到了，给您放前台
了，有空下来取一下餐。”1月 20日，
记者通过外卖软件订餐，选择无接
触配送，通过减少面对面接触，保障
收餐环节安全。

春节期间百姓线上下单需求增
多，为留住更多的骑手“就地过年”，
饿了么为春节期间坚守岗位的骑手
提供了各种奖励：除夕前有每单都
给高额补贴的“节前跑单奖”，春节
期间有“专享春节值班奖”，年后返
岗还有开工红包、开工补贴。“我们
为了让留守的骑手过个好年，还会为
骑手们准备年夜饭，筹备线上骑士春
晚等。”该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

“都说过了腊八就是年，今天起
就应该准备年货了。平时我网购比
较多，马上就要过年了，网上有补贴
活动，方便又实惠，我就买了一些直
接配送到家。”家住哈尔滨市南岗区
的陈女士告诉记者。

为了保证春节期间的无接触配
送，物流企业摩拳擦掌、提前谋划。

“春节人员少流动，货物就需要多流
动，才能确保消费者居家也能过好
年。”菜鸟春节物流负责人李江华表
示，在抗击疫情的特殊情况下，春节
物流已被视作一种“新春运”。“我们
的春节物流保障将于 2月 4日小年
那天开始，一直持续到正月初八，联
合中通、申通、圆通、韵达等合作伙
伴，重点保障全国200多个城市的网
购订单照常发货配送，确保‘春节不
打烊’。”

本报讯（记者孙铭阳）近日，中国
建筑业协会、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
会分别公布 2020~2021 年度中国建
设工程鲁班奖和国家优质工程入
选名单，省建投集团三亚一山湖项
目（俄罗斯旅游度假城项目一期第
四标段）、遂宁市河东新区海绵城
市建设五彩缤纷北路景观带 PPP
项目合家欢园区工程 2 项工程荣
获“鲁班奖”；位于哈尔滨市太平国
际机场南侧临空经济区的飞机拆
解项目（一期）荣获国家优质工程
奖。

据了解，同时斩获2项“鲁班奖”
和1项“国优奖”，不仅是省建投集团
历史上最好“战绩”，在全省建筑业企

业中也属首家。另外，获得“鲁班奖”
的两项工程分别处在海南和四川两
省，这是省建投集团率先“走出去”打
造跨区域跨领域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的证明。

其中获得国家优质工程奖的飞
机拆解项目（一期），是亚洲首家大型
飞机循环再制造基地。国优奖专家
组成员张大鲁表示，拆解机库大面积
地坪短时一次性浇筑、大面积TPO
屋面施工、大面积金属板幕墙安装、
机库巨大平移门制作安装等技术先
进、施工精准。另外，该项目“钢结构
与大型设备计算机控制整体顶升与
提升安装施工技术及应用”经专家鉴
定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省建投集团
一年斩获三项国家最高奖

本报讯（徐宝德 孙莹莹 记者谭
迎春）近日，省应急管理厅与哈尔滨
职业技术学院签订《应急管理领域人
才培养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共建“黑
龙江省应急管理学院”，切实推进全
省应急管理事业全面发展。

《协议》明确，省应急管理厅支持
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向国家申报成
立开展应急领域人才高职（大专）学
历教育的二级学院、产业学院及重点
实验室；双方共同筹建“黑龙江省安
全教育科普体验基地”，共建黑龙江
省安全应用技术研发中心、训练中
心、体验中心，推动应急管理领域研
发成果向社会开放推广；共同开展自
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工作，积极探索

“应急管理多面手专班”的高素质技

术技能人才培养工作等。双方通过
应急管理领域高素质人才培养、应急
管理科研能力建设、安全知识普及、
安全文化培育等方面的务实合作，共
同为应急管理事业改革发展注入新
动能。

根据《协议》，省应急管理厅指导
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建成“黑龙江省
应急人才培养哈尔滨基地”，面向政
府相关部门和企业，培养高素质技术
技能型应急领域安全管理和技术人
才；指导“黑龙江省安全培训示范基
地”工作，监督培训基地按照培训目
的、培训要求，制定实施教学计划，落
实培训内容；支持并指导哈尔滨职业
技术学院在应急管理领域省际、校际
交流与合作等。

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学院筹建

本报讯（记者刘瑞）记者从哈尔
滨市城管局获悉，为全面推进垃圾
分类工作落实，按照哈市垃圾分类
领导小组办公室统一部署，全市各
城区城管执法部门全面启动垃圾
分类治理专项执法行动，督促哈市
物业管理单位和沿街商家落实各
项垃圾分类要求，对生活垃圾收集
容器配备不全、混合收集、混合运
输等行为，责令改正，并依法依规
处罚。

18 日上午，南岗区综合行政执
法局新春街道综合执法大队在对南
岗区会展家园小区垃圾分类情况进
行检查时发现，负责该小区物业管
理的哈尔滨工园物业存在生活垃圾
收集容器配备不全、混合收集行为，
执法人员现场对该物业下达《责令
改正通知书》，责令其 5日内改正违
规行为。截至目前，南岗区综合行

政执法局共开展执法检查 22次，督
导违规商家 100 余次，对 66 家违规
物业管理单位下达《责令改正通知
书》。

近日，香坊区城管执法人员在
对辖区餐饮企业垃圾分类情况检查
时，发现一些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对
厨余垃圾未按规定进行分类，且问
题比较突出。执法人员先后对 70
余家违规企业下达《责令整改通知
书》，督促餐饮企业经营自行整改。
道里区建国街道办事处联合区综合
行政执法局对辖区内部分九小门店
开展生活垃圾分类执法检查，针对
商家未按要求分类等情况，下达《责
令改正通知书》。道外区综合行政
执法局对区内餐饮企业垃圾分类落
实情况进行全面排查，同时还与交警
部门开展夜间联合执法，对垃圾分类
运输车辆进行检查。

哈尔滨开展
垃圾分类治理专项执法行动

本报讯（记者孟薇薇）20日，记
者从省农业农村厅获悉，近日农业农
村部向社会推介的第三批 100个全
国农村创业创新典型县中，我省巴彦
县、讷河市、桦南县、肇州县、宝清县、
青冈县等6个县（市）榜上有名，入选
数量居全国首位。

据了解，入选各县（市）各有特
色。巴彦县积极创建 5个农村创业
创新平台和2个创业创新园区，全县
农村创业创新人数 8087人，实现创
业收入4.13亿元，带动农民就业2.23
万人，培育农民创业典型160个。讷
河市围绕大豆、马铃薯主导产业发
展，着力配套粮食收储、产品加工、物
流运输、餐饮住宿、乡村旅游等相关
上下游产业，进一步拓宽农民转移就

业渠道。桦南县通过大力发展龙头
企业，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搭建
培育孵化平台，全面推进农村创业创
新工作。肇州县整合多方资源建设
了省级创业创新园区，已孵化企业
35家，在孵企业 41家。宝清县培训
创业创新人员156批次2490人，培育
创业创新带头人556人，重点支持创
业创新项目 2254个，应用类科技成
果转化率由 2010 年的 10%提高到
2020年的 19%。青冈县创建省级创
业创新园区2个，现代农业科技园区
60个，鲜食玉米产业园 1个，农村创
业创新孵化实训基地 23个，全县农
民创业创新户数达到 3666户，参与
创业总人数达 2.65 万人，带动就业
5.25万人，创业收入达49亿元。

我省6县市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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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在进行自助结款消费者在进行自助结款。。

配货员将线上订单商品进行装箱。

外卖骑手通过传送外卖骑手通过传送
带接收货品带接收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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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市的半成超市的半成
品年菜品年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