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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拿“上级规定”作挡箭牌
“上级规定”这样的字眼我们并不陌生，有些

单位领导在安排工作时，特别喜欢用“上级规定”
这个说法。

所谓“上级”，当然是比本单位级别高的单
位。但是很多时候，“上级规定”中的“上级”到底
是哪一级，群众并不清楚，宣布“上级规定”的人也
不做解释。比如一个乡镇学校的“上级”，可能是
县教育局，也可能是市教育局，还可能是县政府、
市政府。不详细说明，群众就有理由怀疑：所谓的

“上级”，也许是某些单位或领导打的一个旗号，拉
大旗作虎皮，目的是推行自己的“规定”。

如果只是借“上级”的威力，来推行一项对
工作有利、对群众有益的措施，倒也罢了。问题
是，一些单位或个人抬出“上级”来，推行的是谋
取私利或者违背国家政策法律的事情，那就完
全不是一个性质了。比如个别单位为了让员工
加班加点完成任务发出通知：“根据上级规定，
国庆节不放假，照常上班。”这明显违反国庆放
假的通知，是一种违法行为。

“上级规定”不是一个筐，什么都往里装。滥用
“上级规定”，会让群众对真正的政策规定产生误解，
久而久之，就可能失去群众的信任。⑧9（毛周林）

“以奖代罚”值得一试
即日起，重庆市民拍摄行（乘）车时乱抛垃

圾行为的视频，就可以获得 50元的奖励。（见 11
月 4日《重庆晨报》）

“技防”、“物防”倒不如人防，鼓励人人参与
车窗抛物“监控”，理应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
让我想起了国外一则有趣的故事。美国有一个
植物园，每天有大批游客参观，随之带来的问题
是老是丢失各种名贵花卉。管理人员为此专门
在植物园大门竖起告示牌：“凡检举偷窃花卉
者，奖励 200 美元”，至此再未丢过任何花卉。
有游客问管理人员为何不写“凡偷花卉者，罚款
200 美元”？管理人员笑答，这其实是一种“变
罚为奖”的逆向思维，由管人到让人人参与管
理，实现了每个人从被动向主动的转变。

对车窗抛物行为“随手拍”、举报等参与
者兑现奖金，正是相关职能部门转变管理思
维，让公众从被“管理”转变为主动参与。变
罚为奖，调动人人参与监管的积极性，让文明
成为每个人的行为自觉，自然不乏其人性化
和示范意义。⑧9 （禄永峰）

10月份以来，单位附近修路加快，到处封闭施
工，大道小路堵得一塌糊涂。无奈之下，选择骑自行
车上下班。骑车好处很多，轻松自在、低碳环保，还
能领略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其间我有意穿行了几
个刚修通的隧道，红专路、纬四路和商鼎路下穿中州
大道隧道，未来路下穿金水路隧道。这些新修的隧
道通车顺畅，大大提高了城市交通的效率。

路顺畅，上下班的心情自然也会好很多。但
是，美中不足的事也不少：红专路隧道人行道上垃
圾随处可见，动物粪便让行人防不胜防，有天早上
隧道里的灯半开半熄，差一点撞上遛狗的路人；未
来路下穿金水路隧道也是如此，几乎没有灯光，行
走到中间根本就看不清对面逆行的电动车；纬四路

下穿中州大道隧道就没设置自行车通道，幸亏是自
行车，如果大一点的电动车根本进不去出不来。

对这些问题，我力图让自己这样想：也许是
新修的道路，照明设施还没及时配齐，清洁工人
还没来得及清扫，多给管理者留点时间，慢慢就
会好的。但一个月过去了，状况依然如旧。这
些状况在其他地方也大量存在：灯不明，有的主
干道，像东风路有时多天都不见路灯亮；路不
平，很多道路就像拼版，这一块那一块，路中间
还坑坑洼洼。新修的人行道，地砖要么松动翘
起，要么已经破碎，要么刚修好就被挖开；车乱
停，不要说老城区车多为患，就是郑东新区，有
些双向六车道的马路，赫然就是停车场，有的干
脆就停在十字路口。

