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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二月二”

失败的意义
THE SIGNIFICANCE
OF FAILURE

月二了，你不要忘了那天去理发店修理一下
自上班后，我已经很久没给母亲打电话

Failure doesn t mean you are a failure,
It does mean you haven t succeeded yet.
Failure doesn t mean you have accomplished
nothing,
It does mean you have learned something.
Failure doesn t mean you have been a fool,
It does mean you had a lot of faith.
Failure doesn t mean you ve been disgraced,
It does mean you were willing to try.
Failure doesn t mean you don t have it,
It does mean you have to do something in a
different way.
Failure doesn t mean you are inferior,
It does mean you are not perfect.
Failure doesn t mean you ve wasted your life,
It does mean you have a reason to start
afresh.
Failure doesn t mean you should give up,
It does mean you must try harder.
Failure doesn t mean you ll never make it,
It does mean it will take a little longer.
Failure doesn t mean God has abandoned you,
It does mean God has a better idea.
客服中心 Can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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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传的说法是“二月二剃龙头，一年都有精
神头。”所以，二月二这天，从早到晚，理

认真踏实的工作，逐步铸成自己独立的、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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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的人格。这样的事例，从古至今，从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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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店爆满，理发师傅忙得连吃饭的工夫都没

到西方，不胜枚举。只要翻开伟人们的传

有，没办法，谁不想讨个顺风顺水的好彩头

记，随处可见。

了。眼看正月即将过去，我赶紧给母亲打了

呢。

一个电话，得知她诸事皆顺，我很欣慰，不

至于吃饺子一说，大人们的解释有些牵强，

料母亲就开始在电话里唠叨上了。不过，这

说饺子在这天不叫饺子了，叫“龙耳”。犹

唠叨着实温暖，犹如春风拂面。

如我们赖床时，母亲揪着耳朵叫醒我们。所

菜鸡蛋馅的“龙耳”，清香扑鼻，带着春天的气

以，我们吃“龙耳”是为了唤醒龙王，然后

息；尝一口绵软可口好生活尽在其中。

二月二俗称龙头节，又称青龙节。传说
中龙能行云布雨、消灾降福，是祥瑞的象

祈祷它保佑我们这年都顺顺溜溜。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也即将迈入中年人的行

征，所以我国民间流传着许多与龙相关的民

为了能早点讨个好彩头，又不耽误上

列，可是，母亲依然那么“固执”。要不，她怎么

俗活动。二月二，我们老家有理头发和吃饺

学，二月二这天，往往天还没大亮，母亲就

会年年都提醒我二月二别忘了讨彩头、吃“龙耳”

子的这两个习惯。
从我记事起，每年的二月二母亲都会不

会揪着耳朵叫醒我。有好几次，我去的时

呢？其实，我知道，只有我剃了龙头、吃了“龙

候，理发店还没开门。母亲见我理完头发回

耳”，母亲才会为我安心。想到此，我赶紧对着电

厌其烦地给我们讲一遍关于理发和吃饺子的

来了，就赶紧把头天晚上包的“龙耳”倒入

话说，妈，周末我开车回老家接您二老。二月二，

缘由。“二月二理了发，大病小病不找咱的

已沸腾的开水锅里。不一会，一个个白白胖

我们就一起过吧。

娃。”这是母亲常说的一句话；老家人口头

胖、热气腾腾的“龙耳”就浮出水面了。野

《甩手功》
甩掉癌症和
百病

两臂同方向前后摇甩，向后用点气力，向

3.血液病，淋巴病，一般脉慢弱，有的按

前不用力，由随力自行摆回，两臂伸直不宜

之不动，有的左右不一样，两边脉的矛盾，血流

弯，眼睛向前看，心中不怀邪念，只默默数

也有矛盾。

二千多次，约半点钟。

去头重脚轻病，精力充沛体轻松。
2.甩手治病的原因，胜似推拿与金针，气
血不通起百病，气和心平病难侵。

贝鲁特展览馆幕墙呈现出的波纹反光，生动的将临海地带的自然生态环境融入到建筑形态和空间塑造当中，实现了建筑“不
断变幻”的设计本原，升华了建筑的文化灵魂。
The effect of Beirut Exhibition Center's facade looks like water wave and it brings the nat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the coastal area into architectural form and space shaping. It realizes the original concept of everchanging construction and soul of the architecture.
建筑师(Architect)：L.E.F.T建筑事务所 / L.E.F.T Architects

