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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外寒意阵阵，河南沈丘
县胡金贵的工作室却暖意融
融，一批彩陶正进入最后的釉
烧工序。作为“青三彩”技艺
传承人，胡金贵戴着一副老花
镜，目不转睛地盯着窑里的炉
火。

火焰的颜色一有变化，他
便当机立断地对窑工说：“温
度到了。”在 1000 摄氏度的
高温下烘烤 30 个小时之后，
这批青三彩出炉了。

沈丘青三彩，又称剔花彩
陶，迄今已有 1300 多年的历
史，是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
产，一度濒临失传。它始于隋
唐，由于吸收了剪纸、木版年
画的艺术风格，在制陶技艺中
自成流派。除着重吸取传统戏
曲中的艺术元素外，还以生活
中的花、鸟、鱼、虫为创作对
象。牡丹象征着富贵，梅花喜
鹊寓意喜上眉梢，莲花鲤鱼则
有连年有余之意⋯⋯这些题
材，无一不来自百姓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

前些年，爱好收藏的胡金
贵偶然收到一只青三彩的陶
罐，进一步了解后便深深被吸
引住了，于是便到沈丘县石槽
乡，找当时的传承人王学之老人拜师。起初王学之不肯
传授，但无奈自家后辈不肯学，眼看家传的技艺要失
传。胡金贵在吃了几次闭门羹后，依然上门几次求教，
颇有古时“程门立雪”的劲头。看到胡金贵的诚恳，王
学之老人终于打破成规，收他做了关门弟子。

从选土、筛土、滤土，到揉泥、润泥、制坯、成
型、刻画、烧制、窑变、上釉、出彩，青三彩的制作大
概有 20 多道工序，胡金贵用了近 5 年的时间跟随师父
学习，终于学有所成。“虽然师父他老人家已经去世
了，但是我已经把当时他做青三彩时的场景都用摄像机
记录了下来，以方便随时学习。”胡金贵有些动情地
说，“师父对我要求非常严格，每一道工序几乎都是手
把手地教给我，我唯一的心愿就是让师父的技艺永远流
传下去”。

胡金贵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严格按照古
法而行，从选料到成品往往在半年以上，这样烧出的青
三彩釉色往往更加厚重、细腻，还会带来意外惊喜，这
就是我想把它们传承下去的原因。”胡金贵说。

在胡金贵的坚持与努力下，青三彩重新焕发了活
力，在当地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如今，已经有 20
多名专业工匠在胡金贵的工作室从事青三彩的研发与烧
制，胡金贵也被授予“河南民间工艺美术家”的称号。

“我有一个理想，总有一天，我要让世界认识我们沈丘
的青三彩。”谈到未来，胡金贵信心十足。

老家房前屋后遍布的核桃树，能不能变成脱贫致富的
“摇钱树”？宁夏彭阳农民惠泰吉琢磨这个事情已经很久
了，但他以前不敢把这个想法告诉别人，怕被笑话。

“在外面闯荡那么多年，就盼着找到能脱贫致富的项
目。”在郑州、西安打工十多年，惠泰吉一门心思想创业。

机会总是青睐执着的人。“鲜香纯绿色的核桃油，不
买、不尝追悔莫及呀！”2015年 4月份的一天，惠泰吉在西
安看到有商家门前排起长长的队伍，原来是卖核桃油和杏
仁油的。他排队半小时后买了两小瓶。咦！核桃油果然
醇香可口。

好事不怕晚！惠泰吉迫不及待地返回彭阳，准备和亲
戚从事核桃油和杏仁油的生产销售。当年9月份，他们在
彭阳注册了食品加工公司，大规模收购彭阳本地产的杏核
和核桃，11月份开始投产。惠泰吉先试制了一些样品，色
泽浅黄，味道醇香，这让他有了开拓市场的自信。

为了开拓市场，惠泰吉学了不少关于食用油的专业知
识。“核桃仁含有钙、磷、铁等多种微量元素和矿物质，以及
胡萝卜素、核黄素等营养物质⋯⋯”在学习、生产、推销的
过程中，农民出身的他，渐渐成为了一个“土专家”。