城市发展带来的阵痛在所难免，但城市管理

中的这些细节问题，与飞速发展的大都市极不协
调，应该引起管理者的重视和反思。

今年年初，郑州市划定“40平方公里城市精细
化管理服务先行区”，初衷是让市民享受到更便捷
舒适的城市生活。10月30日，郑州市政府又下发
《郑州市城市精细化管理“百日行动”实施方案》，
通过五个专项行动，强化城市的精细化管理。

提出精细化管理，应该是注意到了城市发展
中的问题，对城市治理抱有一种更高要求，值得点
赞。然而，城市该怎么精细化管理，也是一门很值
得研究和琢磨的大学问。

远的不说，看看我们省内的一些城市，就能学
到很多。今年许昌市、新乡市、漯河市、济源市被
评为河南省宜居城市，这个荣誉称号授予连续 3
年在全省城市精细化管理检查考核中被评为优秀

的城市。以许昌为例，一堆垃圾，一块松动的地
砖、一棵即将枯死的树木，都能进入城市管理者的
视野，为什么？这不光是他们组建了全省首家“数
字城管”，建立起相关部门、单位分工协作的长效
机制，更重要的是他们能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城市
管理中细枝末节的问题都能得到反馈，赢得了群
众的信任。

小城市有小城市的优势，大城市有大城市的难
处。有人说，郑州着力解决城市难题，大处着眼，必
然要经历一个阵痛。如此观点并不为错，但这并不
妨碍在城市管理细节上下功夫。治理城市好比养
花，埋下一粒种子，除了浇水，还要施肥、打药、甚至
换土，任何一个细节都不能忽略，不仅要会花钱建
城市，更要学会精心管理城市，只有细心、耐心、贴
心地呵护，开出的花朵才能美丽动人。⑧9

以前，每逢佳节倍思亲。如今，每逢假日有
架掐。在商业占主宰地位的今天，商家无时无刻
不在寻找商机。为寻找商机，可能和同行狭路相
逢，有时“擦枪走火”，引发商战。

“京东实名举报阿里巴巴”一事又有了新的
进展。11 月 4 日，天猫双十一筹备委员会发言人
芳娅表示，市场需要娱乐精神，但不能仅仅停留
在娱乐精神上。“市场难免有炒作，但不能总是停
留在炒作上，更不能把碰瓷和炒茶当作事业。”

光棍节还没来到，京东和天猫就从暗斗变成
明争。京东举报天猫垄断，只许客户二选一；天
猫回应“鸡实名举报了鸭，说鸭垄断了湖面”，捎
带把京东的老板娘给奚落了一下。这种一网不
容二商的做法，沿袭的是垄断思维的传统。

商家都希望自己没有对手，希望消费者只买
自己的东西。没有对手、没有竞争，这样的商业
乌托邦，起码不适应当代社会。既然没有独霸一
行的商家，对于商家来说，承认这个事实，首先考
虑的是如何做好自己。电商，把供货渠道做好，
不给假冒伪劣产品以偷袭的机会；搞好服务，不
给消费者添堵；尊重同行，世界上的钱赚不完，咱
们各自打造好各自的特色；尊重消费者的选择
权，光棍节搞营销，别绑架消费者。选择了天猫
就得和京东绝缘，或者一次在天猫购物，就成了
京东的仇人，这样水火不容，并不比小农经济者
的眼光长远，闹得沸沸扬扬，斗嘴过嘴瘾，到头来
却自己砸自己的招牌，何苦呢。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曹植的这句诗，

是残酷的现实让他感悟出的哲理。对于依托互
联网生存的电商而言，每个企业虽然未必有血缘
关系，但远亲不如近邻，大家都在一张网上搞经
营，相互取经彼此汲取经验，才能实现双赢。即
便遇到适合商业促销的节假日，也不该琢磨着如
何斩断消费者的多项选择权，给消费者的采购行
为设置障碍。设置障碍，挤兑同行，也许可以大
赚特赚几天，但以牺牲他人利益为代价的横财，
又能持续多久呢？