八、甩手之后能改变，为什么？
脉太快的病是血不能控制气，气就损失，
是血分的不足。甩手能够补血，就有控制气的作
用。何处来补，从按摩肠胃等处增加运动，对于

六、反应问题
针灸推拿有反应，甩后更有反应。反应就

吸收营养上去补。脉跳太慢的，是血流转有阻碍

是血在起变化，反应规律是胸腹松了，脚生热

腹，阻碍打通了，淤血赶走了，当然脚也正常

和血量不足，甩手后四肢在运动，牵动背、胸、

来参加锻炼的人越来越多，很多不治之症都一

了，四肢末梢原来血液不足地方走到了，三焦

了。脉的变化是经络的改变，怎样改变？脉从脚

甩而愈，效果惊人，而又不甚相信。甩手学会

打通了，打呃、放屁、酸麻、冷热、虫爬蠕动

跟起，甩手重心在脉，脚用劲，如老树生根和打

易，效果快，所以慢性病大多可以治愈，不论

等等。病区反应是正常的，有益的，只要不断

柱一样打下去，使脚里的气血起了按摩作用。因

什么病，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关键在于勤习。

勤习坚持有恒，对改善体质，是毫无问题的。

此通达全身，肌肉、皮肤、骨节，通通都不难改

二、甩手的作用
甩手原名《达摩易筋经》，有十二卷，名

七、甩手与脉的变化
按脉是中医一大发明，古代医学家对脉理

气很响，很多书提到它，但早已失传，现在发

作了很精细的工作，有辉煌成就，从脉的变化

掘出来，是中医最可贵的民族文化遗产之一，

可以了解五脏六腑的变化，体质的强弱。甩手

可惜暂不易为很多人所了解。

之所以能治病，关键在于能改造体质，既然能

摇动。这样可以改变体质上盛下虚的状态，使

贝鲁特展览馆入选了Lakov Chernikhov国际奖前十佳，被建筑实录杂志评选为2010年先锋设计。几乎同时期，又获得了
Core77Design Award 2011视觉设计奖亚军。
In 2010, Beirut Exhibition Center was chosen as the top ten of international award Lakov Chernikhov and
awarded as pioneer design of 2010 by Architecture Record Magazine. 2011, it won the visual design award runner-up
in Core 77 Design Award.

4.半 身 不 遂 ， 中 风 的 人 往 往 脉 两 边 不 一
通，一面压力增加。

建筑分类(Building Category)：文化建筑 / Cultural Architecture
建筑环境(Building environment)：临海 / seafront
幕墙覆盖产品(Curtain wall covered products)：WILLSTRONG®镜面铝复合板（板厚

动史上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不仅为中国妇女争得了第一次庆
祝自己节日的权利，而且体现了革命妇女力量的大联合，成为首
次国共合作时期，国共两党结成妇女统一战线的标志，为中国妇
女运动史上开了一个新纪元。
国际妇女节是妇女创造历史的见证，妇女为争取与男性平等
所走的斗争道路十分漫长。古希腊的莉西斯特拉塔就领导了妇女
斗争来阻止战争；法国革命时期，巴黎妇女高呼“自由，平等，
友爱”，走上凡尔赛的街头争取选举权。
3.8国际妇女节是全世界妇女的节日。这个日子是联合国承认
的，同时也被很多国家确定为法定假日。来自五湖四海的妇女
们，尽管被不同的国界、种族、语言、文化、经济和政治所区

“十三五”将建74个机场

2017

定虚实程度和用劲比例。

15.-19 .APRIL
10.2 A17-18
B07-08

上面三分，下面七分，手里三分，脚里七

未来去这些城市可以

分，出手三分是虚，回手（下来）七分是实。

行政中心 Jerr y

改造体质，当然也从脉理反映出来……

“飞”过去了

1.心脏病、高血压，一般脉浮高，太快，
血压提高，跳得越快。因此，心脏病与高血压
是密切联系的，正常的脉是60至80匀。长有力

下部坚固，上身轻松，疾病自去
四、甩手疗法实践
甩手疗法是从香港传来的。此方法很好。

而深。心脏病、年老体弱的脉低是60而微弱，
低血压脉散弱。

WILLSTRONG®将于2017年4月15日-19日在广州琶洲展

对心脏病也有很好疗效，不妨一试，但贵在坚

2.神经病，精神分裂症，肾脏病，一般脉

持。它有充分的理论根据。甩手时，要身体站

快而滑、浮，中医叫心肾不交，心跳能慢，病

直，脚趾用力抓住地下，两脚距离等于肩宽，

也能治。

览中心参加第121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
WILLSTRONG®品牌展位位于：
10.2 A17-18；B07-08

分，但在这一天能够同时庆祝属于自己的节日。让人们再回首那

创新和应用技术的国际化研发，通过切实的行销活动和广泛交

九十年前的为得到平等、公正、和平以及发展所做出的斗争。

流，WILLSTRONG®品牌及产品已赢得了国际市场的广泛认可

国际劳动妇女节是全世界劳动妇女团结战斗的光辉节日。在

广州各界妇女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活动，在中国妇女运

产品经理 Hunter

(thickness 4mm, seamless dry hanging construction process)

变。“上三下七”，上虚下实，而更加明确地规

建筑赏析

这一天，世界各大洲的妇女，不分国籍、种族、语言、文化、经

日，至2017年已有93个年头；

WILLSTRONG ®镜面铝复合板的成功应用，很好地展现了铝复合板卓越的质轻、结构安全、成型多样、表面处理独特等性
能，同时使镜面铝复合板物得其用的技术也鼓舞着建筑师、设计师、工程师和业主在未来的设计和建筑中更好地运用可持续和环
保的建筑理念。
The aesthetics of the facade, achieved by WILLSTRONG® Mirror Aluminum Composite Panel, in return,
demonstrate the excellent lightness, structural safety, versatility and unique surface of Aluminum Composite Panel.
And it has been encouraging architects, designers, engineers and owners to keep applying the sustainable and
environment friendly architectural ideas into their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in the coming future.

4mm，无缝干挂施工工艺） / WILLSTRONG® mirror aluminum composite board

WILLSTRONG®自1995年创立以来，一直坚持产品的自主

已经走过了一百年的历史；从1924年中国人第一次庆祝这一节

贝鲁特展览馆坐落在贝鲁特的临海地带，是黎巴嫩第一座位于滨水发展地带的充满现代气息的文化建筑，由L.E.E.T建筑事
务所设计。设计完美地回应了所在场地的“不断变幻”，为城市天际线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高水平的文化建筑定位和“不
断变幻”的幕墙设计赢得了专业设计师和慕名而来的公众的喜爱和追捧。
Located in the coastal area of Beirut, the Beirut Exhibition Center which designed by L.E.E.T Architects is classic
modern cultural building situated in the waterfront area of Lebanon. The design perfectly responds to the“everchanging” venue, and brings the picture of the city skyline a new gorgeous image. Its high-level architecture culture
and ever-changing design of curtain wall have won admiration of professional designers and publics.
贝鲁特展览馆的建成和投入使用，带动了更多国际性项目前来贝鲁特投资和建设，建立了众多发展国际文化机构的合作伙
伴。亲临展览馆内，体验一场与文明对话的思想之旅，已成为当地一独特的旅游项目。
Coming with the completion and put into use of the Beirut Exhibition Center, more and more international
projects came into Beirut and help Beirut build up cooperation with many international cultural institutions. Visiting
the exhibition center and experiencing the ideological journey of civilization, which has become a unique local tourism
project.

