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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5 月，在山西焦煤集团的支持下，经
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以下简称“二青会”）组
委会的授权，奇强成为“二青会”唯一洗涤用品
合作伙伴。这是继赞助第八届全国运动会后，
奇强再次赞助的全国性体育赛事。

一时间，“奇强，归来”成为坊间最热门的议
论之一。“为什么是奇强？”“奇强能做好吗？”“奇
强归来的背后经历了什么？”……7 月 16 日，记者
带着坊间的疑问深入南风化工集团进行采访。

不青春 不奇强

为什么是奇强？因为青春！南风化工集团
有关负责人说，青春是奇强牵手二青会的根本
原因。

先说一下二青会的前世今生。2015 年 07 月
13 日，经国务院批准，太原市成为 2019 年第二届
全国青年运动会举办城市。2013 年 11 月，国家
体育总局批准第八届全国城市运动会更名为

“第一届全国青年运动会”，每四年举办一次，历
时 8 至 10 天，预计 55 个代表团参赛，参赛运动员
8000 多人，参赛选手的年龄为 16 岁—19 岁，特
殊项目可放宽至 12 岁，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青春
的约会”。

奇强牵手“二青会”，是一种不谋而合的双
向选择。“二青会”选择了奇强，奇强也选择了

“二青会”。可以说，此次牵手并不是一般意义
上 的“ 赞 助 活 动 ”，而 是 独 具 匠 心 的“ 战 略 行
动”。

“二青会”为什么选择了奇强？“一是因为
‘奇强’跟随时代精神，坚持积极向上、开拓精
神、有责任感的品牌文化，恰好契合了‘青春的
约会、拼搏的舞台’全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的主
题。二是因为‘奇强’赢在民心。奇强作为山西
本土著名品牌，多年来，凭着过硬的品质，赢得
了市场。”南风化工集团有关负责人说。

奇强为什么选择了“二青会”？“因为重大体
育赛事是一个可以突破文化、地域疆界的营销
平台。奇强正是想通过‘二青会’的平台，激发
自身的‘第二青春’。”南风化工集团有关负责人
说。

据了解，“奇强”作为南风化工集团日化系
列产品的主打品牌，从诞生到成长，从成长到成
熟，从成熟到现在，已经风风雨雨走过了 27 年的
发展历程。即便是“连续五年销量全国第一”的
最辉煌时期，奇强也没能更进一步，打通“省会
城市”和“高端消费”的任督二脉，品牌效应长期
受困中小城市和农村市场。

“不要说重回中国日化品牌的第一方阵，攻

坚一线二线城市，就是从品牌的生命周期出发，
我们也迫切需要营销的再加强，迫切需要给奇
强 品 牌 注 入 更 多 、 更 强 、 更 久 的 青 春 元
素。”南风化工集团有关负责人说，赞助以省
会城市、自治区首府、计划单列市、直辖市、
特别行政区为参赛主体的二青会，对于奇强激
发自身的“第二青春”来说，正是“好风借
力，恰逢其时”。

“奇强牵手‘二青会’，还因为这样不仅可
以激发企业干部职工的士气，而且可以提振市
场和消费者的信心。”南风化工集团有关负责
人总结说，奇强牵手“二青会”，不仅体现在

“新时代，新奇强，新形象，新战略”，更体现
在“奇强归来！士气归来！信心归来！辉煌归
来！”

不精心 不奇强

“ 奇 强 能 做 好 吗 ？”“ 肯 定 能 ，因 为 我 们 精
心！”南风化工集团有关负责人说，精心是奇强
誓师“二青会”的根本态度。

精心到什么程度？仅仅“奇强洗涤腰包”的
策划设计，南风化工集团董事长刘立新就亲自
指导、甚至亲自动手修改了 56 次，旨在将“奇强
洗涤腰包”打造成二青会上最能吸引眼球和镜
头的“爆款”产品。

记者看到，“奇强洗涤腰包”不仅有新颖其
外的 logo 设计，更有精美其内的“奇强内衣除菌
皂、奇强植物皂精华、天使洗衣皂、黑泥产品、一
干净牙膏牙刷”等产品组合。