商战不是你死我活的肉搏战，不是对掐互说
坏话的对骂。真正的商战，拼的是智慧，拼的是
实力，前提是必须有商业道德。抛弃了商业道

德，靠制造舆论的紧张空气，或者靠娱乐化的形
式，用彼此炒作的办法制造商业噱头，一旦消费
者审美疲劳，想必很快就走到了尽头。毕竟，消
费者需要的是没有附加条件的消费，需要的是理
性的消费，而不是在剧场里看热闹，把自己绑到
了炒作者的战车上。

网络舆论对于天猫和京东的互掐，虽有人
觉得“经常掐掐，市场更健康”，但更多的人则
呼吁掐架的双方，给消费者自由选择的权利，
认为“互喷口水的形式，暗地里一起炒作知名
度”，“让商家提高产品质量，提高服务，这比怎
么撕都好”。⑧9

都是电商，相煎何急？

继“外国模特扮演斯巴达勇士”被抓后，在
朝阳区建外 SOHO 街头，一群只穿内衣内裤的
长腿美女“裸游”，又引起市民大量围观和热
议。据了解，此事为某商家策划的营销活动。

（见 11月 4日《京华时报》）
众女建外“裸游”，又是一场商家低俗营销

的创意策划，商家们长期以来受“美女经济”熏
陶，心有灵犀一点通，“身体露一寸，产品好卖三
分”、“衣服一脱光，商品皆飘香”。然而如此低
俗营销，除了充满铜臭味外，还违背公序良俗、
有违社会公德，造成公众的视觉污染，损害了公
共利益，商家的社会责任更是抛到爪哇国去了！

商家赚钱是其天性，本无可非议，但是不能
什么钱都赚，也不能为了赚钱什么手段都用。
光天化日之下，大众场合搞“裸游营销”，将女性
身体暴露于公众视野，造成视觉污染，有挑逗骚
扰公众之嫌，是对公众利益的侵犯。

公共空间的使用规则，虽然没有明文规定，
但有一个人人皆知的不成文规定，那就是不能
触犯公共道德和法律的底线。如果在公共场合
裸体，对他人造成了不快或刺激的话，可视情节
以扰乱公共秩序或猥亵妇女等原因被追究行政
责任或刑事责任。法律应该为商家的“裸游经
济”、“美色营销”穿上“紧身衣”，对如此低俗营
销的商家应该依法惩处，不能让另类营销的乌
烟瘴气危害社会文明。⑧3 （戴 花）

给“裸游经济”
穿上“紧身衣”

今年 9 月，长沙的
张女士把孩子送到小区
的配套幼儿园，向幼儿园
交 了 第 一 学 期 的 费 用
5860 元，对方承诺不会
再收取其他费用。但是
开学不久，学校就要求每
个孩子买一套“多力教
育”的教材，一学期 980
元，一年就是将近 2000
元，不买就没法正常上
课。家长们认为，幼儿园
的“天价教材”是变相强
制买书。⑧9 图/王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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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河总裁王祎杨女士曾说过，白酒
要回归产品品质，势必要用产品本身去
沟通、链接消费者，在品牌传播上，则更
是要回归到品牌宣传的本质，直接与消
费者对话，让消费者直接感受到一个有
温度、可触摸的宋河，方为品牌传播之

“大道”。
王祎杨女士在秋糖期间接受凤凰

网、人民网、糖酒快讯网等媒体视频专
访时，更是将宋河 2015 年回归自然的品
牌传播方式作为重点，向大家展示了宋
河品牌传播的“扎实”和“接地气儿”。
产品和品牌知名度是企业发展的重要
环节，宋河的品牌推广方式向来着重产
品和品牌本身与消费者的直接对话，
2015 年更是将这种推广方式做到了极
致，将品牌宣传策略集中在与消费者