样，有相差每分钟20跳，与关节有关，一边不

五、甩手歌
1.用脚踏实肩下沉，上三下七有恒心，能

三、甩手特点
（上虚下实）动作柔和，精神集中，两手

镶嵌在地中海的一颗明珠

南方都市报

数，开始由二三百起，逐渐做到每次一千多至

一、甩手疗法简介
甩手运动是一项十分有益的健身运动。近

贝鲁特展览馆——

欢迎广大客人朋友莅临参观交流！

“三八”国际妇女节——这个全世界妇女的节日，到21世纪

182 期

“工作造就人格”，就是要通过每一天
“小华，不要嫌弃妈唠叨，眼看就要二
头发，还有吃饺子……”

失败并不代表你是个失败者，
它只表明你尚未成功。
失败并不代表你一无所获，
它只表明你吸取了一次教训。
失败并不代表你很愚蠢，
它只表明你信心百倍。
失败并不代表你无脸见人，
它只表明你百折不回。
失败并不代表你工夫白费，
它只表明你的做事方法尚待改进。
失败并不代表你低人一等。
它只表明你并非完人。
失败并不代表你浪费生命，
它只表明你有理由重新开始。
失败并不代表你应该放弃，
它只表明你要加倍努力。
失败并不代表成功永不属于你，
它只表明你要付出更多的时间。
失败并不代表上帝已经抛弃你，
它只表明上帝还有更好的主意。

总

稻盛和夫《干法》

和尊重。

中国民航局近日发布《中国民用航空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简

在机场建设方面，“十三五”期间全国续建、新建机场数量将达到

称“《规划》”)，描绘了到2020年民航产业发展蓝图，并提出系列目

74个，现代机场体系的完善将给旅客出行带来极大便利。《规划》提出，

标。“十三五”期间全国续建、新建机场项目74个，梳理发现，除北

到2020年之前要完善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六大机场群，

京、成都、阿拉善左旗等地已有机场投入使用外，其他多数城市都还没

新增布局一批运输机场，建成机场超过50个，运输机场总数达260个左

有民用机场。
航班正常率将从67%升至80%
《规划》提出了六个主要目标，其中，对航班正常率的提升最为引
人注目。要求，到2020年航班正常率力争达到80%。
2015年 航 班 实 际 正 常 率 为 67%。为 实 现 航 班 正 常 率 80%的 目
标，《规划》在协同联动、快速处置、天气预报等重点节点提出更高要
求：首先强化资源保障，以提升大型繁忙机场航班正常率为着力点，系

WILLSTRONG®作为“铝的产品”设计与应用领导者，本

统评估机场保障能力，根据实际保障能力增加或调减机场容量；加强气

济和政治的差异，共同关注妇女的人权。近现代以来，联合国的

次将集中展出钛锌复合板、铝蜂窝板、石材蜂窝板、铝复合板和

象预报和航班运行控制能力，不断完善航班大面积延误预警和处置机

四次全球性会议加强了国际妇女运动，随着国际妇女运动的成

彩涂铝五大类铝的产品，结合异形应用、安装系统展示一起全新

制；完善机场现场处置能力，提高航班不正常情况下的旅客服务水平。

长，妇女节取得了全球性的意义。这些进展使国际妇女节成为团

多彩铝复合板幕墙的应用，

亮相广交会，将在五天的参展中为大家营造一个深度交流、生动

结一致、协调努力要求归还妇女权利和妇女参与政治、经济和社

一举突破了国内市场铝复合板幕

体验的沟通氛围。WILLSTRONG®对品牌的敬畏，对创新的包

墙颜色单一的现状，更为灵活地

容，对产品的精工制造，对技术的钻研，诠释了坚守信念、勇无

随着现代化社会的推进，妇女节得到了各大企业的重视，很

体现了铝复合板颜色多样性的特

止境的开拓者精神。

会生活的权利的日子。
多公司都会在“三八妇女节”这一天给女员工提供福利，而未来

点。此大楼幕墙的突破应用，将

之窗也不例外。去年“三八妇女节”公司让每个女同事休息了半

成为我们重新认识铝复合板幕墙

天、每人一盒巧克力、唱KTV，我认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应该就像这

的开始。

样关爱员工，让每一位同事有归属感才能长久地走下去。
在这里，祝女同胞们2017妇女节：身体健康、工作顺利、阖

《航班正常管理规定》正式实施，42家国内航企也据此修订了运输总条
件、机上延误应急预案等执行条款，将延误处置细化到航企层面。
2020年旅客运输量预计达7.2亿人
根据《规划》，到2020年旅客周转量比重将达到28%，运输总周

温馨提示

家幸福！

行政中心 Thel

去年7月，交通部发布《航班正常管理规定》，明确航班实际到港
挡轮挡时间晚于计划时间超过15分钟就属于“航班延误”。今年1月，

①GB/T22412-2016《普通装饰用铝塑复合板》将于
2017年9月1日实施生效
②GB/T17748-2016《建筑幕墙用铝塑复合板》将于
2017年9月1日实施生效
③JG/T373-2012《塑铝贴面板》2012年8月1日实
施生效