惠泰吉采取“先卖后付款”的策略，送货上门，商家卖
出后，才按量收款。同时，他将目光瞄向餐厅、学校，宣传
核桃油和杏仁油的保健功效。适销对路的营销策略和良
好品质，很快帮助他打开了当地市场。目前，他在周边县
市的销售点达到50多家，还为不少土特产网点供货，产品
线上线下销售走俏，每天生产加工2000多公斤食用油。

“自己富不算富，带动大家共同致富才是正路！”惠泰
吉的创业，还带动了县内贫困户脱贫致富。这两年，他们
采取“公司+合作社+贫困户”的模式，以高于市场价的价
格向贫困户收购核桃、杏仁、胡麻等，招纳贫困户到公司培
训、务工，共帮助 300 多户贫困户发展农副业，2016 年户
均增加收入4800多元。

由于原有两条生产线已经不能满足市场需要，彭阳县
工业园区为惠泰吉的公司提供了 2000 平方米标准工业
厂房，扶持他扩大生产规模。“最近准备再上两条生产线，
一条生产亚麻籽油，一条生产核桃油和杏仁油。”惠泰吉告
诉记者，春节后公司两条生产线已全面投产，就近吸纳了
130多名贫困人员务工。

人物小传：

陈驰，在线短租平台小猪的联合创始人兼 CEO。陈驰原为住院医师，2002 年他决定辞去公职去留学。留学申请

迟迟得不到回应，陈驰便在朋友引荐下进入了初创的 3721 西南公司，并在两年间成为了 3721 西南大区总监，随后先

后在雅虎、奇虎、酷讯等公司工作。2011 年，陈驰加盟赶集网，他第一次听同事提到了短租鼻祖 airbnb，并组建了蚂

蚁短租。2012年 5月份，陈驰辞去蚂蚁短租总经理，与原负责赶集网团购业务的王连涛联合成立了小猪短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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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泰吉：

让核桃树变“摇钱树”
本报记者 许 凌

早春时节，江西峡江县金江乡庙下村成片的油菜

花竞相绽放，遍地金黄。油菜花地里摆放着一排排蜂

箱，群蜂在花丛中飞舞，忙碌不停。蜂农孙道敢和妻子

何桂英轻轻地打开一个蜂箱，查看蜜蜂生长情况，处理

多余的蜂蜡⋯⋯夫妻俩是庙下村村民，他们已 60 多

岁，养蜂已有 30 多年。以前，孙道敢和其他养蜂人一

样随花而走——先是本省周边，然后一路北上到安徽、

河南、山东等地，一路追花夺蜜，直到秋后才回家。

“如今，再也不用拖着蜂箱千里奔波到处跑了，最

多就是在周边县市转转。”2 月 21 日，老孙感慨地说。

近几年，当地不断加大封山育林力度，山上的花源多了

起来。再加上乡里发展旅游产业，全乡油菜种植面积

近万亩，蜜源有保障。孙道敢养了 30 多箱蜜蜂，每年

的纯收入达 3 万元以上。在孙道敢的带动下，越来越

多的村民加入到养蜂的行列。

孙道敢说，下一步，他们准备成立养蜂专业合作

社，引进新品种新技术，开展技术交流，一起加工、包

装、销售蜂蜜，解决养殖和销售难题。截至目前，全村

养蜂总数达 400 余箱，有 5 户通过养蜂摘掉了贫困户

“帽子”。 曾双全摄影报道

养蜂人
无须“追花夺蜜”

◁ 30 多年的养蜂经历积累

了丰富的经验,图为孙道敢向贫困

户肖高飞（右）传授养蜂技术。

造访陈驰家时，他的冰箱里放着饺
子，是前天租房的小猪客人留下来的。

“昨天晚饭做了蛋炒饭，鸡蛋也是另一拨
房客留下来的。”说着，他自己也忍不住
笑起来。

来去匆匆的房客可能不知道，这位
睡在楼上的房东就是小猪平台的联合创
始人兼 CEO。去年，他和他的在线短租
平台小猪对接了 14 万房源和 1000 万房
客，是共享经济领域受中国网民认可的
短租品牌。