“腰包是运动达人的必备神器。8000 个奇
强腰包就是 8000 个流动的风景，就是吸引 60000
名现场观众眼球的广告，就是抢镜上千名媒体
记者的焦点。如果按照每个人平均影响 25 个人
的‘六度空间理论’计算，那就是 1750000 人次的
影响力。‘二青会’影响的是最有影响力的‘青年
运动群体’、媒体记者队伍以及与‘青春’紧密关
联的现场观众。再加上，在自媒体时代，每个人
都有微信、微博等自己的社交平台，所有打动人
心的信息，都会因为‘蚁群传播’而获得裂变式
效应。”说起腰包精心制作的初衷，南风化工集
团有关负责人滔滔不绝。

和腰包修改 56 次一样精心的，还有南风化
工集团的赛会组织。2019 年 4 月 23 日，本着优
质、高效、节能、环保的原则，南风化工集团设立

了“奇强洗衣中心”，由南风化工常务副总经理
狄永红挂帅，统筹业务小组（自助水洗项目运行
组、干洗中心项目运行组）、后勤保障小组（技术
保障组、财务保障组、安全保障组、产品保障组、
后勤保障组、对外联络组、应急处理组）。“其规
格之高、组织之严密可见一斑，我们俨然就是一
支‘打恶战、攻山头’的军队。”南风化工集团有
关负责人说。

有这样一种说法，每投入 1 亿美元可以提高
品牌知名度 1%，而赞助大型运动会可以提高
3%。对于奇强而言，在开展青运营销时，不应把
目光仅仅锁定在 10 天的比赛，更应该在青运前、
青运中和青运后下功夫，进行广告、公关、线下
活动、产品创新等系统的“青运攻略”。因为，二
青会肯定不会风过无痕，其影响力不会马上消
退，而是可能延续几年甚至十年左右。

但是，有没有一套系统而持久的“青运攻
略”，能否玩转“唯一洗涤剂用品合作伙伴”
这一顶级赞助商的名衔，不仅考验奇强的精
心，更考验着全体“奇强人”有没有“打恶
战”的勇气，有没有“攻山头”的担当，有没
有“站起来”的韧劲？从而，让奇强再一次

“绽放”她不老的青春！这是奇强和全体奇强
人必须思考的问题。

不阵痛 不奇强

奇强是“二青会”唯一洗涤剂用品合作伙
伴。因为“唯一合作伙伴”，不仅意味着与赞助
商、供应商根本不是一个等量级的差别，而且享
受着行业唯一性和排他性的特殊待遇，意味着
对稀缺资源的垄断。这种行业唯一性和排他
性，带给“奇强”品牌的不仅仅是名气的提升，还
是实实在在的市场效应。南风化工集团有关负
责人说：“所以说，成为二青会‘唯一洗涤剂用品
合作伙伴’，不仅是一次成功的‘新时代，新奇
强’的形象公关，让奇强品牌极速增值，而且产
生了更普遍的美誉度、更广泛的影响力和更强
劲的吸附力。”

“唯一的背后是什么？”“背后是阵痛！”南风
化工集团有关负责人说，这是奇强即将进行的
集团体制机制大改革的必然过程。

回顾过去，南风当年的辉煌，是“让开大路，
占领两厢，农村包围城市”的辉煌，是“低成本扩
张，布局大中华”的辉煌，是“永远不当万人企
业，集团机关由 534 人精简到 54 人”的辉煌。一
句话，是以“双十八条”体制机制大改革和“千山
万水、千家万户、千辛万苦、千言万语”南风精神
为核心铸就的辉煌。

自 2018 年 10 月 29 日，南风化工集团新的领
导班子成立后，经过“扭亏脱困、转型发展”、“改
革创新、奋发有为”两场大讨论，经过马不停蹄、
深入细致的生产经营单位调研，经过举办“青干
培训班”和“集团机关带头轮训展售”，经过“生
产经营专题组织生活会”和“职工转化为与企业
风雨同舟的命运共同体”，特别是通过推行“一
人盯紧一件事”、“改革资金财务管理制度”、“强
化内部管控，止血补漏”、“成功举办两个高值利
用论坛”，不但借来了“山西省委书记骆惠宁‘做
好运城盐湖保护和开发工作’重要指示”和“山
西焦煤党委书记、董事长王茂盛历时三天专题
调研运城盐湖”的强大东风，而且唤回了“老南
风精神”，为即将进行的体制机制大改革做好了
铺垫。