转量达到1420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7.2亿人次，货邮运输量850万吨，
年均分别增长10.8%、10.4%和6.2%。

右。同时，积极打造国际枢纽，着力提升北京、上海、广州机场国际枢纽
竞争力，推动与周边机场优势互补、协同发展，建设与京津冀、长三角、
珠三角三大城市群相适应的世界级机场群，明确区域内各级机场分工定
位；逐步提升成都、昆明、深圳、重庆、西安、乌鲁木齐、哈尔滨等机场
的国际枢纽功能。
在《规划》“十三五”时期运输机场建设项目的表格中，北京新机
场等续建机场项目有30个；成都新机场、平凉、湘西、邢台等新建机场项
目44个；广州、浦东、虹桥、深圳、成都等城市的改扩建机场项目达到
139个。
通用航空发展步入加速期 机场将超500个。与此同时，我国通用航
空蓬勃发展，基础设施大幅增加。“十三五”时期，我国通用机场将达到
500个以上，通用航空器达到5000架以上，飞行总量达到200万小时，飞
行员将达到7000人。
近日，民航局还特别印发《通用航空发展“十三五”规划》，这是
我国行业管理部门第一次出台通用航空五年专项规划。
据了解，通用航空是指使用民用航空器从事公共航空运输以外的民
用航空活动，包括从事工业、农业、林业、渔业和建筑业的作业飞行。
《规划》指出，通用机场是通用航空发展的根基，鼓励枢纽运输机场所在
城市建设综合性通用机场；同时，优先支持支线机场增设通用航空设施，

与铁路、公路等交通方式一样，民航早已成为国民出行的重要方式

拓展业务范围。充分考虑我国通用航空发展的结构性失衡等问题，通用航

之一。来自民航局最新数据显示，2017年春节期间，国内航空公司共执

空“十三五”规划提出，力争在公共服务和新消费领域取得突破：首先要

行 航 班 8万 余 班 ， 同 比 增 长 11.9%；运 送 旅 客 984万 人 次 ， 同 比 增 长

大力推广短途运输，满足支线航空难以到达、交通不便的偏远地区交通出

15.1%；提供座位数1283万个，平均客座率83%。

行需求。

民航局监测的全国主要城市始发航班数据显示，春节假期期间，民

其次，在新消费领域，大力推动航空旅游发展，着力推动航空运动

航出港旅客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昆明、成都、重庆等

发展，推动竞赛表演、休闲体验、运动培训等重点领域发展，在条件成熟

城市，每日出港旅客超过5万人次。
春节期间，全国平均航班正常率85.6%，同比提高3.1%。续建、
新建机场74个，直飞三线城市更方便。

的城市或地区初步形成“200公里航空运动飞行圈”；积极推进私人飞
行、航空俱乐部等发展，释放新兴消费潜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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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幕墙方案设计
你知道多少？
目前，国内越来越多的幕墙单位成立了自己独立的幕
墙方案设计部门，幕墙方案设计作为幕墙设计的第一
步，是一个思考与实践的过程，本文重点介绍了幕墙
方案设计师工作重点与技巧。

1、导语
幕墙方案设计广义的划分可以分为：1、外立面造型方案设
计；2、幕墙结构方案设计，无论是哪一种设计形式，均需要在获得
甲方与设计院双方认可的前提下，才能成立，否则便只能作为一种
设想。
因此，试图让对方认同幕墙方案，这是一个非常艰苦的过程，
而如何在方案得以成立的前提下，还必须将因此造成的风险控制或
者转移，也是方案设计师必须掌握的技巧。
2、 幕墙方案设计要点
幕墙方案设计的重点，还是在于“设计”。一个充满灵性的设
计作品，往往是最能打动人的，因此设计人员必须具备相当高的审
美水准。幕墙方案设计师正是担当着这个基于建筑师与幕墙结构师
之间的角色，他们需要根据原有的建施图与结施图，结合开放商对
本项目的期许与定位，融入当地的风土人情、审美习惯，将之以幕
墙的形式表达出预期的外立面造型。

6、 幕墙方案设计技巧
6.1 及时存档
由于方案设计的过程是一个思考的过程，而思想具有反复性，
因此及时将过程方案、联系单等存档。
6.2 书面沟通
在方案创作过程中难免要与设计院、开发商乃至本单位结构设
计团队等沟通协调。
6.3 及时变更
当幕墙设计与土建结构有冲突时，为实现理想的效果，在获得
开发商同意的前提下，可要求设计院进行结构上的调整与复核。
6.4 方案确认
在方案得到三方认可后，应立即要求甲方对其进行签字确认并
加盖公章，以防甲方日后调整方案。
6.5 源文件归类
为了便于后期调整，各软件的源文件需根据日期、版本等进行
归类保存，分类尽量做到一目了然。
7、 小结
作为幕墙工程的一个前期配合部门，幕墙方案设计的作用越来
越显现出来，其灵活的运作模式大大得缩短了幕墙结构设计的周
期，提升了建筑的品味，降低了甲方的成本，减少了设计院的工作
量，随着幕墙行业的发展，更多的幕墙公司成立了独立的幕墙方案
设计部门甚至有的单位已经上升到了幕墙方案设计院的高度，为各
参与方的工作带来便利。