执着拿下第一单

一年半内积攒万套房源
与陈驰一样，小猪的员工基本都在

平台上当房东。“小猪的第一套个人房源
是我同事家的沙发，接着是我自己家的
沙发、我家的单间、我母亲在成都的主
卧。”相声贯口般的一段话，配上陈驰一
脸严肃的表情，可见当初并不容易。

这是小猪走过的一段弯路。
在工商营业执照上，小猪注册的公

司名字叫做“北京快跑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互联网嘛，用雷军的话来说，就是
专注、极致、口碑、快。”陈驰承认，一开始
自己也想小猪快快跑起来。

追求快，是互联网的共性。陈驰对
自己和团队应用互联网工具的能力也有
信心，但很快就发现了问题，“O2O 是用
互联网解决信息透明度，往线上去导流
量，线下做承接即可。但是在短租行不
通，不光线上没有流量，线下也没有个人
客户愿意打开自己的家门，欢迎陌生人，
客户也不敢住到陌生人家里”。

为了冲交易量，得力的地推团队
迅速谈下了很多商务酒店公寓，但这
偏离了小猪连接人与人、做有人情味
住 宿 的 初 衷 。 要 交 易 量 还 是 要 人 情
味 ， 在 那 段 时 间 ， 陈 驰 也 感 到 很 迷
茫。后来他意识到，短租等新商业模
式的发展并不是必然的，而是需要创
新者来推动。陈驰要求，团队从身边
的熟人关系推进，踏踏实实地一个一
个积累房东和客户。

这就等于前半年的努力白费了。他
的团队中有人不理解离开了，但陈驰坚
持要这么做。2013 年初，上线半年后，
小猪放弃了在商务酒店领域的突进，将
业务收缩到了北京、上海。

为了吸引个人房东加入，小猪不光
免费为房间拍摄照片，为房东买房屋风

险保险，还给他们做软装。过程很缓慢，
大概花了一年半时间，一直到 2014 年中
期，小猪平台才突破了 1万套房源。

房东是愿意吃螃蟹的人，他要赚钱，
自然愿意做很多的互动和改造。房客这
一端的工作更复杂。住到陌生人家里，
安全、卫生都有担忧。最开始的时候，连
小猪的员工也有自己带着床单被罩入住
的。对此，小猪坚持严格的实名验证，用
身份证验证、房源验真、在线聊天，希望
打破信息的不对称。

陈驰至今记得小猪的第一笔个人用
户订单。当时，陈驰和同事正在去吃饭
的路上，收到咨询提示后，大家都有点小
激动加小紧张。“当时手机客户端的聊天
功能还没有上线，我们就用手机热点给
笔记本电脑提供 WIFI，一群人围着看同
事怎么跟这位女士聊天，心里想着一定
要成功啊。”几年过去，陈驰这样描述对
拿下这一单的渴望。最终，这位女士定
下了这张沙发，住了 7 天左右。那天的
饭格外香。

平台底层支撑

动动手指遥控房源
经过 5 年的培育，了解短租的人多

了，特别是随着信任、支付体系相对完
善，房东发现短租比长租更赚钱，房客发
现短租更具性价比、更有意思，小猪用户
迅速增长。

去年，一位上海房东的三居室在小
猪成交 253 单，作家王小川靠一套“鬼吹
灯”主题四合院在小猪赚了 36 万元。一
位西安的大学教授江先生，为了躲避雾
霾，去年他带着不到 6 岁的孩子前往昆
明、重庆、海南度假，在小猪上住了 172
天。从他们身上，陈驰看到了分享经济
愈来愈火热的趋势。

平台进入良性循环后，小猪几乎不
需要花力气开拓房源，99%的房东都是
自行加入，70%的住户是自己来的。陈
驰也把关注重点从运营细节转移到如何
提供一个平台级的支撑，让房东用最少
的力气挣最多的钱，让用户用较少的钱
住到最称心如意的房子。

