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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摄 本报见习记者
王迪

今日大暑，是一年中阳光
最猛烈、最炎热的节气。哈市
23日最高气温28摄氏度，远低
于南方近40摄氏度的高温，不
过习惯凉爽的哈尔滨人还是
觉得有些热。走在哈尔滨的
大街小巷上，行人手持遮阳
伞，头戴遮阳帽；走进商场中，
冷饮区坐满了顾客，人手一杯
冷饮，风扇、空调、防晒服等产
品畅销。这样持续的高温天，
让防暑降温的“清凉消费”一
路走俏，点燃了哈尔滨市的

“高温经济”。

“吃”出凉爽
炎炎夏日，“吃”得凉爽成了很多

人的第一选择。在道里区安静街早
市，每三五步就能看见一个西瓜摊，摊
主将西瓜切成两半，用保鲜膜包好，红
色的瓜瓤十分诱人。“从五点半出摊卖
到八点，基本上一车西瓜都能卖没，有
两百多个，都是起早在瓜地摘的，味甜
多汁。”西瓜摊主齐岩说道。

虽然高温天气阻挡了人们出行的
脚步，但周末的中央大街仍是热闹非
凡，各种“冰”食品门店前排起了长
队。市民李梦告诉记者，每次来中央
大街都会买一根马迭尔冰棍，吃到嘴
里冰冰凉，就感觉没那么热了。在蜜
雪冰城、茶百道、奈雪的茶等茶饮门店
走出来的市民，手上都提着几杯冷
饮。蜜雪冰城店员说，天气越热饮品
卖得越好，最受欢迎的是四元的柠檬
水和两元的甜筒。

在南极街的一些冷饮店内，雪
糕销售也迎来了小热潮，店内雪糕
价格从一元到十几元不等，很多市
民都是成箱购买，批发后放在家里
随时吃。

市民在西瓜摊买西瓜。

“穿”出防晒
虽然哈尔滨近期雨水天气居多，但

最高气温也持续在 25℃以上，不做好防
晒，可能出门一次晒黑了几度。在这样
的气温下，市民出行可以说是“全副武
装”。

“我现在上下班的标配就是长袖防
晒服、黑胶防晒帽、防晒口罩再加一个墨
镜。”市民张莉告诉记者，因为每天骑电
动车通勤要一个小时，自己捂得这么严
实，是怕晒黑，更是怕晒伤。

记者走进中央大街上的一家品牌
店，看到很多顾客都在挑选防晒服。“这款
衣服选用的科技面料，轻薄舒适，
UPF50+，能有效防紫外线……”店员一边
介绍产品一边让顾客试穿。她告诉记者，
店内一百元左右的防晒服最畅销，顾客更
倾向于头颈全包裹的一体式防晒服，轻薄
便携，很适合出行。

在哈尔滨透笼商厦内，售卖防晒帽、
冰袖、防晒手套等商品的店铺前人流如
织，市民挑选着适合自己的用品。记者
看到，很多店主还通过短视频平台直播
来进行卖货，直播间人数几百人，其中二
十几元的黑胶防晒帽最畅销。

做好物理防晒的市民。

“用”出舒适
如果说高温天出门需要做好防晒，

那对于居家的市民来说就要备好空调、
风扇等消夏产品。

在中央大街的苏宁易购空调区域选
购的市民络绎不绝，商家也推出了上门
安装服务。销售介绍说，五千元左右的
空调最受欢迎，其中以海尔、长虹、格力、
美的等大品牌为主。

正在选购空调的孟祥伟告诉记者，
每年的夏天都是靠着风扇度过的，但是
今年换了大房子，风扇不够用，所以想要
看看有没有心仪的中央空调，提升一下
夏季的居家舒适度。

在道里区的一家电器商场内，记者
看到前来咨询和购买的顾客一波接着一
波。“每年的夏天都是空调、风扇等产品
的销售旺季，所以我们会备好货，为顾客
提供更多选择。”导购张萌告诉记者。据
介绍，和空调相比，风扇的销量更胜一
筹，和以往的传统风扇相比，近几年相继
推出的空气循环扇、低噪音塔式电扇、独
立加湿无叶电风扇等销量走俏，价格也
更高，通常在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使用
方便，随买随用成了风扇的优势。

