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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的风潮! 是个循环! 只是时间长短的问
题"

往远了说!记得曾经在央视# 探索与发现$中
看到介绍敦煌壁画!有幅仕女图!垂下的柳条上!

挂着一个包包!长长的肩带!大小和款式就是今世
$%&$%&

锁包的穿越%

往近了说!今年我老姐拿出几年前有垫肩的西
装!去收紧了腰身!收窄了袖口!就是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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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耸肩外套" 现在她更加坚固了购衣的力度!理由是!

就算明年过时了!过几年流行回来还能穿"

持有这个观点的还有一位傻姑娘" 男人对她
说&我不敢确定这段感情的价值!先冷一段!一切
交给时间吧%如果是真的!时间沉淀后我们还会像
当初一样%

姑娘对爱情的态度和我姐对潮流的态度一
样!她信的就是经典能够' 春去春又回(%

我总觉得不大靠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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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波尔卡
圆点系列!盛行在上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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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今年借着波普风
潮回归!身价翻了几番!叫价

1002300

欧元%这是好
的例子%但我看到更多的是潮流的滚滚洪流中!无
数当初让人珍视让人爱恋的元素成了明日黄花%

就如!不争的事实是!很多华贵的面料!如今在窗
帘大世界里只能改做别的用途!今天再穿!已经严
重不合时宜%

而所谓的经典回归!必定要加入新面目!否则!

你不能指望几年前的吊裆裤直接披挂上身就有今年
哈伦裤的风格% 时尚就是如此!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尽管是旧瓶装新酒!也要) 新(字打头才是真
谛"

看许秦豪的电影!你更会怀疑这些" 就像* 春
逝$和* 八月照相馆$ !就算当初再完美!爱得痛彻
心扉+可不管是感情还是生命!都很难原样保存下
来!它们最终都会随着时间流逝"

无数情感先烈的例子告诉我们!时间不一定能
证明爱情!时间能治愈情伤倒是真的!只要你熬住
了!没有崩溃没有自我了断!时间会静静流逝!带走
一切你曾经感受深刻的往事!包括喜悦也包括伤痛"

而对这一切钝感的产生!只是历时长短而已"

而多年之后!如果有幸!即使你重逢了在脑子
里千回百转的一段旧恋情!很可能的际遇就像你放
在柜子里的经典时装一样!重复不断地穿!带来的只
有越来越多的厌倦感"

时尚和爱情既要似曾相识的亲切! 也需要新
鲜感的支撑"但很多痴情的姑娘都不这么认为"所
以!不知道她们当年比照* 蒂凡尼早餐$购买的小
黑裙现在还穿得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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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曲美馨园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 张惠

, 我不断要求自己多点耐受力(

用自己的话说!张惠是一个, 嘎嘣脆(的人!最不喜欢别人绕弯子% 为了一个目的要把一件事绕
来绕去还说不出口!这个时候!她往往会先憋不住!直接点出, 题眼(%她很直接!说得再多!她也会直
奔主题&, 这件事情!你到底行不行- (

不过!现在她也开始意识到!有时候还是要改变下!, 有些处理!需要艺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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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

曲美家具与淘宝网联手打造, 曲艺团(活动!

如果你有购买家具的需求! 可以登录淘宝网曲美
家具旗舰店注册预订! 活动结束时就能获得超值
优惠的曲美家具%

团购活动往往人数越多折扣越多!, 曲亿团(

也是这个道理%

本次活动在网上邀请所有需求家具的人前
来报名购买曲美超经典家具系列...北欧阳光+

更令人欣喜的是! 所有团购者皆可享受
//

折超值
优惠+

活动日期为
4

月
50

日
23

月
63

日!曲美强力推荐
迷人的, 北欧阳光(系列+

, 北欧系列(是曲美家具的代表系列之一!无
论从整体还是细节! 都能感受到曲美首席设计大
师汉斯的心血+

说起汉斯!这位拿过家具设计最高奖项的丹
麦设计大师!在, 北欧阳光(设计中大量地运用了
弯曲木工艺/嵌板工艺!其中弯曲木增强了产品的
艺术观赏性和价值感! 而嵌板工艺避免了实木家
具经常出现的变形/开裂现象"

比如!那款最经典椅子!