营销中心 Jack
幕墙设计师手工折叠图

3、 幕墙方案设计范围
幕墙方案往往通过以下几个环节设计：
3.1 幕墙形式
常见的幕墙形式有:玻璃幕墙、金属幕墙、陶土板幕墙、石材
幕墙。
3.2 色彩
光一种天热石材，便有数百种色彩与纹案，人工材料如玻璃、
金属板等，所能生产的颜色就更是丰富多彩。
3.3 表面处理
玻璃可加工成彩釉等多种工艺，石材表面可以加工成光面、毛
面，毛面石材又可以划分为斧剁面、荔枝面、水洗面、机刨面等多
种处理手段，金属面板也可以进行拉丝、镜面、穿孔等不同手法。
3.4 造型元素
欧式建筑常见的飞天浮雕、中式建筑常用的吉祥纹案、现代建
筑特有的英朗造型等。
3.5 幕墙结构
幕墙的开启形式、立柱宽度、分隔间距均是影响外立面的重要
因素，双层幕墙的围合感、点式幕墙的通透性、新风系统的隐蔽位
置等。
4、 幕墙方案设计注意事项
在创意的过程中并不是天马行空的，必须遵循以下原则：
①尊重结构的原则、②响应理念的原则、③结合功能的原则、
④符合规范的原则、⑤控制造价的原则、⑥迎合审美的原则

5.3 模型推敲
三维模型的建立更有利于幕墙设计师对建筑整体性的把握，一
些元素的比例也可以通过模型进行对比，最终确认最可能符合业主
方要求的模型。
5.4 小样探讨
模型建完以后，并不要急于去渲染成图，而是只需要渲染几张
各个角度的小样，便可与甲方沟通方案的调整问题，虽然图纸精度
不高，已经初步可以看到方案的思路。
5.5 成图展示
经过意向性资料阶段、草图阶段、小样阶段的三次探讨与修
改，基本上甲方与设计院的意图大致已经可以掌握，方案也逐步完
善，基本上离方案定稿已经不远了。
5.6 方案交底
当方案获得甲方与设计院认可后，便可向本单位的幕墙结构设
计团队进行方案交底，交底的过程中需要把各项资料准备齐全，包
括最终版的效果图、三维模型、各关键部位的造型尺寸、面材汇总
表等，并且做好交底会议的纪要。

5、 幕墙方案设计流程
5.1 资料搜集
一个完整的素材库也能为今后的项目带来更多的便利。
5.2 建立草图
作为设计理念的体现，只需将思考的内容展示即可，尽量节省
前期的设计时间，缩短设计周期。

产品经理的职责到底是什么？

销、售、买、卖

到底什么是

这四个字，

产品经理？

你懂了吗？

我经常会追问产品经理到底是一个什么职位？他们的工
作职责是什么？我们该如何培养产品经理？

“销”的是什么？——自己
亚洲成功学大师陈安之先生说过：“卖产品不如卖自己”，世界汽车
销售冠军乔吉拉德说过：“我卖的不是汽车，我卖的是我---乔吉拉德！”
不难发现，一般的销售人员与他们之间最大的差别在观念上，当然这
一个是建立在业务员本身的自信上的。
因此，你对你自己的产品专业知识的掌握程度如何？你的销售技巧如
何？都是你信心的体现。
假如有与客户面谈的机会，在你还没有开口和客户沟通时，你的形象
就决定了你有没有机会和客户深度接触，成交的机率有多高，假如客户在第
一眼不能接受你，他还会给你介绍产品的机会吗？
因此，在形象方面，要使自己看起来像你销售的产品（符合你产品的
特性），要使自己看起来像这个行业的专家。在业务界常流传一句话：为成
功而穿着，为胜利而打扮！
“售”的是什么？——观念
观---价值观（重要与不重要）
同样的产品在不同人的眼中，他的重要程度是不一样的。沟通的重点

Marty Cagan的著作《Inspired》（中文名《启示录》）中曾如
此描述“产品经理”这个职位：去发现有价值、可用且合理的产品。同
样，我认为产品经理是商务、技术和用户体验三个岗位的交集。一个好
的产品经理必须至少具有其中之一的从业经历，对三种岗位都有热情，
同时还要与三种职业的从业者有很
好的交情。

技术：如果连产品经理都不
知道一个产品该如何构建，那定
义该产品就毫无意义了。这并不
是要求产品经理会写代码，但懂
技术，最重要的是清楚努力方向
对于做出正确的决定是至关重要
的。这一点在敏捷开发中更加重
用户体验：这是最后一项但同样是重要的。产品经理在公司里代
表用户的声音，他必须关注产品的用户体验。这就要求产品经理跳出团
队，以一个用户的身份来测试产品，与用户交谈，从中获得第一手反馈
资料。

以用多久，有多少优惠，他会产生购买欲望；与后者沟通时，在他的眼里
是，产品效果、质量怎么样，钱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没有效果。

然后按照同样的过程重新设计新的
产品。这并不是一个瀑布式的开发
过程——你不是在一步一步的做产品，而是一次性为多款产品、产品的
诸多特性做了准备，在一瞬间把策略转化成了战术。

营销中心 Eric

用过类似的产品，已经在他心中有了自己下的定义（无论是好的或者不好
因此，和客户展示产品时，我们卖给他的是一种观念而不是产品！
客户“买”的是什么？——感觉。
感觉是一种摸不着看不着的东西。在我们的生活中常常看到某些人，
同样的产品只会购买一个牌子，为什么？
是因为基于对这个产品的本身或者是生产这个产品的企业、环境、人
的了解；感觉是一个综合体，因此，为了促使客户对我们的产品有个良好的
感觉，在购买过程中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是业务员应做的义务。