2019 年，是山西省委、省政府确定的“国企
改革年”，是山西焦煤的“深化改革突破年”，是
集团公司的“改革·突破”年。

如何改革？如何突破？
南风化工集团有关负责人说：“解放思想，

更新理念，激发奋进动力，当然必须；营造发展
环境，盘活资源，借助外力，用好机遇，当然必
须；转换体制机制，提效率，增活力，当然必须；
抓好基础管理，堵漏洞，疏通路，当然必须；攻坚
克难，扶强扶优，立足长远，谋篇布局，当然必
须；加强党建工作，改进作风，营造奋发向上氛
围，当然必须……但是，具体到我们每一名干部
职工，做好承受改革‘阵痛’的思想准备，才是必
须的必须。”

改革，就意味着阵痛；大改革，就意味着大
阵痛。但不改革、小改革、迟改革，都只会导致
万劫不复和死路一条。

不改革，不阵痛；不改革，不奇强！

奇强，归来！
█本报记者 刘晓瑞 通讯员 马宏斌

大河之东，华夏故地，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中华文化从这里一路摇曳而来。

安邑，中国最古老的城市，迄今已有 4000 多
年的建城史，中华民族在这里繁衍生息，华夏文
明从这里起源。自夏朝建都开始，安邑这个地
名，始终未曾改变，穿过汉风唐雨，经历宋韵之
声，阅尽数千年沧桑变化。

浓墨重彩

煌煌数千载
远古时期，在黄河金三角流域，涑水河与盐

池交汇的地方，我们的祖先在龙泉周边逐水而
居，精心经营盐业，与周边部落开展互市贸易，
逐渐成为中央繁华之地、开国建都之地，是中华
文明主要的发祥地之一。

春秋战国时代，安邑更成为早期三晋儿女
安身立命的邦国都城。史书记载，当时晋国贵
族穿着华丽的服装，乘着高大的马车，炫耀于诸
侯列国之间，开创了让人心血澎湃的晋文公时
代和魏文侯时代。

安邑古城的规模非常宏伟。西晋《博物志》
记载，“禹作三城”，有三座城池的大小，规模是
当时最大的。后来的安邑县城主要建于后魏时
期，虽然没有作为都城时的规模，仍然“高四寻，
阔半之，围六里十三步”（按现在计量，城高 10.6
米，墙厚 5.3 米，周长 3000 多米），四重门楼，各有
角楼。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这样的城池并不
多见。

在安邑城里，有魏文侯建功立业、雄韬伟略
的霸气。魏文侯礼贤下士，以孔门弟子卜商子
夏为师，发展教育，培养人才；又任命李悝等人
变法改革，制定了完善的法律；同时扩充军事力
量，任用名将吴起等人，开疆拓土，使魏国在战
国初期称霸百年。那时的魏都安邑，经济富庶，
文化繁荣，列国士子争相到来，留下了诸多名篇
佳选。

之后的数千年里，安邑建置几经变迁，却依
然坚守于此。就如同饱经风霜的太平兴国寺，
沉默静立，看着中华民族发展壮大，华夏文明接
续传承。

世事变迁

渐趋于平淡

弹指一挥，岁月倏忽而逝。作为秦、晋、豫
三省之要冲，安邑逐渐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演变为逐年战乱不断的边境之地。明清以后，
走下巅峰的安邑仅成为县政中心，一步步归于
平淡。

到了民国时期，农业、工业、商业各方萧条，
仅盐业艰难维系。据安邑城里的老人回忆，之
前城墙南门外盐商云集，商号众多。但其实经
营盐业的多为外县的富商，安邑本地人大多从
事装卸搬运的苦工。而潞盐的陕豫销售市场也
因战乱不断、苛捐杂税和地方保护，开始滞销凋
零，不复当年之发达。

虽然经济萧条，但历来重视教育的安邑人
仍不忘文明传承的重要性，各村自行筹集经费，
设置初小学堂，之前的诸多庙宇也多被改为学
校。据《安邑县志》记载，民国时期安邑小学校
就有 200余所之多。

1938 年，日本人进驻安邑，对安邑古城进行
了毁灭性的打击。在日寇的摧毁掠夺下，房屋、
器具、文卷、庙宇都遭受了严重的损失，工商业
经营停滞，金融紊乱，农业产量锐减。损失之
重，前所未有。

昔日辉煌的魏豹城先后成了日本宪兵队、
阎锡山军营，丧失了之前的古意与从容。一枚
枚炮弹无情地炸裂在千年古城墙上，击穿了这
块安逸之地的保护线，击碎了古安邑人赖以自
豪的古老文明。