78

度弯折/无接缝处
理的外观效果!人人称赞!畅销国内十余年" 让您
在享受简单宽容生活的同时更能体会大自然的亲
近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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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美家具
牵手淘宝网共组, 曲亿团(

我的求职经历被一名同事
戏称为* 奋斗$的现实版"

9004

年
:

月!我在人才市场看到招聘
信息! 进入曲美家具当了一名
导购"半年后!在红星美凯龙的
曲美家具店开始筹备! 我被提
升为红星店的店长"

9007

年!我
做了曲美家具在郑州的总经
理"如今!曲美在郑州已经有了
;

个店!发展势头非常好!今年
计划还要再开新店" 职场的发
展! 更多地取决于你的积累和
发挥!背景并不起决定作用"

这个岗位为什么会选中
我- 这个问题我也没仔细想过"

前一段!领导告诉我!是因为责
任心/激情和号召力" 他说!让
下面员工听话的领导有两种类
型!一种是靠权力往下施压!让
员工见了就畏惧就害怕! 不敢
在他面前说话" 还有一种是靠
个人魅力!具有很强的凝聚力!

能够调动团队的激情! 让员工
心甘情愿跟着你走" 他说!正是
看中我这些才把这么重要的位
置交给我"

年轻人做事一定要有承受
能力" 现在很多企业人员流动
很大" 很多员工工作中稍微遇
到一些委屈或者不顺心的地
方!就辞职走人"其实更多的时
候!需要有些耐受力"遇到一点
阻力就选择离开! 也许三五年
以后! 你会发现自己没有任何
积累!比起同时起步的人!已经
相差很远了"一年前!我也被领
导当众骂哭过! 但是! 流过泪
后! 我还是照常跟同事唱歌吃
饭!照常做自己的工作"

学会分辨事情的来由!多
点承受力! 是我这两年多来学
到的"

我挺喜欢管闲事的" 好开玩笑!好张罗" 别人有啥
事!我不认为这事跟自己无关!喜欢多问一句!怎么了!

要帮忙吗-永远不要只盯着自己眼前的事情!一个人能
走多远!不仅仅看眼前一点事情" 如果你是员工!你要
能够干主管的活!如果你是主管!你要能干经理的活!

如果你是经理你要能干老板的活"也许有天!当你成为
老板!你会发现顺理成章!水到渠成"领导是吃亏的!不
是享福的" 职场上始终要记得!不管做到什么位置!有
的只是责任和义务" 承担了这些!才能有别的"

一年多的历练!有了很大的提升"从一名救火队员
转变成了开始思索事情的源头"

以前!员工有一点点小事情都会来找我&张惠姐!

我这里有什么问题!我该怎么办- 我到处灭火" 时间久
了!感觉很疲惫!员工也养成了懒惰心理!遇到事情自
己懒得想办法" 现在慢慢地对事情学会思考! 有思路
了"哪些事情我必须要亲自做!哪些事情让主管店长去
做!分工下去"现在中层领导和基层员工都有了很大进
步和成长!我也相对轻松很多"

所有的行业都一样!只是产品不
同" 工作经验不仅仅是智商问题!还
有情商"在来曲美之前!我自己做过

1

年的图书销售" 这
1

年的销售经历让
我学会了待人接物!养成良好的工作
习惯"这跟刚毕业踏入社会还是有不
同的" 有了社会历练还是不一样!所
以!做事情要学会厚积薄发!不要急
于求成"

我不太关注别人对我的评价!但
是我会不断改进自己" 就比如!身边
很多人让我买件好点的衣服!注意有
个总经理的样子"我觉得不要太在意
这些" 包装固然重要!但我更关注实
用的东西" 踏踏实实把事情做好了!

自然会赢得别人的尊重!而不是靠一
些包装获得"

销售一定要有狼性"去年有一段
时间我们其中一个店面员工氛围非
常好!大家相处得也很愉快!但销售
就是上不去!后来发现每次有顾客进
店后!大家都互相谦让!让别的同事
去接待!结果顾客在店里已经转了半
圈了!这面还没有导购去接待" 这绝
对不行!我宁肯大家为争先接待顾客
表现得, 狠一点("这种和谐局面是作
为销售企业最不希望看到的"

我属于, 激情派(吧!我特别喜欢
大家在一起工作的状态!前年曲美开
紫荆山路上的旗舰店! 筹备期间!每
天和同事白天正常在我们其他店面
营业!晚上下班后随便对付着吃点东
西!继续去紫荆山新店加班!一个月
的时间基本是连轴转! 生活很艰苦!

但看着一个钢筋水泥的框架在我们
的手里一天一个样!最后出落成让人
叹为观止的一个城市坐标性建筑!内
心感觉很充实也很有成就感"我喜欢
那种状态" 我也喜欢曲美的企业氛
围!喜欢每天上班时!看到每个人精
神饱满朝气蓬勃!喜欢大家热情洋溢
叫我, 张惠姐好("

前几天! 我在空间里写了篇文
章!, 我的曲美我的家(! 这是我真实
的想法"

商界新锐 微博语录

穿衣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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