“卖”的是什么？——好处。
客户永远不会买产品（产品的本身，附加价值），买的是产品带给他
的好处，能带来什么利益与好处，避免什么麻烦。
就像购买奔驰车的人一样，他要的是奔驰车带给他身份地位的象征，

“当你不能改变世界的时候，必须要改
变自己，要厘清自己的价值，保有心灵
层次的安宁。”

卡莫·皮格姆和拉蒙·比拉尔塔

1、诚品是书店，但它更是一种气质
诚品是以大著称的
2006 年 1 月 1 日开幕的台北信义旗舰
店 ，上 下 共 八 层 ，是 亚 洲 规 模 最 大 的 书 店
；诚品 20 年的时候，已经开出书店 50 多家
诚品是以先进著称的
诚品的经营理念并不是单纯的营销图

模式不仅仅是卖书给读者，他们的工作需要读
者共同参与，是一种集体创造行为 ；诚品的

3D打印机出平民款

荣获2017年普利兹克建筑奖

经营范畴也从图书销售拓展至画廊、出版、展
演活动、艺文空间和课程、文创商品、诚品行
旅等等 。

创意分分钟就“变现”

评审辞

2017年普利兹克建筑奖。他们的作品充满敬仰与诗意，不仅满足着人们对建

自1988年在家乡创立RCR建筑事务所以来，这三位

筑的传统需求，以期协调自然与空间之美、兼顾功能与工艺，但真正令其脱

3D打印，同样也是科技圈的“老腊肉”，而且，它也一直没有“过

来自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奥洛特镇的建筑师，一直密切

颖而出的是他们创造兼具本土精神与国际特色的建筑和场所的这种能力。在

气”。打开万能的淘宝，搜索“3D打印机”，你会发现，很多家用3D打印
机，还没你每天捧着刷朋友圈的苹果手机贵。

合作。他们的作品表现出对地域及其文化的执著尊重，创

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家乡奥洛特镇，他们创立了自己的设计工作

造出与环境对话的空间。阿兰达、皮格姆和比拉尔塔协调

室并以三人名字的首字母命名，称作RCR建筑事务所。他们抵御着大城市的

虚实材料，探求户外与室内空间的连接，创造出富于情感

诱惑，只求根植本土，保持与故乡的亲密联结。 他们形成的工作模式是一种

与体验的建筑。

真正的默契合作，任一项目无论部分或整体都不能完全归属于一个人。他们
这一创造性的工作理念意味着不断融合每个人的设计智慧，需要持续沟通与
灵感碰撞。

们证明了材料的结合可以为建筑物带来如此令人难以置信

他们所有的作品都具备浓郁的地方特色，以及与地貌景观充分的融合。

的力量感与简洁”。他们的主要作品包括拉利拉广场（里

这种无缝的关联来自对当地历史、自然地形、习俗和文化以及种种区域特征

波尔，赫罗纳，西班牙，2011年）、Les Cols餐厅帐亭

的充分理解，也来自对光线、阴影、色彩和季节细致的观察体验。建筑物的

（奥洛特，赫罗纳，西班牙，2011年）、岩石公园（莱斯

选址、材料的选择和几何造型的使用，总是旨在突出自然环境并将其引入建

普雷塞斯，赫罗纳，西班牙，2004年）、贝尔略克酿酒厂

筑内部。例如，位于西班牙赫罗纳附近的帕拉莫斯镇的贝尔略克酿酒厂

（帕拉莫斯，赫罗纳，西班牙，2007年）、圣安东尼-琼

（2007年），是一座嵌入地下的建筑，既可保证葡萄生长所需的土壤和储藏

诚品是以开放著称的。
诚品，可以开在学校，开在医院，开在

作者们是从学术界和设计实践领域特别挑选的，在推动产品成
功的设计方面有经验、知名度，也有一定的贡献。他们都从各自不
同的角度说明了：设计意味着商机，对企业领导、政府工作人员、
市场调查研究人员、设计管理者和设计师，以及设计类师生都有指
导意义。
本书13篇文章都各自独立成篇，短小精悍，简单易读，图文
并茂，能够在短时间内提供完整、有价值、并容易接受的信息，同
时又保证了整体的信息量，符合现代人的阅读习惯，又容易被读者
所接受。
这些文章大多是鼓舞和
激励性质的，其中的新思想
和新观念让人惊奇、振奋和
激动；其中很多观点一定会
让读者深受启发，从设计的
角度思考问题，实施解决方
案。这对个人、单位、我们
国家和社会都将大有裨益。
这本是原书的意图，也是发
行出版中文译本的目的。

EURAMAX

3D打印，是一种快速成型的先进制造技术，其本质原理，是离散与堆
积。在计算机的辅助下，通过对实体模型进行切片处理，把三维实体的制造
转化为二维层面的堆积和沿成形方向上的不断叠加 ，最终实现三维实体的构
造。

未曾改变过的驾轻就熟的经营方式。
终于轮到苏州了。在苏州工业园区，苏

里，人们却选择了迎难而上呢？抬头仰望时，

打动了吴清友。这个打动是有重量的，是够震

前，台阶已不仅仅是一个登楼的通道，这个高

撼的，因为它也许就会改变诚品20 年以来一

18 米宽 6 米共 72 级的步梯台阶和整栋建筑是

3、 如梦似幻的六年
在建设“诚品生活苏州”的六年中，吴
旻洁说，如梦似幻。简直就是做梦般的，不知
道自己怎么会走到今天。到今天再回头想这一
步一步的过来，都不知道是怎么走过来的。只
要哪一步走错了，甚至踩偏一点点，都有可能
前功尽弃，全盘皆失。
是的，在苏州工业园区，诚品有了自己
的地。诚品做了二十年的实体书店，早已成为