现阶段，小猪为房东提供的支撑工具
主要是智能门锁、保洁、支付、聊天等等。

“因为用了智能门锁，房客付款后就会自
动生成开门密码，房客凭密码开门，不需
要人送钥匙、办理入住。”陈驰解释说，“客
人走之后，我只需要在客户端预约经过小

猪挑选和培训的阿姨，做专业的酒店保
洁，就可以放心等待下一批客人。钱都
在系统里结算，也很方便”。

春节期间，他远程操作在成都的
房子接待了 10 多批客人。陈驰拿出自
己的手机，展示上面的房东客户端。
他刷刷刷地划着屏幕，划了好几下
也没有到底：“用得太多了，一下
子看不完。”

保洁阿姨是小猪平台的
最新“生态”。她们要经过
小猪面试和培训，成为签
约的“小猪管家”，类似滴
滴司机。抢单成功后，
她 们 会 擦 洗 和 消 毒 面
盆、马桶，套上封圈，要
给台卡填上日期，专业
的保洁会让房东省心，
让客人放心。

改善入住体验

与中端酒店竞争
陈 驰 递 给 记 者 的 ，是 一 张 英 文 名

片。小猪正在拓展海外业务，目前已经
上线了东京、京都、大阪、新加坡等地的
房源。

“徒弟”想要走出去，“洋师傅”airb-
nb也正式入华了，干得风生水起。去年，
途家收购了蚂蚁短租。但是，陈驰对此
反应平淡，“小猪目前最大的竞争对手不
是 airbnb 和途家，而是酒店。”因为从使
用场景来看，现在用户面临的最大选择
是住酒店还是住小猪这种短租民宿，而
不是要在哪个平台上订民宿。

陈驰把酒店比作短租特别难翻越的
一座山：“因为酒店是一个高度市场化、
用户满意程度又比较高的行业。这与曾
经垄断的出租车行业不一样，不是用共
享经济的砖头敲一敲就会破冰的。”陈驰
给小猪设定的对手是中端酒店，因为小
猪现在的平均间夜价是 280 元，正好跨
入中端酒店的价位区间。但小猪也好，
其他短租平台也好，跟酒店相比，入住体
验在这个档位并没有绝对的优势。

“任何一个平台的民宿离完全满足
消费者需求都还有很长距离，小猪现在
的任务是改善体验。”陈驰说。他第一次
正面否认了之前小猪被 airbnb 收购的传
闻，“平台必须是独立的。”他想让小猪赶
快飞起来，“今年我们会做一些推广，扩
大知名度。”

不过，另一个问题随之而来：小猪上
的好房子不够多，入住体验也不够好。
特别是当住惯了高星级酒店的中高端用
户开始入场时，他们对老旧的小区、没有
电梯的房子、美化后有点失真的图片容
忍度显然不如沙发客那么高。

面对记者反馈的问题，陈驰微微有
点尴尬，似乎是他犯了什么错，甚至还自
我批评。“前几年我对运营细节抓得比较
紧，近年主要在思考战略，关注得就少了
一点。你反映的情况很重要、很重要，我
要开会向他们强调。”

其实，小猪之前已有许多努力。比
如，早期的房间照片习惯用大广角，10平
方米的客厅看起来像 20 平方米，现在已
经严格控制。陈驰希望小猪能成为短租
领域最好的品牌，因为他相信好的产品
和服务是平台企业的本分，有了好的体
验，自然就会吸引用户加入，形成一个好
的平台，一个好的生态。“短租行业最终
的竞争，可能是平台品牌的竞争和平台
支撑能力的竞争。”从更长远来看，陈驰
对小猪的社会价值寄予厚望。

这两天，隔壁小区一户人家因为自
家房子在装修，就租了陈驰的房间，由外
婆带着外孙住一个月。陈驰发现小孩拍
皮球的时候，外婆都会跟他说：“嘘，你小
声一点。”这种客气和理解让陈驰相信，
随着小猪等共享经济的发展，信用、道德
和对公共资源的节约意识将会逐渐普
及，“它们不仅会成就小猪这样的企业，
也将催生一个更美好的社会”。

陈 驰:

在 短 租 共 享 平 台“ 吃 螃 蟹 ”
本报记者 佘 颖

▽ 干活累了，老两口便在

门前喝上一杯热茶。

△ 孙道敢和老伴在油菜花地边忙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