这个时期，古安邑城的面貌已千疮百孔，无
可奈何地与昔日辉煌挥手告别。

辗转腾挪

终走向没落
新中国成立之后，战争停歇，百废待兴，安

邑进入休养生息的恢复期。以粮棉为纲，着重
发展农业，经历了土改和社会主义改造，基本解
决了老百姓的吃住问题。农业振兴之路上，涌
现了全国三八红旗手张菊香、上郭南陈大队治
理棉虫的 24 个铁姑娘等一批先进人物，为久经
波折的安邑带来了些许荣光。

自此，不甘于平淡的安邑，开启了她的“折
腾”之路，几经起伏，几经坎坷，激起涟漪无数，
却终又归于平静。

建置沿革上，1958 年，安邑县与解县合并为
运城县，安邑的行政地位从当年的县域中心，进

一步降为乡镇公社。政治、经济资源迅速转移
到运城县，安邑风光更难以为继。

工业发展上，上世纪 50 年代，响应国家号
召，每个公社要建一个铁木业社。生性灵活，颇
有经商头脑的安邑人迅速抓住历史机遇，借着
中央政策的强劲东风，大力发展新兴工业。

机械修造厂、水泵厂、电器开关厂、汽车修
配厂等小型工厂，在安邑这片古老的热土上遍
地开花。一时间，人人争先，家家思进，沉寂许
久的社会风气为之振奋。

1966 年国家轻工业部在运城县召开支援农
业现场会。这是一个运城工业发展史上的里程
碑事件——运城历史上首次召开国家级现场
会。

山西省评定安邑水泵厂为全省支援农业先
进单位十面红旗之一。令人惋惜的是，受“四
清”运动裹挟，优秀人才被清算，安邑水泵厂一
落千丈，自此再难复当年荣光。

改革开放初期，安邑再次奋起一搏，五小企
业星罗棋布，有造纸厂、化肥厂、灯泡厂等等。
折腾了，但没折腾出名堂，还污染了环境。工业
废水直排进姚暹渠、护城河，严重影响了群众生
活质量。在市场经济的大浪潮中，这些落后产
能一一被淘汰。

商贸发展上，上世纪 50 年代初期，供销社、
采购局、百货公司、饮食服务公司等国营财贸商
店日渐兴起，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生产生活需
求，到 90年代末，艰难维持，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1992 年，由安邑办牵头，集资兴建禹都市
场，打造集五金、钢材、服装、百货等 10 大专业市
场于一体的商品批发中心，被地委行署命名为

“龙头企业”。之后，禹都市场改建为经济开发
区，市场常住人口 2 万余人，流动人员月平均 2.5
万人，1997 年年底开发区科工贸年收入达 25 亿
元，成为运城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增长点。

如今，经过 20 多年发展，随着各个专业市
场、商业综合体的出现，在新的经济业态冲击
下，禹都市场已远远不能满足时代需求，产业凝
聚力日趋下降，沦落为中下档商品的零售地，勉
强维持。

人居环境上，近年来，位于城乡接合部的安
邑，随着城市发展，大量土地被征收，处境越发
尴尬。2001 年，撤地设市，成立了盐湖区。2017
年，空港经济开发区成立。夏县、开发区、盐湖
区三地交界处的安邑，处于”三不管“地带，“非
城非乡”，发展滞后。年轻人多外出打工，城镇

有空心化趋势，环境卫生水平差，私搭乱建情况
严重，基础设施欠账较多，信访问题突出……

有过辉煌历史的安邑，曾引领中华文明的
古安邑，如今却成了城市管理的短板，成了脏乱
差的集中地。令人惋惜，让人痛心！

插翅腾飞

再启新纪元
历史轮回，分分合合。2017 年 8 月，市委提

出大运城战略构想，全面铺开盐临夏一体化发
展布局。安邑作为连接盐湖和夏县的重要节
点，被纳入大运城建设规划版图，北魏时期被分
开的南安邑、北安邑，又将合而为一。

2019 年 7 月，注定是安邑发展史上不平凡的
一月。7 月 4 日，市委书记刘志宏实地调研安邑，
并召集相关部门研究安邑古镇综合开发建设，
明确提出了打造现代化城市中的历史街区、文
化古镇和安邑古县城的目标要求。

