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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杨和他的200多副马鞍
文·摄影/北方新报融媒体记者 白忠义

临河区七彩文化街堪
称巴彦淖尔市文物一条街，
在众多的商铺当中，润宝斋
的主人杨润显得与众不同，
他喜欢收藏马鞍，并决定在
7月份以“百鞍送平安，百镫
步步高”为主题展出自己多
年来收藏的200多副马鞍，
以助力9月举行的第二届中
国马文化节暨首届内蒙古
国际马文化博览会。

6月21日，杨润用了3辆
越野车拉着30多副马鞍来
到黄河湿地公园蒙古大营。
从不足60平方米的润宝斋
走出来，蓝天之下，碧草之
上，那些耀眼的马鞍子不时
吸引游人驻足。“从来没见
过这么多的马鞍子，也没见
过这么好看的马鞍子！”在
儿子的陪同下，五原县天吉
泰镇复丰村村民蔺四发出
由衷的赞叹。

杨润为结识蔺四这位
知己感到自豪和满足。他
说，自己收藏马鞍不是为了
赚钱，而是为了传承和发展
马文化。据了解，杨润是内
蒙古自治区屈指可数的马
鞍收藏者之一，目前收藏各
类马鞍200多副，最贵的市
场估价近10万元。不过，他
收藏的这些马鞍鲜有出售。

1971年，杨润出生在
临河区双河镇一个普通的
农民家庭。因为贫穷,全家
人过着饥一顿饱一顿的日
子，在立志长大后一定要
有所作为的同时，他以骑
马为乐，村里那些马成了
他最好的伙伴。1989年，杨
润初中毕业,摆地摊、卖冰
棍、承包旅游村、养羊，最
后把精力转到了收藏上，
特别是对马鞍的收藏。

说起收藏第一件马鞍

的经历 ，杨润至今记忆犹
新。20多年前，他和家人到
阿拉善盟游玩，在当地一位
藏家手中看到一副景泰蓝
马鞍，他当即被其鲜艳的配
色、精美的工艺所吸引，于
是花了几千元买下，从此便
一发不可收拾地爱上了马
鞍收藏与研究。

20多年来，杨润已经记
不清究竟收藏过多少马鞍。
过去，他是以藏养藏，也就
是有收藏也有出让，他的很
多马鞍藏品被其他藏友或
公私博物馆看中购买。这几
年，杨润已经不再出售他的
马鞍藏品了,因为他有一个
心愿，那就是建一家以马文
化为主题的蒙元民俗博物
馆，将他这些年收藏的200
多副马鞍及各类蒙元文化
实物陈列展出，让更多人走
进博物馆，了解马鞍文化及

蒙元文化。
据杨润介绍，马鞍是最

重要的一件马具，最能体现
主人的身份、地位和爱好，
好的马鞍本身就是一件精
美的艺术品。“好马配好
鞍”，马鞍的制作非常讲究，
构件有几十个，包括木架、
蒙皮、马镲、马镫、马禅、稍
绳、马鞭等。杨润说，一副好
马鞍的装饰极为讲究，价格
甚至要超过一匹马的价格。
当然，马鞍也能反映出使用
者的社会地位。一般说来，在
过去，木质马鞍是平民使用
的，而景泰蓝马鞍和镶银马
鞍则是贵族、大牧主使用的。

在杨润向记者展示的
众多马鞍当中，两副景泰蓝
马鞍特别引人注目。杨润对
记者介绍说，这是清朝中晚
期的蒙古贵族马鞍，其材质
用料十分讲究，鞍鞒（马鞍

拱起的地方）用野驴皮制
作，鞍鞒边用景泰蓝工艺雕
镂花纹图案，制作工艺十分
繁复，这代表了当时最先进
的马鞍制作工艺，为当时蒙
古贵族所使用，是地位高贵
的象征。

还有3副被杨润称作
“吉祥三宝”的马鞍也颇有
意思，这3件马鞍两大一小。
杨润推断，这是一家三口
（两个大人一个小孩）所用
的马鞍，因此取名“吉祥三
宝”。其鞍鞒前后用驴皮包
裹，上面用天然植物色绘画
了人物、动物等图案，栩栩
如生。鞍鞒边用牛筋条包
制，嵌以大象骨头针，距今
约有100多年历史，是当时
的云贵地区土司贵族家庭
所使用。

在藏品中，还有鄂尔多
斯地区马鞍、新疆哈萨克族

女士彩绘马鞍、云南金丝楠
木马鞍、青海藏区马鞍等风
格迥异的马鞍，个个都是精
品，令人大开眼界。

据杨润介绍，他目前正
在临河筹备一场以“百鞍送
平安，百镫步步高”为主题
的马鞍特色展览，以助力9
月在内蒙古自治区举行的第
二届中国马文化节暨首届内
蒙古国际马文化博览会。杨
润对记者说, 此次展览是一
次探索和预展,如果效果好，
他将向自治区相关部门提出
申请，争取内蒙古国际马文
化博览会的参展权。

作为巴彦淖尔市及周
边马鞍收藏界颇有影响力
的收藏爱好者,杨润目前最
大的愿望就是让他那些马
鞍能有一个宽敞明亮的场
所供人参观，以向世人阐释
和弘扬马文化。

随着伊利部分经销商
逐渐到了退休年龄，其对
快节奏、强管理、精运作的
经营模式有些力不从心，
需要子女接管家族生意，
但新生代接班人却普遍缺
乏独立的经营管理能力。
针对这一情况，伊利打造
了“新生代接班人”特训项
目。

