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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是爱书人的精神家园。李
雪爱书人，她把自己的爱好与事业
高度融合，成立自考书店、李雪书
馆及培训机构，让书香充盈着自己
的生活。近日，记者走进李雪，倾
听她的创业故事。

创业路上书香溢

“我很喜欢读书，所以做的事
情总也离不开书。”李雪举止斯文，

身上散发着读书人的淡雅。由于喜
爱阅读，在大学毕业后的第二年李
雪便放弃稳定的工作，接手亲戚转
让的书店，开始了自己的创业历
程。书店经营困难重重，李雪经过
多方考虑，最终决定走公司化运营
的道路，直接与出版社对接。2008
年，李雪成立了李雪文化发展有限
公司。

书店经营步入正轨后，2013
年，李雪在人民路上开了分店，店
员 也 扩 充 到 十 几 个 人 。 2017 年 1
月，李雪再次整理经营思路，对人
民路分店进行改造，准备将其打造
成半公益的体验式书馆。当年12月
底，李雪书馆以崭新的面貌开始迎
接读者。在这里，市民可以购买书
籍，也可以静心阅读。每天，李雪
书馆都会迎来不少顾客，他们有的
是来买书的，还有的是来看书的，
对于他们每一个人，李雪和她的员
工都热情欢迎。李雪告诉记者，建
设书馆的初衷，就是为了给爱书人
提供一方读书的天地，让他们有更
好的阅读环境。

投身教育助他人

2010 年，作为漯河市李雪文化
发展有限公司旗下项目的漯河首佳

教育培训中心正式立项。2014 年 2
月，漯河首佳教育培训中心挂牌成
立，主要培训范围涵盖专升本、事
业单位、公务员、自考成考等成人
学历教育培训业务。

从中心成立到现在，李雪已
经记不清培训过多少学生。首佳
教育培训中心的墙壁上挂满了锦
旗，都是学生送来的。他们在锦
旗上表达着心声：“真诚育人 师
德 如 烛 ”“ 专 业 专 注 值 得 信 赖 ”

“授教固有方 桃李满天下”……
在李雪家中，也有许多学生写给
她的信件。李雪告诉记者，每次
看 到 这 些 ， 她 觉 得 又 开 心 又 欣
慰，为学生的成功开心，为自己
的努力欣慰。

倾注了无数心血后，首佳教
育培训中心在李雪的期盼中获得
了广大学生的好评，也得到了无
数荣誉，先后荣获“2010 年度河
南省民办教育办学先进单位”“中
国民办教育协会培训教育专业委
员会常务理事单位”“中国社会组
织评估 3A 级社会组织”等荣誉称
号。

“我希望通过书籍和培训，帮
助学生们打开通向未来和梦想的道
路，帮助他们成为更好的自己。”李
雪说。

一个人要想走得远，靠什么？
一家企业要做得长久，什么是最重
要的？漯河市天马广告有限公司的
创始人、总经理纪少治有着自己的
认识。近日，记者走近这位创业
者，倾听他的创业故事。

为追梦 什么苦都能吃

纪少治 1980 年出生，精瘦、
干练是他给记者留下的第一印象。
如今，纪少治经营着两家广告公
司，有自己的生产车间和专业团
队，他的客户和业务也遍及漯河多
个领域。公司多次获得“文明诚信
企业”“信用放心品牌”“读者信赖
品牌”等荣誉，其个人也多次荣获
我市广告行业先进个人。

纪少治出生于洛阳的一个贫困
小山村。1996 年，16 岁的他初次
来到漯河，在一中专学习三年工艺
装潢知识后，他决定留在漯河。初
入社会，一切充满着希望又充满着
挑战。很快，纪少治得到了一份广
告公司的工作。前三个月为实习
期，老板只管他一顿午饭。为了省
钱，纪少治吃饭就凑合了事，晚上
则在一处路灯下打地铺，就这样他
坚持了3个多月。2000年，纪少治
到了一家更大的广告公司工作。印

广告条幅、安装门头广告、焊广告
牌……什么脏活儿累活儿他都抢着
干。从一名广告布展工人到普通广
告业务员，再到广告业务主管，纪
少治用付出和实力一步步获得了老
板和客户的认可。

在该广告公司深耕 10 年后，
纪少治对广告业务越来越有自己的
理解和看法，他想闯出自己的一片
天地的想法也越来越强烈。2010
年，他迈出重要一步，注册成立了
属于自己的广告公司——漯河市天
马广告有限公司。为了更好地服务
客户，2016 年又创立了分公司漯
河市畅元广告有限公司。