为什么市委要如此大手笔地启动古安邑建
设？

从现实情况看，安邑的现状之糟，确实到了
不改不行的地步。

用历史眼光看，运城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
发祥地之一，竟无一处古城供后人寻根问祖，人
们的古城意识、历史意识淡漠许久，再不重视，
几千年的厚重历史就被我们丢了。

盐湖区积极响应市委号召，7 月 9 日，召开了
部署动员大会，要求抢抓历史机遇，挖掘历史文
化，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全力把安邑古镇打造
好、建设好。

目前，盐湖区政府抽调精兵强将，成立了环
卫整治、拆违治乱、道路改造、景区打造、交通秩
序整治、社会治安维护、资金支持专项领导组，
聘请专业团队进驻安邑，全面启动安邑古镇各
项开发建设工作。

“百日大会战”如火如荼地开展，干群一心，
政企联合，3 个月内，安邑环境面貌将有一个大
变化。

踏上舞台中心的镇村主干，积极性空前高
涨，店外经营、违章建筑正在全面摸底，一个月
内将一网打尽。

街区规划、道路规划、景区规划，紧锣密鼓
拉开框架，用原址原貌的修复、古色古香的重
建，向 4000 年前的古文明奉上最诚挚的敬意。

安邑千年发展波澜壮阔，值得我们深究、挖
掘、着重打造。我们期盼这场硬仗打响、打好、
打出名震三晋的古都名号。

首先，让安邑再现千年古都之景。这方水
土曾孕育了古老的中华文明，地杰人灵，钟灵
毓秀。再现往日辉煌，当从“地杰”入手。在
不大拆大建的前提下，做好安邑古镇的整体规
划。

原汁原味重建古县衙、修复古城墙，以古魏
风格为底色，进行立面改造，恢复和改造一些原
有的晋南名居，让安邑的“古”意重新迸发出来。

将太平兴国寺塔周边违建全部拆除，打造
寺庙公园，让肃然耸立的地标建筑——安邑塔
唤回人们心中最初的“运城印象”。

依托魏豹城遗址，串联八一水库、姚暹
渠、植物园，打造大型湿地公园，与古县衙、
安邑塔公园交相呼应，让安邑古镇宜居宜游宜
商。

其次，让安邑再成客商云集之地。民国中
期，安邑城最红火的地方当属南关，各家运商
皆在南关设有办事处，来自全省各地的盐商聚
集于此，以盐店为主，发展出各类鞋帽、车
马、百货等几百家店铺。开设的转运盐店有高
楼店、裤裆店、两义店等，每天车水马龙，人
声鼎沸，繁荣至极。晋豫会馆应运而生，恢弘
气派，有钟楼、鼓楼、戏楼、过亭、偏院等

（1946 年，为安邑县长张毓桐所毁）。南关的经
济总量占安邑全县的三分之二。

借着古镇综合开发契机，建议在安邑南关
打造具有浓厚历史韵味的商业一条街，形成新
的商业中心。

再次，让安邑再系三晋儿女之根。寻根文
化，让一个城市赋有历史的力量。明清时期，
安邑寺庙文化兴盛。据一位 83 岁的老人说，城
里牌楼有十多个，几乎每条巷道都有好几个寺
庙，白蚁庙、火神庙、二郎庙等等 （尽毁于文
革），烧香祭祖，一片虔诚。这方水土，孕育
了一批先贤名士、革命志士、各界名流。民国
时期，葛家祠堂曾作为县级文化馆，刘家、周
家等大家族房产、铺面无数，占据数条街。

今天，我们不提倡迷信，但亟须保护、修复
穿过历史长河，历经风雨沧桑的古牌楼、古建
筑，让这份厚重的活历史，唤醒现代人的古城意
识、根祖意识，为过去繁盛的家族而骄傲，为祖
先 的 创 业 而 感 动 ，为 百 折 不 回 的 壮 举 而 崇 仰
……让这流淌自祖先血管中的神秘力量，建立
起一种强大的心理凝聚，成为我们伟大的中华
民族生生不息、继往开来、再创辉煌的原动力！

曲折前进的路上，古老的安邑城摸索、失
败、再出发，不改的是来自黄河母亲的坚韧，
不变的是源自河东热土的激情，相信借着大运
城建设的强劲东风，乘着古镇综合开发的大好
时机，必将燃起河东儿女的斗志和抱负，谱写
一曲天时地利人和的壮丽篇章。

梦回古都安邑 再现三晋名城
█本报通讯员 赵丛娜 陈 功 解华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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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实施名牌战略观 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