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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胖子"能扛事儿
张洪根是谁#

对于非建材界的人们来说 $这

个名字也许有些陌生% 但即使是非

专业人士$即使你没有装修过房子$

胖子腻子这个品牌$ 你或许也多少

听说过%

而张洪根$就是一手创造了胖子

腻子$ 又用
$

年时间把它锻造成中国

腻子第一专业品牌的幕后推手%

张洪根胖胖的$笑起来特别有感染力% 说

起自己的胖$他这样调侃&! 心宽体胖$抗打击

能力更强% "

事实正是如此%

对胖子张洪根来说$创业的
$

年$就是一个

不断挺过打压$抗击磨难的过程%

他和腻子的结缘在
%""&

年%这个做了
'

年建

材销售的小伙子$是在偶然间发现了腻子的商

机%! 那时候没有专业的腻子厂家$都是工人在

装修时现场勾兑$不光麻烦$质量稳定性也很

差% "张洪根虽然只有初中文化$可多年的销售

让他明白$ 市场的细分可以诞生无数的商机%

他想$腻子是最基础的装修辅料$如果自己专

业做腻子$肯定不愁销路%

在咨询了这方面的专家之后$他拿着借来

的一万元$在郑州南郊的十八里河$开了家没

有名号的腻子厂%!

(

小间房子$一套机器$一个

工人$我们就开工了% "

一遍遍地试验$ 无数次的弯路$

(

个月后$

第一批产品终于出来了% 唯一的营销人员张洪

根拿去推销$却四处碰壁%! 那时候就是跑到工

地上$拿几袋让人家免费试用% 有的工人感兴

趣就拿去试验了$有的就没那么好说话了% "

张洪根记得有一次$他在一个工地放了两

袋腻子$去了几次$腻子还堆在那里原封没动%

张洪根催了几句$ 正在干活的工人忽然恼了$

掂起腻子从
%

楼的窗户一下子扔了出去$! 天天

催$天天催$我欠你啊# 把你的垃圾拿走' "

袋子在楼下摔烂了% 张洪根蹲在地上$看

着满地的腻子$! 心都被摔疼了% "

那天晚上$张洪根难受得睡不着% 他左思

右想$是项目本身不行$还是自己的质量不过

关# 大半夜的分析之后$他得出结论$项目是对

的$只是自己还得加强质量和宣传%! 如果东西

好$人们迟早会接受% "

抗打击能力超强的张洪根又出现在各个

工地上$! 我知道咱是在求别人办事$去工地的

时候经常给工人送包烟$买瓶水$尽量不引起

别人的反感$把试用的意见反馈给我% "

就在这一边试用一边调整产品的过程里$

这个心宽体胖$整天乐呵呵的胖子推销的腻子

慢慢受到业界人的青睐%

%))*

年夏天$张洪根

接下文博花园两幢楼的腻子工程$! 这一下子

把我给救活了% "

0123456789

推销腻子的过程中$ 为了尽快扩大知名

度$张洪根曾在公交车上做过一个广告%! 就是

腻子两个字$加一个联系电话%我们接到很多有

趣的电话$大多数是女士打来的%其中有位女士

是这么问的&请问你们的产品是涂脸的吗# "

当年的事现在说来$已经成了笑谈% 但当

时的张洪根$面临的就是这么一个蒙昧的市场%

! 没有先例$没有经验$一切都必须自己去闯% "

那已经是
*))(

年$许多正规的装修公司已

在郑州异军突起%张洪根意识到$自己要做大$

要走的更远$就必须跟这些正规军合作%

他注册了自己的! 胖子"商标% 改进了包装$

印刷了相关的宣传资料$把公司搬到了康居家装

大厦$开始走进正规的家装公司推销自己%

环保(方便(质量稳定的胖子腻子迅速在

建材市场走红$家装公司纷拥而至% 也就在这

时候$张洪根碰到了人生里的第二个坎儿%

*))+

年的一天$ 张洪根的工厂出了件怪

事%! 原本生产出来半年都可以不变质的腻子

像出了邪$不到半天就坏掉了% "

张洪根一下子被打蒙了%! 刚开始我们以

为是个别现象$接到电话马上免费调换% 但后

来电话越来越多$具体原因又找不到$急得我

焦头烂额% "那几天张洪根最怕听到的是电话

铃响$! 跟条件反射一样$人都快神经了% "

张洪根请来上海的化工专家亲自把脉$最

后才知道$是其中的一种原材料出了问题% 他

把退回来的货全部埋在厂子后面挖土的一个

大坑里%! 当时也有工人建议$把坏掉的腻子回

炉勾兑$卖给路边的装修游击队% 可我想了又

想$最后还是全埋了%因为我知道$如果我的胖

子腻子再出任何一点纰漏$这个牌子就彻底砸

了$再别想起来了% "

张洪根又出现在装修公司和各个工地$开始

了二次推销%! 我跟客户解释了事情的前因后果$

让人家免费试用$并决定凡是用胖子腻子超过两

个工地的$我们免费再送相应数量的腻子% "

胖子腻子很快走出了这场危机%

*)),

年$

因业务量扩大$厂房需要扩建% 挖到后面的地基

时$那些埋掉的腻子赫然在目% 张洪根看着那些

腻子跟周围的工人们开玩笑$! 别人填坑用的是

土$我用的可是十几万的血汗钱哪' "

:;45<=>?

张洪根知道$ 在竞争越来越激烈的现在$

只有产品系列化(专业化$才可以在市场上占

到越来越多的份额%

从
%)),

年的那次! 腻子危机"开始$张洪根

加大了技术的投入% 他聘请了上海(北京和河

南本地的化工(粘接剂专家$成立专门的顾问

团$为自己研究新产品% 胖子腻子的外墙弹性

腻子(高弹补缝$还有最新推出的! 壁须底"$都

填补了市场的空白%

从
%)),

年胖子腻子被评为全国建材类

!

---.

"企业开始$到
%))/

年在中国中轻产品

保障中心审核产品质量中被评为! 中国著名品

牌"%

(

年的时间$胖子腻子的速度不是在奔跑$

而是可以用飞翔去形容%

%))/

年
0

月$张洪根的

工厂再次扩迁$在占地
%)

多亩$全为电子程控

操作的工业园里$ 每天都有
%))

多吨的腻子运

往各大建材市场% 低调的张洪根$就这样不吭

不哈地创造了腻子界的一个神话%

现在的胖子腻子$在河南市场占有率已经

达到
/,1

$分厂已开到了湖北$福建和四川等

地% 但在张洪根心里$他知道自己将要面临的

还有太多% 因为他最终想成为的$不仅仅是一

个成功的商人$还是中国专业化腻子第一厂家

的掌门人%

他一直记得开始创业的
%))2

年$自己最敬

佩的任正非写下的) 华为的冬天* % 他记得那里

面有这样几句话&现在是春天吧$但冬天已经

不远了% 我们要在春天和夏天念着冬天的问

题% 不经过磨难$没有适应磨难的心理准备和

技能准备$这是我们最大的弱点%

张洪根一遍遍掂量着这些话$深以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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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摔疼了$挺着 产品不合格$全埋
张洪根$年锻造中国腻子第一专业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