“亲密接触”，回归产品和企业品牌的本
身上。

2015 年伊始，宋河便举办了“一粒
粮食的悟道之旅”活动，邀请省内外 50
多家媒体参与，通过让消费者体验一粒
不同品相的粮食分别演化为不同品质
酒的亲身酿造过程的方式，让大家能够
从酒产品的本身了解到宋河企业、了解
宋河的企业文化、了解宋河生产的自然
香的酒。

之后，宋河又通过数字宋河的宣
传，让消费者直接了解宋河的实力，父
亲节时又用一部父子题材的微电影，瞬
间拉近宋河产品和消费者的距离，接下
来又有豫哈丝路行、中秋节老君山千人
团圆宴、有关理性饮酒的路演传播等，
都让消费者从不同角度感受宋河、了解
宋河。

此外，宋河老子国学教育基金会一
直在做的公益活动，也在持续不断地向
寒门学子做捐助，以创造社会效益和人
文关怀的方式走近消费者心中，迄今为
止，宋河已通过“传递爱，让梦想飞”活
动捐出 1000 余万元，累计资助 1023 名
河南籍寒门学子圆了大学梦，5 年来共
投入近 5000 万元资助河南教育事业，使
上万名贫困中小学生、大学生受益。

正是在宋河扎实的基本功下，即使
在行业深度转型期，宋河的高端产品国
字宋河保持增长态势，2015 年前三季度
较 之 去 年 增 长 率 达 13% ，秘 藏 、金 奖
1988 等中端产品更是创造了 26%的高
增长率。对此，王祎杨说，宋河之所以
要将传统的“声势”宣传转到“扎实”品
牌和市场上，是因为所有的市场都是以
人为本，只有让消费者感受到一个企业
的人文关怀和企业文化，消费者才会更
加认识、认可和接受这个企业的产品。

有些品类可以长久地活在消费者
的视线里，有的品类却如流星划空。老
子的言论，不仅铸就了宋河企业的“大
道”，而且还演化出了宋河粮液“自然
香”的文化品类，支撑了独特的宋河酒
魂，《道德经》推之于万物可用的理论，
对宋河的发展也起到了推动作用，对酒
文化的完善更是产生了深远影响。

神州浩土，源远流长，宋河粮液对
自然香的塑造和传播，势必在历史的长
河中，壮大着文化豫酒、哲学豫酒的浩
然声势，在诉说着美丽酒文化的同时，
开辟出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

（高丽艳）

秋糖会上捧大奖 全国都识自然香

宋河粮液获白酒香型品类领军品牌奖

10月 27日上午，在南京涵月楼酒店
王祎杨总裁受到以省酒协秘书长蒋辉先
生为首的 30 多家媒体的集体约访，由于
刚刚斩获了“中国白酒香型品类领军品
牌”这一至高荣誉，宋河粮液自然香自然
又成了大家相谈的一个重要内容。

曾经有一段时间，白酒界有一个关
于酿酒技术的研讨，有观点认为，调酒
就是调哲学，而在老子故里鹿邑，有着
一位中国最伟大的原创哲学家，宋河粮
液自然香的诞生，正是宋河的酿造和酒
体设计与老子的原创哲学思想进行结
合的伟大成果，这足以使宋河从白酒行

业拘泥于口感定位的窠臼中跳出来，成
为中国白酒的先锋和表率。

所以，大家一致认为，中原文化兼
收并蓄，源远流长，老子文化是中国文
化乃至世界文化的杰出代表，宋河粮液
产于老子故里，因为老子，宋河粮液得
天独厚的品牌注脚里，注定与众不同又
内涵丰满，足以让宋河在成为全国知名
品牌的道路上，一直占据文化制高点。
宋河粮液自然香“中国白酒香型品类领
军品牌”荣誉的获得，正是对宋河专注
工艺和消费者体验的最好回报！