大楼，诚品所到之处，就给那里带去了一个空

功，闻名于世。但是，诚品却没有造过房子，

间，任何的人，进入到这个空间里，吸纳到全

没有做过房地产项目，甚至一直都没有属于自

新的文化形态，这种形态，足以影响他们的生

己的一片土地。

诚品 20 周年那一段时间，吴清友董事长一直
那么，诚品的后二十年，往哪里去？就是从那

上还是下，走梯的人远比乘梯的人要多得多。

我忽然有些明白了，有些开悟了，在我的眼

以贯之的租房开店的经营模式。

4、56000㎡超大大大大诚品书店
五万六千平米的实体店？
全球蔓延的实体书店倒闭、萎缩现象，

相连的，是一个整体。这个整体，是一种气
流，是有着强大吸引力的气流，是一团氛围，
能够将你融纳进去的氛围。站在这里，你就不
知不觉地向它靠拢过去了。台阶的一侧，做成
类似于时间轴的错落有致的书本样式，不仅使
整个步梯大气而独具设计感，也使它更像是一
片书籍的森林，一片文字的海洋。
谁不愿意走进这样的森林去探索，谁不愿
意沿着这样的海岸前行，于是，那么多的人，
舍易而求难，拾级而上了。这是诚品打造出来
的独特的力量。
5. 苏州文化与诚品的相遇
安静的苏州人和安静的诚品相互影响、相
互作用。苏州人讲究细节，这里到处是讲究到
位的细节 ；苏州人喜欢精致，这里到处是令人
赞叹的精致。
在茶文化图书专柜，开辟出专门的讲坛，

一直在继续，诚品却在这样的大气候之下，开

隔三差五由苏州的茶文化爱好者来开办讲座和

出了五万六千平米的实体店。无论怎么说，这

开展讨论。苏州人是喜欢怀旧的，诚品就设有

样的一个逆行大拓展，都是令人十分震惊、令

老照片老相机专卖，这个店，不仅摆有各种老

人生疑的。

式相机，更有一间暗房，可以让怀旧的苏州

笔——Renegade。它拥有强有力的挤压机、螺旋送料装置和融化塑料的加

时起，吴清友给了自己一个全新的愿望，诚品

热系统，能在笔内传送、粉碎和融化废旧塑料。使用者可在50至320摄氏度

要从台湾出发了，要到更大更多的中国人集聚

我怀着如此的疑问，到达了诚品。到达

人，或者其他的游客，自己亲手体验洗照片的

的 区 间 中 自 由 调 节 加 热 温 度 ，还 能 方 便 地 控 制 打 印 速 度 。另

区去。这个愿望，并不是在忽然间产生出来

诚品的第一眼，我看到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

感觉 ；苏州是个老苏州，但苏州也是年轻人的

外，Renegade的PRO版本还内嵌了一个小型液晶屏，用来显示笔内的温

的，好几年前，诚品人的眼光就已经投出去

迎着正北门，有独立分开的两部分楼梯，左侧

苏州，诚品则是兼顾了老苏州和新苏州的多种

了，越过海峡，来到了长三角。在长三角区

是电动扶梯，上下通达，右侧是人行步梯，由

需要，有吸引年轻人的运动型商店，有专属儿

域，经济发展快速、文化积淀深厚、影响力

于这个步梯是从一楼直通三楼的，一眼望上

童的天地，还有在书店的各种位置的许多的公
共座位。

度、材料使用状况以及打印速度。

奥利弗图书馆（巴塞罗那，西班牙，2007年）、苏拉吉博

陈年老酒所需清凉幽暗的酒窖，同时保持了大自然原本的色彩与厚重感。建

3D打印发烧友们将3D打印这门专业的事，变得“性感起来”。不仅

筑大量使用回收再利用的钢材，使建筑物与大自然融为一体，而钢板之间的

“看见什么打什么”，还能实现“打了什么回收什么”。作为释放创作力的

佩利瑟，法国，2014年）。

开口可以将光线引入室内。

工具，消费级3D打印机的出现，当真是极好的。

技术中心 Jackson

大，知名度高的城市并非只有一二。可以提供

去，楼梯高阔又遥远。无疑我会选择乘坐电动

最理想的位置，可以提供最需要的面积，可以

扶梯而上。奇怪的是，我却没有在电动扶梯上

给予最优惠的政策，可以提供你所需要的一

看到很多人，更多的读者和顾客，他们正在人

让你的世界丰富多彩

人不都是愿意避难就易的吗？怎么在诚品这

地，让你自己建设你的诚品。这个建议，着实

独具一格的文化创意产业领导品牌，诚品的成

2、为什么会有诚品在苏州？
故事要往前推溯。2009 年前后，也就是

行步梯上攀行，或者慢慢地拾级而下，无论是

州人说，我不打算租房子给你，我给你一块

居民区，开在捷运站，可以开在任何地方，诚

在思考一个问题 ：诚品已经走过了二十年，
今 年 7月 ， 一 位 英 国 伦 敦 的 小 哥 发 布 了 一 款 能 变 废 为 宝 的 3D打 印

切，前提就是租房给诚品。这是诚品一直以来

品早已不把诚品只当成一个书店，只当成一座

活，甚至成为他们的生命的形态。

物馆（罗德兹，法国，2014年）和美食艺术中心（内格雷

世界建筑

《认知设计意味着商机》（英文原名为：Realize：Design
Means Business，以下简称《认知》）是由美国工业设计师协会出
版，共收集了13篇文章，每一篇都从不同的角度讲述了设计促进产
品更新换代、设计助推企业发展的故事。同时也论证了设计如何从
客户实际使用和感情需求出发，才能创造出适应市场要求的产品和
服务。他们不仅是国际知名企业包括戴尔、惠尔普、何曼米勒、星
巴克的设计案例，更是对过去市场规律的总结，对未来以设计为导
向的消费趋势的预测。