市民正在选购空调。

吃 穿 用

市民挑选防晒帽。

伏天 哈市“热经济”升温

世一堂
从管理营销创新破局

说起世一堂的全新出发，与其母
公司整体改制是一脉相承的。

2020年下半年，哈药集团对旗下
所有中药企业、中药资源进行整合，将
百年“老字号”世一堂制药厂、现代中
药企业中药二厂及世一堂饮片公司归
属到哈药集团中药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药公司”）管理，集中人员、技术、
产品、品牌及资金等优势资源，对中药
板块进行全新布局和集中发力。

走进偌大的世一堂厂区，一座座
如鸟斯革、如翚斯飞的中式建筑，一件
件百年藏品，似乎都在向记者述说着
百年传承的世一堂故事。中药公司总
经理刁广军告诉记者，目前中药公司
拥有500多个产品文号，在中药领域全
品类贯通，跻身全国前三，具有了巨大
的市场竞争力，也带动了世一堂的全
新飞跃。

在新领导班子的带领下，中药公
司进行了管理改革创新，将5个生产基
地合并成现在的2个，产能利用率提高
了 30%~40%。在营销方面，中药公司
打出“精骑出关东”的口号，“公司挑选
出十大黄金单品进军南方市场，通过
市场测试，预计到今年年底单品祛风
骨痛巴布膏将突破100万盒销量，意味
着其具有成为中药疼痛外用药领域第
一品牌的潜质，紧随其后的是刺五加
脑灵液、血府逐瘀丸等。”刁广军说。

另外，产品推广上大胆采用最适
合公司现状的合作制，即和当地终端
推广能力强的营销团队合作，“我们用
产品资源交换外埠市场资源，这对整
个哈药集团来说也是首次尝试。”刁广
军说，目前看这种营销创新模式带来
了非常好的市场效果。

看 如何借势长红

创新发展再迎风口

月亮八珍
家族作坊的快速转身

在省内众多源自家族作坊式的
企业中，“老字号”月亮八珍的体制改
革被业内公认“既快又彻底”。哈尔
滨月亮八珍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徐
延永告诉记者，从父亲手里接过重担
后，他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全面
实行负责制，体制改革推出后，公司
首先成立了董事会，实行总经理负责
制，并聘请了有相关经验的销售人才
和研发团队，摸索形成了符合企业自
身特点的现代企业组织架构：总经理
下设 10大平行部门，即综合部、采购
部、企划部、销售部、电商部、财务部、
信息部、生产部、储运部、工程部，均
全面实行负责制，绩效考核，“现在股
东的股份十分明确，所有大事都得董
事会定，各部门职能明确，大家干起
来更有方向，更有干劲儿，效率也大
幅提升。”徐延永深有感触地说，如何
重用人才、用好人才是他改革过程中
遇到的非常难处理的问题之一，“这
对家族企业来说，做好这一点真的很
不容易。”

“体制不完善，企业永远做不大。”
全面实行总经理负责制后，总经理严
抓产品质量、抓销售，定出目标，激励
管理层必须向目标前进。同时，体制
创新思路也带动了产品创新活力。研
发方面，月亮八珍全面迎合现代消费
群体的需求，产品从量大实惠大包装
变成经济实用小包装，开拓线上线下
多媒体销售渠道。尤其是新上了几条
现代化流水线后，月亮八珍的销售额
正逐年以 20%~30%速度增长。目前，
月亮八珍的省内店面已增加到117家
店，并在天津建厂，开店6家，产品更是
卖到了北京、上海、深圳等地。

道里菜市场
突出特色实现商文旅融合
鸡鸭鱼肉在案上、海鲜水菜在

篮中，碧绿的菠菜，通红的辣椒，熙
来攘往的人群和喧哗声，那么市井
又活色生香。

“明天你别来了啊！”店员抿嘴
笑着说，“记得给我留点儿我最爱的
老三样啊……”说完，大哥拎着心头
好窝窝头走了，给道里菜市场自带
灵魂的市井生活增添了些许情趣和
惬意。