经营能力得到显著提

升

5月29日9时许，湖南
省宁乡金康商贸有限公司
的总经理谢思佳已经开完
早会，布置完当天的销售
任务，正在库房督促业务
进度。

2012年，工商管理专
业毕业的谢思佳进入父亲
的公司，成为一名基层业
务员，虽是在自家公司工
作，但搬货、送货这类基础
工作一样要亲力亲为。
2017年底，他真正进入核
心管理层，成为公司一名
执行经理。

最初走上管理岗位
时，谢思佳自信地认为经
过5年多的锻炼完全有能
力胜任管理职务，可是当
他需要针对公司业务做出
重大决策时，脑子却一片
空白。2018年，谢思佳参加

了伊利组织举办的“新生
代接班人”特训项目，通过
系统培训，才逐渐找到“管
理”的门道。除了在培训课
堂上学习管理知识以外，
伊利区域销售经理还会以
课外辅导员的身份，指导
他如何把理论知识转化落
地。

谢思佳清楚地记得，
他刚刚接手公司业务不
久，便发生一件棘手之事：
公司计划进货，却发现钱
不够了。他当时完全找不
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干着
急找不到解决之道。伊利
液奶两湖营销总部常德区
域经理熊仁忠得知这一情
况，立即赶来与他一起核
对各项数据，最终发现是
应收账款出了问题。原来，
公司旗下的800家网点中
有36家网点合计欠款200
多万，给公司现金流造成
压力。针对这一问题，熊仁
忠帮助谢思佳制定了详细
的收款计划，一周之内收
回欠款170万，解决了资金
正常运转的问题。

谈及特训项目的开
展，伊利液奶两湖营销总
部直属培训经理汪云飞
说，目前仅湖南和湖北两
地的伊利经销商“预备接
班人”就有24名，为了能让
他们顺利接管家族生意，

去年，伊利设立了“新生代
接班人”特训项目，历时9
个月，4期专项培训、6次线
上微课，从对二代经销商
的“大课培训”，到“基层实
战”的“大练兵”。目前，通
过系统培训，多名接班人
走上岗位，全面管理公司
运营。

从粗放式到精细化管

理

“通过参加培训，我有
了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学会了许多先进的理念和
销售技巧，管理公司也从
以前的粗放式变成了现在
的精细化。”5月30日，湖南
省永州市东安县浩然贸易
有限公司董事长蒋斌对特
训项目称赞道。

蒋斌告诉记者，2017
年初正式接手公司前，公
司一直由母亲打理，母亲

的管理方法很保守，为了
省钱，她一个人要身兼数
职，这就导致了有的存货
到期了不知道，有些产品
滞销了也不清楚，管理非
常混乱，销量很不理想。

“当我接手公司后，我也是
一头雾水，不知道该从哪
儿入手，压力非常大。那
时，公司甚至没有像样的
办公室，大家是在仓库支
几张桌子一起办公。看到
这样的状况，伊利的业务
人员主动来到公司手把手
指导，告诉我做事情要各
尽所职，一个人负责一件
事，才能把事情做好。后
来，我也是按照指导一点
一滴做起，最终使得公司
经营理念和管理方法有了
很大改观。”蒋斌告诉记
者，“尤其是参加了特训项
目后，我觉得自身的综合
能力比以前有了明显的提

升。”
在特训项目中，最让

蒋斌感动的是，伊利的培
训老师不仅在课上传授知
识经验，课下对学员也是
主动帮扶。在一节培训课
堂上，蒋斌被培训老师讲
授的《如何做经销商CEO》
课程深深吸引，但如何让
课上知识有效地分解落
地，他又深感困惑。他将困
难反映给伊利的培训老师
后，多位培训老师很快便
到他的公司实地考察指
导，通过1个月的时间，帮
他从公司制度、工作流程、
绩效管理、线路管理等方
面做了系统梳理与内部改
革。半年之后，蒋斌公司的
月均净盈利水平从不到1%
提升至3%以上；月均销售
额同比增长20%以上。

实现产业链合作共赢

“跟伊利合作给我的
感觉就是有归属感，厂商
一家亲，伊利对我们经销
商那是实实在在的帮扶。”
作为伊利的经销商，蒋斌
感慨道。

据了解，伊利除了打
造特训营外，在每个经销
商处都派驻了业务员，大
到年度规划，小到应收账
款，对经销商的团队建设、
市场洞察及企业文化建设

等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伊利不仅对新生代经

销商进行培训指导，过去，
对老一代经销商也是竭尽
扶持带动之能。对于这一
点，谢思佳的父亲谢建辉
感触最深。在伊利的帮助
下，他的公司从最初一年
销售200提纯牛奶的小批
发部，成长为现在销售额
近9000万的大公司，在将
近20年的合作过程中，谢
建辉与伊利的情缘日益深
厚。直至今日，步入老年的
他即将从工作岗位上退
休，但仍然愿意把儿子的
事业交给伊利，“我坚信只
有跟着伊利，儿子才能有
更好的发展。”

一直以来，伊利集团
在为广大消费者提供100%
安全健康的乳制品的同
时，也在大力度强化合作
伙伴的经营能力，提升合
作伙伴盈利水平。从十几
年起，伊利集团就开始举
办大规模的经销商培训，
区域市场的小规模经销商
培训更是不计其数，分别
从渠道管理、盈利能力提
升、团队建设等方面进行
全方位的专业指导。同时，
伊利还加大对经销商的融
资扶持力度，帮助他们解
决运营资金问题。

伊利：为经销商量身打造专业接班人
文/北方新报融媒体记者 郑慧英

伊利区域经理在终端市场对谢思佳（左二）进行业务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