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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福庆：平安给了我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席韶阳

加盟平安当年，就凭借
好业绩拿下安阳中支的年度
“件数王”、3年成功组建营
业部……王福庆的履历曾鼓
舞了不少像他一样人到中年
陷入事业瓶颈的平安伙伴。
拼搏、奋斗、坚持学习，相信
“爱拼才会赢”，他说：“苦孩
子不怕辛苦，最缺的就是一
个机会。”

杨风云：平安让我活出了最美好的样子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席韶阳

2008年12月，杨风云
做了充分的市场调查后，加
盟平安。慎重选择的背后，
是痛失亲人换来的经验教
训。在平安，她以亲身经历
向客户宣传保险的必要性
和重要性，同时也一点点找
回了力量和自信，活出自己
想要的样子。

董明堂：“共好”文化，成就我的平安事业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席韶阳

加盟平安前，董明堂已
在同业工作多年。而跳槽，
是希望找到归属感。如今6
年过去，已晋升为平安人寿
河南分公司鹤壁中支淇县营
业部经理的他，带着150多
人的团队，将平安的“共好”
文化、培训文化、创业文化一
点点融入日常的工作，共同
创造他们的平安梦。

中年转行，因培训加盟平安

2009年1月，40岁的王福
庆抱着“学点知识”的心态加
盟平安。不惑之年转行做保
险，源于当年那场席卷全球的
金融危机，生意停顿，半生积
蓄所剩无多。一直坚信“爱拼
才会赢”的他不愿空耗时间等
机会，就这么误打误撞加盟了
平安。

“我是冲着‘培训’俩字
加盟平安的。如今看来，真是
值了！”王福庆长于农村，少
小离家为生活打拼，自认学历
不高的他非常渴望拥有学习机
会。平安的培训让他如鱼得
水，团队里有不少和他一样的
中年人，大家互相鼓励、奋力
打拼，创业的氛围吸引着他，
他深深喜欢上了这份新工作。

但满怀激情的他进入谈单

环节就遇到了困难，第一轮打
击来自家人和朋友。王福庆深
感不被理解：是我错了吗？深
思熟虑之后，他觉得，最好的培
训在平安、最好的理赔服务在
平安、最丰富的产品也在平安，
亲朋不能接受，不过是囿于偏
见，而自己只需要好好干，一切
问题自然迎刃而解。

理清思路后重新再出发的
王福庆，一方面更加勤奋地参
加培训，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
一方面避开亲友圈，转攻陌生
客户拜访，更加勤奋地跑市
场。加盟平安的第一个月起，
他的业绩就拿到了“钻石”，并
开始着手增员。

凭着努力与勤奋，王福庆
在平安的工作顺风顺水，并在
团队发展和业务方面取得一个
又一个优异成绩，职级也稳步
晋升。

苦孩子，最想要一个机会

2014年元旦，加盟平安后
短短几年，王福庆凭借优秀的
个人业绩、团队业绩、团队规
模，成功晋升为营业部经理，
成长速度刷新了安阳中支的纪
录。

平安靠业绩说话，王福庆
就用业绩证明自己。他更加勤
奋工作，将所有热情投入到团
队建设中来，渐渐地各种奖励
和荣誉也接踵而来。

那一年，他为农村的老母
亲买了智能手机，并一点点教
会她用微信。王福庆发现，曾
经因为心疼儿子奔波辛苦而极
力反对他做保险的母亲，态度
渐渐发生了变化。看着王福庆
的朋友圈今天发了出国旅游的
照片，明天又晒出获奖的图
片，母亲和他主动聊起了保

险，并主动做起了他的业务宣
传员，“我同村里的客户大部
分都是我母亲给我推荐来的！
来自家人朋友的支持也越来越
多！”提及此，王福庆满满的
感恩。

加盟平安十多载，王福庆
表示，自己无论是收入，还是
个人能力、管理水平等各方面
都有大幅提升；明年，他计划
冲刺高级营业部经理。

“我是农村苦孩子出身，
最不怕的就是吃苦，最想要的
就是一个机会。我感恩平安，
给了我这样好的一个机会！”
提及当年的艰辛和如今的成
绩，王福庆感慨万千地说，

“是平安给了我机会——学习
和成长的机会，也给了我充分
的认可和尊重，这对我来说弥
足珍贵。”

想让更多的人因保险受益

2008年12月，杨风云加盟
平安。慎重选择的背后，是痛
失亲人换来的经验教训。丈夫
重病18个月，花光了积蓄，依然
无法留住亲人。送走了丈夫，
杨风云带着年幼的孩子搬了
家，思量着如何为孩子再拼搏。

“搬家之前，我就选好了目
标，做保险。”杨风云说，家里的
这场变故让她充分认识到了保
险的好、保险的重要性。几经
对比，她选择了平安，理由简单
而直接：平安的培训很好，适合
新人；平安的理赔很快，她自己
很认可；平安的产品丰富，能让
更多的人体会到保险的好；平
安的管理严格……

“现在看来，我的选择很明
智！”杨风云说。因为不愿意看

到怜悯的眼神，这个倔强的女
子做业务中彻底舍弃了亲朋故
友圈子，全部从陌生拜访开始。

“很难，但也很有成就感。”
杨风云说，成长的道路离不开
团队伙伴和上级领导的无条件
支持和爱护，她的业务做得也
还算顺利，2010年晋升为业务
主任，2014年晋升为高级主任。