道里菜市场经理孙书才是这儿
的老人儿，对老八杂市文化如何与
商文旅营销理念融合，有着自己的
一套理解。“我们的首要使命是满足
周边百姓的菜篮子需求。”孙书才
说，做好商业是企业立足之本。面
对全速发展的网络时代，作为连接
生产端和消费端桥梁的道里菜市
场，对选品、服务有着十分高的要
求，“我们引进了 90%的哈市“老字
号”企业，通过其品牌影响力带动旅
游产品销量和企业发展，再结合区
位优势促进商旅发展，增加游客的
回头率，回到家乡传播道里菜市场
的好口碑。”

在选品上，孙书才通过巡场了
解到的情况和市场趋势分析，从去
年开始积极引入受现代市民普遍欢
迎的体验式消费模式，现场品尝、现
场加工，“从目前情况看，现场加工
类食品的营业额每年以 20%的速度
快速增长。”

目前，道里菜市场的发展目标
十分明确：用现场加工拴住本地人
的胃，用“老字号”名品留住游客的
心，形成“老字号”特色街区，做好企
业文化促进商文旅融合发展。

老厨家
梳理独有的品牌文化

2000年时的老厨家，还是一个坐落
在文政街，面积仅为 170平方米的东北
小菜馆。20年后，其已发展成遍布哈尔
滨各区 9个店，装修典雅，店店爆火，在
国内外久负盛名、代表哈尔滨城市味道
的著名餐企。20年，老厨家是如何做到
的？哈尔滨老厨家第四代传人郑树国
说自己是被媒体、学者推着走的。

2003 年哈尔滨市政府决定复建
道台府遗址，曾任道台府主厨的郑兴
文（郑树国的曾祖父）发明中西合璧
菜肴——锅包肉的故事被媒体争相报
道，触动了全民味蕾，以及本地人对哈
尔滨城市味道的自豪感和追忆，也让南
方人印象中的粗犷北方菜增添了些许
文化内涵，慕名而来的游客越来越多。

而真正让郑树国做强老厨家品牌
的，是他之后遇到的几位专家。其中，
黑龙江大学历史与旅游学院的朱桂凤
老师介入的时间最久，她用“细致深耕”
来形容这段历程：“2015年我和郑树国
大师第一次见面时，就如何用文化助力
企业发展达成共识。”

在梳理老厨家品牌文化的过程中，
一向被郑树国认为不足为奇的细节被
朱老师提炼出来，从四代精神、家风家
训、城市文化等方面总结老厨家文化，
从鲁菜系菜品中挖掘郑氏锅包肉的演
变历程，直到形成自己的哈尔滨特色餐
企，“有文化加持的产品才有特色，也是
企业品牌发展的核心。”朱桂凤说。

其间，郑树国多次接到省内外媒体
邀约，还上了央视《见证》《人物》等栏
目，获得了“中国金厨奖”，更在荷兰举
办的第八届中国烹饪世界大赛上喜获
团体金奖，东北首次！“东北之光锅包
肉”瞬间频登热搜，赚足了网民的眼球。

□文/摄 本报记者 毛晓星

国家多部门年初联合印发了《关于促进老字号创新发展的意见》，从加大老字号保护力度、健全老
字号传承体系、激发老字号创新活力、培育老字号发展动能四个方面提出了13项意见。“从国家到地
方都在大力扶植‘老字号’，作为从业者，多年来也在探索如何让我省‘老字号’焕发新活力。”黑龙江省
老字号企业协会秘书长张伯良说。

站上新一轮风口，“老字号”如何破局突围？

走进百年走进百年““老字号老字号””世一堂世一堂。。 郑树国讲述老厨家的故事郑树国讲述老厨家的故事。。 道里菜市场内的经营景象道里菜市场内的经营景象。。

综合制剂车综合制剂车
间间，，工作人员正工作人员正
在添装药粉在添装药粉。。

（上接第一版）没有室内冰场的
日子，为让队员能及时参加训练，孟
庆余时常带着孩子们到哈尔滨跟在
其他地市队伍后面“蹭冰”。2006年
8月 2日上午，为了赶上好不容易安
排上的 10点黄金时段的“冰点”，孟
庆余凌晨开车出发，从七台河赶往哈
尔滨，途中不幸因车祸离世。

孟庆余省吃俭用到了惊人的地
步，他的钱不是给队员买了冰刀，就
是买了肉和水果给队员补充营养。
孟庆余去世后，人们打开了他的柜
子，里面除了几双破损的冰刀鞋、修
鞋工具、一本备课笔记，就只有一叠
队员们给孟教练打下的欠条……