Color your world

提升心灵为一体的复合式操作 ；诚品的经营

师紧密协作，以一种对建筑严谨审慎而细致入微的方式耕耘至今，共同荣获

认知设计意味着商机
Realize：Design Means Business

不是书店但
应该当书店来逛

书，而是集推广阅读、激发创意、深耕文化、

阿兰达、卡莫·皮格姆和拉蒙·比拉尔塔共同荣获2017年普

》

诚品

；2015 年，到诚品的人次达 1.8 亿 。

拉斐尔·阿兰达、

近30年如一日，拉斐尔·阿兰达、卡莫·皮格姆和拉蒙·比拉尔塔三位建筑

荐

行政中心 Jerr y

有句话叫做：环境变了，感觉也变了，感觉不对了，就停止购买了。

筑奖暨凯悦基金会主席汤姆士·普利兹克今天宣布，拉斐尔·

新

推

的）。

营销中心 Link

代材料，三位秉持本土精神的建筑师唤起普遍共鸣。“他

在接下来与开发团队工作的日
子里，作为产品的所有者我们要仔
细面对。不断对产品进行定义与迭
代；问题一出现立即解决；更紧密
地管理各项事务，以保证能及时完
成该产品。

《

书

念---信念（他相信的事实）
也就是说在我们的客户中，在没接触你之前就已经有竞争对手或者使

此而提升，你的业绩也会随之提升！

通过创造性地广泛运用包括再生金属和塑料在内的现

然后，你就要启动项目了。你首先要制定一个可行的计划，逐渐完
善的线路图及迭代的开发方式可以帮你逐步完成最终的产品目标。这
时，你的团队也会全身心的投入到更好的设计、更好的编码、为客户提
供更好的解决方案等工作当中。

产品最终做出来后，你需要花
费几天的时间再次专注于数据——
观察用户是如何使用产品的，走出
去和用户聊聊该产品，时时关注这
个产品，产品是否解决了正确的问
题？用户是否拥有了该产品？他们
愿意为该产品付费吗？

要，因为产品经理是和开发团队一起时间最多的人。

在你和前者沟通时，他的观念是“能省就省”，你告诉他买了产品可

产品定义一经确定，你要迅速在团队中宣传。如果商务团队和开发团队
对该产品没有任何热情，这就说明你对产品的定义并不成功，因为你以
及产品的成功取决于团队的每个成员对该定义的理解，至少要对此有些
激情。

业务：产品经理首先是一个
业务岗位，他的主要职责是把产
品的商业价值发挥到最大。产品
经理应全心专注于产品优化，从
而达到商业目标，并获得最大的
投资回报。

也是不一样的。就好比你把一套价值1000元的产品卖给两个不同的人一

了解了以上的销售买卖的原理之后，相信你在客户心中的信赖感会因

利兹克建筑奖，是国际上公认的建筑界最高荣誉。

首先要为产品设定一个目标，这就需要你对市场、客户及他们存在
的你正试图解决的问题进行反复的研究。你必须能够消化掉巨大容量的
信息——来自客户的反馈、网站分析所产生的量化数据、研究报告市场
趋势以及统计数据——你必须了解产品市场和客户的所有信息，用创新
的思维去整合所有信息，以帮助定义所要研发的产品。

样，假如一个是“一万富婆”和另一个“亿万富婆”。

而不只是汽车的代步，假如只是代步大可以只买经济实用的车。

2017年3月1日, 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普利兹克建

产品经理为什么需要掌握这么多技能？因为这个角色本身太宽泛，
而且变化多样，产品经理每天都会用到这些技能。

国际事业部 Abbie

欧麦（Euramax）是一家独立的企业，拥有庞大的面板制造商
网络。他们的产品销往世界各地，自 1969 年起为世界各地供应优
质彩铝卷材和钢卷材，每年涂装大约 25 平方千米金属材料，其中
绝大部分都是铝卷材。无论在何种环境下使用，产品颜色都能一
致，保持高质量。
创新、优质、以客户为中心是欧麦（Euramax）认可的核心能
力。位于荷兰、英国和美国的卷材涂层生产线每年涂装铝卷材和钢
卷材 15 平方千米。他们的目标是用独特的色彩与设计激发设计师
与建筑师的灵感，他们对于色彩充满澎湃的激情，能够提供令您的
世界绚丽多彩的各种彩铝创新产品。
欧麦（Euramax）的彩铝面向世界各地的客户与项目。为了提
供最好的服务与建议，聘请专业的区域销售经理，并在大部分地区
设立国际销售办事处。 区域销售经理的工作地点在以下国际销售办
事处： 鲁尔蒙德（荷兰）、科比（英国）、芝加哥（美国）、迪拜
（阿联酋）、上海（中国）
欧麦（Euramax）的彩涂铝卷材用于：建筑房屋铝覆层、企业
形象覆层、室内建筑覆层、休闲车箱壁与车顶、运输车辆组件、特
殊产品组件等。
欧麦（Euramax）不只是彩涂铝卷材生产商，对于色彩的澎湃
激情以及丰富的市场经验可以帮助每一位客人定位品牌专属颜色或
者定制想要的颜色。除此之外，他们还提供定制喷涂装饰和条纹，
并且定制颜色匹配可在八个工作日内完成。

国际事业部 Lis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