访谈的最后，蒋辉秘书长总结道，可

以说，最能代表豫派风格的酒类香型，就
是自然香，而河南，就应该是自然香的地
方！如今宋河拥有原酒发酵池 10000 余
条，原酒生产班组 150 多个，占省内同行
的 60%，年产原酒 3 万吨，存储能力已达
16万吨，除此之外，宋河还拥有河南唯一
的中国首席白酒品酒师李绍亮先生，这
也是河南其他酒企不具备的珍贵实力，
拥有国家级白酒评委 7 名，省市级酿酒
技师 100 多名，年销售收入连续 13 年稳
居河南第一……雄厚的基础实力和领先
的技术实力，足以让宋河带领豫酒，为中
国白酒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有关“中国白酒香型品类领军品
牌”的评选，主要以微信民意投票为主，
投票期为一周，宋河粮液自然香得到全
国消费者的普遍认可和喜爱，共收到消
费者投票 13379 票，全国排名第四，成为
名副其实的香型品类领军品牌。“香型
品类琅琊榜”对宋河粮液自然香给出的
颁奖词是：宋河酿酒每个环节都蕴含着
道法自然的哲学，各个环节的工艺，均
为敞开式，和自然环境相融合，源于自
然、发于自然，更符合全球食品业“无添
加”最新潮流，可谓老子思想最时尚的
表达和应用！

在老子《道德经》中有一段话，“人
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简短
的 13 个字，表达了老子对人与自然关系
的终极探求，也深刻地影响着这片土地
上的人与物。作为文化和精神的载体，
除了提供物质层面的感官刺激外，白酒
更多是在扮演着一种精神层面的介质，
产自老子故里的宋河粮液，由于老子思
想的影响，在扮演这种角色时，比其他
酒更多了许多浓重的历史传承和情感

共鸣，其中，最主要的传承，则是如今宋
河粮液所呈现出的“自然香”。

宋河是中国白酒行业厚重文化品
牌价值的代表，宋河酿酒极讲究人与自
然的和谐生成。“老子故里酒，道法自然

香”暗合圣哲义理，顺乎自然之道，虽说
“道法自然”是一种哲学层面的玄妙之
学，但对宋河酒而言，“道法自然”却是
酿酒的本真义理。透过专业大家和普
世文人对宋河粮液酒品的评价，“道法

自然”，正是宋河在酿造过程中所追求
的一种境界，于宋河，“自然香”则更是
一个几乎天然的绝配。

从一粒粮食到出酒大概要经历原
粮粉碎、蒸粮、摊晾、下曲、入窖发酵、出
窖、蒸馏、量质摘酒、储藏九道工艺过
程，宋河酒生产的每个环节都蕴含着

“道法自然”的哲学，比如制曲，培养过
程中全靠自然界的微生物自然发酵。
自然香是粮食在发酵过程中自然生成
的一种香型，自然香的提炼，不仅是受
老子思想的天然濡染，也是宋河人的主
动追求。老子思想和智慧是宋河文化
诉求所独享的资源，“自然香”就是对这
种资源的顺势利用。

几十年来，宋河的酿制团队根据
“天、地、人”三者的和谐共生，结合消费
者的口感变化，持续不断地推出一代又
一代的新产品。这些产品在创造消费
价值的同时也传递了白酒的生命，也正
是这种以人为本的醇厚独特口感和无
可挑剔的质量，宋河粮液着实赢得了消
费者的青睐和好评。

10 月 26 日，一场名为“发现品类的价值——中国酒业品类发展论坛暨品类冠军颁奖盛典”在南京世茂滨江希尔顿大酒店开幕。在如今“品类
为王”的时代，此颁奖典礼无异于中国酒业的“琅琊榜”，而榜上有名的产品，势必会像电视剧中“麒麟才子梅长苏”一样，成为全国经销商争相疯抢
的“香饽饽”。宋河粮液自然香在“中国白酒香型品类领军品牌”榜上排名第四，一时惊艳全国。

宋河自然香已得到全国消费者的普遍认可

河南，就应该是自然香的地方

品牌传播上更应回归自然

宋河总裁王祎杨接受媒体采访

河南省酒业协会秘书长蒋辉与宋河总裁王祎杨畅谈“自然香”

荣誉证书喜捧大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