孟庆余的学生赵小兵已在七台
河当了 33年短道速滑教练员，这期
间她数次放弃了去黑龙江省队执教
的机会，一直坚持为5岁到10岁基础
班的孩子做启蒙教练。做教练的日
子很苦，去乡下选材，她被狗咬过；凌
晨浇冰，她被黑夜里的人影吓哭过，
但是一想到孟老师，赵小兵就觉得所
有的委屈和困难都可以挺过去。

至今赵小兵还记得孟老师带他
们去山上骑行训练时说过的话：“我
们战胜的不是这座山，而是战胜了自
己。只要能战胜自己，就没有办不成
的事。”

做北归的逆行者

2014 年，张杰与丈夫董延海接
到家乡的邀请后，从上海回到七台河
执教。张杰迅速建立了一支由26名
残障儿童组成的特奥短道速滑队，这
支队伍目前已在第11届世界冬季特
奥会上斩获了短道速滑项目 4 金 2
银，在第15届世界夏季特奥会上，夺
得了速度轮滑项目3金1银1铜。

目前，张杰又依托七台河职业技
师学院，创立了培养短道速滑教练员
的张杰冰上运动学校，组建了培养输
送顶尖运动员的短道速滑训练中心，
创办了培育未来短道速滑新生力量
的短道速滑幼儿班。

董延海则针对短道速滑招生难、
选材难问题，大胆创新后备人才培养
体系，以七台河市的各小学为依托，
推动创建了7所“七台河市少儿短道
速滑特色学校”。

张杰、董延海之后，越来越多的
短道速滑运动员返乡执教。2015
年，张利增与妻子朱娇野辞去了上海
的工作，卖掉了上海的房子返乡执
教。目前，张利增培养的运动员已向
国家队、黑龙江省队、省体校跨级和
直接输送 42 人，向外省交流输送 4
人；获得亚洲级金牌 4枚、国家级金

牌43枚、省级金牌161枚。
李国锋 2015 年从省队退役时，

正是北冰南展最火热的时期，他放弃
了杭州有编制、能分房的高收入工
作，毅然回到七台河执教。他只有一
个想法，培养更多的短道速滑运动
员，让这座奥运冠军之城长盛不衰。

曾经获得过世界大学生冬季运
动会冠军的季雪，2016 年从省队退
役后，教练给她推荐了一份北京的工
作，月薪两万以上。但是，当董延海
找她回乡执教时，她甚至连待遇都没
问就直接答应了，因为她的家在七台
河，短道速滑的根也在七台河。

做未来冠军的启蒙者

北京冬奥会后，越来越多热爱滑
冰的孩子来到奥运冠军之城七台河追
梦。张利增担任主教练的七台河市少
儿短道速滑业余体校重点班，已招入
了17名来自河北沧州、山东青岛、青海
西宁、辽宁阜新等地的小运动员。

在备战北京冬奥会的日子里，张
利增担任了国家队教练员和国内技术
官员。在此期间，他记录了大量训练
笔记和训练心得。“我是一名基层教练
员，带的都是青少年。在国家队，我接
触到了最顶尖的运动员、最先进的教
学理念和教学思路。我打算接下来
将国家队的教学模式融入到我们的
日常训练中，这样可以帮孩子们实现
从七台河市体校到省队再到国家队
的无缝衔接。”张利增告诉记者。

再过 8个月，赵小兵就退休了。
从教 33年间，她培养了冬奥冠军孙
琳琳、世界冠军王伟和李红爽、青奥
会冠军徐爱丽、亚洲锦标赛冠军张绍
阳等 200余名优秀运动员。本来可
以功成身退的她并没放慢自己的脚
步，在她的推动下，勃利县 5所短道
速滑特色学校揭牌开课，填补了七台
河县城和乡镇没有短道速滑特色校
的空白。

“我想抓紧这段时间，为县乡的
短道速滑特色校打好基础。基础打
得牢，这项事业才能一直做下去。
我从站上冰场的那一天，就从未离开
过，总想为这份事业留下些什么。”
对于深爱的冰场，赵小兵有着无限
的眷恋。