但由于孩子小需要照顾，
而且身体也不太好，杨风云近
年来每年暑期都需要休病假三
个月左右。这让她的业绩发展
也变得尴尬起来：休假前团队
规模达到了四五十人，马上就
可以冲刺晋级了；休假后回来，
人员流失过半，又得从头来过。

“我好像陷入了一个怪圈，
身体、事业，都在这个漩涡里翻
滚折腾。”杨风云说，每年过完
五一节，她就陷入深深的担忧

里：今年的身体状况会怎样？
团队发展会起波折吗？

转机发生在 2018 年 11
月的一次面谈规划。

平安让我活出了最美的样子

“那次面谈，领导直接问
我：你希望晋升为部经理吗？
并拿出表格，为我做了详细的
职业规划。然后我就开窍啦！”
杨风云爽朗地笑了起来，继而
告诉记者：“你知道吗？我多少
年都不曾像此时此刻这样爽快
地笑过了！而一切的转变，就
来自于这场面谈！”

“看似一场简单的谈话，但
对于迷茫中的我来说却弥足珍
贵。”杨风云说，这次职业规划
让她看到了无限可能。

决定冲刺部经理职位后，

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自己贷
款20万元买一辆车。那是一种
自我加压，也是一种自我暗示：
我有能力拥有这样的好车，我
也有资格享有这样的好车。

2019年，杨风云开启新的
征程，她列了详细的月度规划
表，找团队伙伴逐个面谈，并一
点点帮助大家实现目标计划。

11月，干得风生水起的她
才发现今年竟然忘记了病休，
身体好了起来，性格开朗起来，
团队氛围越来越好，业绩和规
模也大幅提升，她本人也成功
晋升资深主任。

“2019年是我11年来活得
最扬眉吐气的一年！感恩平
安，让我活了出来，活成了我最
美好的样子！”杨风云说，现在
她正带领团队向部经理冲刺，
这个目标有望在2020年完成。

“共好”文化
让我找到归属感

2013年8月，董明堂加盟
平安人寿时，已在同业保险机
构工作多年。

“选择跳槽到平安，是想
要找一个让我更有归属感的团
队。”为此，他普遍考察了鹤
壁的寿险公司，最终选择了平
安。

当时，身为淇县人的董明
堂每天需要开车近30公里到鹤
壁市开8点钟的早会。随着业
务发展越来越快，他的团队也
不断扩大，2014年元旦，他晋
升为高级主管；十个月后晋升
为资深主管，最多的时候他曾
经租下两辆中巴车带领团队伙
伴到鹤壁中支开会。

每天早上6点半，他带着
团队准时出发，下午返程。夏

天需要半小时的车程，在冬季
雨雪天气变得艰难。有一次下
大雪，他们紧赶慢赶，十点钟
才赶到鹤壁会场，进门的刹
那，会场的伙伴们全体起立、
长久地鼓掌！“那一刻，我们团
队很多人都落下了眼泪；也是
那一刻，我深深感受到了平安
人寿‘共好’文化的精髓，也
深深地为自己当初的选择而骄
傲！”董明堂说。

这样的两头跑历程，董明
堂经历了整整两年。但风雨兼
程里，团队伙伴从没有叫过
苦，这份辛苦成了大家拼搏、
互助的动力，团队业绩和规模
直线上升。

2015年 10月，董明堂的
努力终于有了成果，带领110
人保险代理人团队的董明堂晋
升为营业部经理，他在平安就
此开启了新篇章。

相互成就
共同创造平安梦

“平安于我，有知遇之恩！”
提及加盟平安以来的经历，董
明堂感慨，是平安成就了自己。

做市场，难免起起伏伏。
他说，每当遇到困难，给与他最
大支持的，都是平安的领导和
后台伙伴们。这让他养成了一
个良好的工作习惯：市场好的
时候，带头做；市场不好的时
候，坚持做。

董明堂说，得益于平安的
培训机制和“共好”文化，淇县
营业部的业绩近年来快速发
展。为了稳团队，他一直坚持
公司的要求，抓出勤率，抓专业
素养的提升。为了更好服务客
户，他一直强调抓会务，提出

“潜在客户在哪里，就把会开到
哪里”，鼓励团队通过举办小型

交流会、客户答谢会、年终酒会
等形式，提高与客户的黏性，并
把这些会议开到农村市场，把
保险宣传送到田间地头。

“一路走来，有辛苦、有疲
累，但也有鲜花、有掌声！打拼
来的成就，更让人自豪。”董明堂
说，从业6年来，自己在平安获
益良多。除了收入的提升、职位
的晋升，自身能力也快速提升，
而这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感慨，也
是团队伙伴们共同的收获。

“作为部经理，首要任务就
是让团队发展得更好，让越来
越多的伙伴发掘出自己的潜
力，做出更好的业绩！”董明堂
说，如今，他的团队已达150多
人，平均年龄三十六岁左右，发
展潜力很大。按照他的规划，3
年内，他有望再育成三个营业
部，应该很有希望晋升总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