截至目前，七台河共有 16 所短
道速滑特色学校，组建了 20支短道
速滑训练队，拥有短道速滑教练员
33人，在训运动员 622人，注册运动
员1380人，被授予“国家重点高水平
体育后备人才基地”称号，是中国短
道速滑项目后备人才储备最充裕的
城市。

为了闪耀世界之巅

“老字号”

（上接第一版）在采访中记者了
解到，目前，哈玻院正在紧锣密鼓地
推进新材料科技产业化基地项目建
设，该项目建成后将使哈玻院的产
能提高一倍以上，并将彻底解决复
合材料制备、高端装备国产化以及
高性能轻量化结构件设计制造和高
精度控制问题。同时建设商业航
天、商业航空、高铁装备、5G通信等
领域关键复合材料结构件设计、制
造、检测、评价的产业链条，打造国
际一流的复合材料科技成果研发和
产业化基地。

49 所：300余套传感器保
障“问天”平稳运行

“问天”之旅的长五B火箭遥测
系统中，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49所（简称49所）配套压力、温度、振
动三大类传感器，测量系统内的相关
参数，确保系统正常运行，满足飞行
各项使用要求，在飞行过程中表现优
异，圆满完成了保障任务。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49 所为空
间站问天舱配套了70余种、300余套
的传感器正样产品，涉及环控、热控
及推进等分系统，测量包括压力、温
度、湿度、流量、氧气、氢气、电导、液
滴、烟感、呼吸、心电、体温等多种参
数，保障空间站的平稳运行，守护航
天员的生命安全。

空间站的水处理子系统、尿处
理子系统装有 49 所配套的电导传
感器、液滴传感器等，传感器测量
的参数为处理过程以及最终是否
达到可以再次饮用的标准提供了
依据。

空间站内的氧气是不断消耗
的，没有了氧气，航天员的生命将无
以维持，49所为空间站配套的氧传
感器，是控制制氧系统工作的核心
检测手段。

空间站是一个密闭的系统，常年
的人员活动会在这个密闭空间产生
各种有害气体，49所为空间站的微
量有害气体去除子系统、二氧化碳
去除子系统配套的氢气传感器、二
氧化碳传感器等，可以实时检测空间
站内的微量有害气体含量，判断环境
是否存在异常，为航天员的生存提供
保障。

航天员舱外服系统还配备了生
理背心，49所的传感器能监测航天
员出舱活动中的呼吸、心电、体温等
生理参数，提供医学参数保障；流量、
温湿度、压力等传感器，为舱外服内
的环境参数监测提供了数据支撑，保
障了出舱活动的顺利进行。

空间站的变轨操作、紧急避让操
作，都要依赖于推进系统的发动机，
而发动机的燃料压力监测，就是由
49所的传感器来执行的，保障空间
站整体的移动能力。

空间站舱内的温湿压常规环境
监测、空间实验系统的实验设备状
态监测以及空间站各个管路系统的
状态监测等都大量使用了 49 所研
制的温度、压力、湿度等产品，为空
间站的正常运行提供了重要的技术
保障。

东轻：优质材料助力“问
天”畅游太空

东北轻合金有限责任公司为此
次问天实验舱关键部位提供了所需
的板材、棒材、锻件等多个品种的优
质铝合金材料。

与天和核心舱相比，问天实验舱
需要的铝合金材料对性能、生产方面
的要求更高、难度更大。面对挑战，
东轻充分发挥技术人才的专业优势，
进一步优化了相关产品的韧性、轻质
性、耐腐蚀性等工艺参数，确保材料
在舱体关键部位的使用寿命。同时，
统筹规划生产调度，加强监督管理，
对生产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多种情况
提前制定解决方案，使问题第一时间
得以解决，为顺利交货提供了充足保
障。除了为问天实验舱提供材料，东
轻还承担了长征五号B遥三运载火
箭所需的外壳蒙皮、贮箱材料、高强
机体环形锻件、关键结构连接件型
材、承压导油管材等重要铝合金材料
的保供。

多年来，东轻肩负着为长征系列
运载火箭提供铝合金材料的任务，有
着完备成熟的研制生产经验。其中，
东轻研制的用于外壳蒙皮的某合金
板材，重量轻、强度高、耐腐蚀，可以
使火箭克服在飞行过程中的压力、温
度、重力问题；铸造、轧制、锻压、检验
等系列工序已驾轻就熟。

“问天”背后的龙江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