优服务 争做漯河最佳

纪少治告诉记者，他认为一个
人想要走得远，能力和人品都不能
缺。而一家企业要想做得长久，员
工素质、企业文化和客户至上则尤
为重要。

他也将自己的想法付诸实践，
践行在公司管理和业务开拓上。秉
持“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的用人
理念，他不断优化重组团队，要求
员工不断提高业务能力和素质，还
不定期组织他们到外地进行培训交
流。纪少治还要求员工恪守“认
真”“快”“坚守承诺”准则，为客
户创造最大价值。

“我对公司发展充满信心，对
我们为客户提供的服务品质更是充
满信心。”纪少治表示，原本他计
划用 10 年时间在漯河打开局面，
但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只用了不
到5年的时间，便基本实现了最初
的目标。如今，走在漯河的大街小
巷，都能见到该公司的广告。纪少
治用实干和奋进，成功搭建了属于
他的一个稳定、完善的广告平台。

逐梦不止，一路向前。纪少
治表示，成为漯河广告行业一匹
奔腾不息的骏马、为客户提供更
高品质的服务是他的追求目标，
他将带领他的团队，向着目标勇
往直前。

（图片由本人提供）

2016年，28岁的薛海亮投身服
务行业，创办了河南铂非生活服务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铂非）。从擦鞋
工，到现在拥有10家门店、1座工
厂的公司负责人；从月收入486元到
现在的行业领军人物，薛海亮这个
立志打造简单、美好、轻松的全新
生活方式的“80后”，用他的坚韧和
执着，带领着铂非大步向前。

不断创新 打造金字品牌

2016年9月，在外漂泊多年的
薛海亮回到家乡，在市区太行山路
附近开了第一家店，取名“铂非”，
主要提供高端皮具护理。2017年2
月，铂非引入洗涤设备和人才，开
展衣物洗涤服务项目。3月，第二家
门店开业。4月，薛海亮注册成立河
南铂非生活服务有限公司，主营业
务包括衣物洗涤、皮具护理、家电
清洗、工程保洁。时至今日，铂非
已经拥有10家门店。

一路走来，薛海亮的创业路看
似一帆风顺，实则经历了不少波
折。他曾经面临客户数量少、客户
信任度低等难题。而他解决这些难
题的办法，就是不断学习、不断创
新。创业初期，面临客源少的难
题，薛海亮把免费擦鞋作为市场突

破口，以优质服务提升客户的信任
度，让铂非在漯河洗染行业占有了
一席之地。2018年，为了实现企业
经营规模化、环保优先化、服务统
一化，铂非建设了中央洗涤工厂。

在不断的创新中，薛海亮和铂
非均大踏步前进。2017 年，铂非
荣获“中国洗染行业协会委员单
位”和“漯河市优秀创业项目”称
号。2019 年，薛海亮先后荣获河
南省第三届“豫创天下”创新创业
大赛漯河赛区三等奖，第六届“创
青春”中国青年创新创业大赛河南
分赛铜奖，漯河市“青年创业之
星”，郾城区十大优秀青年、漯河
市五四青年等荣誉。

以人为本 成就自己
成全他人

对于薛海亮而言，回报社会是
一种习惯，他总是说“想成就自
己，需要先成全他人。”

在铂非团队中，有残疾人、下
岗职工、贫困家庭人员等，薛海亮
带领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不断
增收，体现自我价值。

多年来，薛海亮带领员工开
展、参与了许多公益活动，他们为
全市民警、学校师生、志愿者提供
免费清洗衣物活动。他们走进社
区，为孤寡老人免费清洗家电；走
进学校，帮助学生实现微心愿，义
务清洗学校的窗帘和家电；走进机
关单位，结合创建工作，开展义务
洗衣 8000 多件。两年内，公司为
社会公益活动无偿投入近 80 万
元。2019 年，为了更好地服务社
会，薛海亮牵头成立了漯河铂非生
活青年志愿者服务队。

为了给市民提供完善、高质的
生活服务，薛海亮和他的团队多年
来围绕“家”做文章，在生活服务
行业不断发展、探索。虽然是公司
的总经理，薛海亮却常常亲自上门
拆装窗帘、取送衣物……靠着勤
奋、踏实、热情和真诚，薛海亮奔
跑在创业路上，不断实践着自己关
于完美生活的理念。

罗德山：做成一件事 成就一批人
■文/本报记者 张玲玲 图/本报记者 杨 光

李雪：书香伴着创业路
■文/本报记者 于文博 图/本报记者 杨 光

李雪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创始人
李 雪

马朝军：激情+专注 成就创业梦
■文/本报记者 于文博 图/本报记者 杨 光

纪少治：以梦为马 勇往直前
■文/本报记者 陶小敏

薛海亮：为顾客提供高品质服务
■文/本报记者 于文博 图/本报记者 杨 光

漯河市天马广告有限公司总经理
纪少治

河南铂非生活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
薛海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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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来，河南恒辉电力装备有
限公司总裁罗德山始终秉持着“踏
踏实实做事、老老实实做人”的信
条，严把质量关，公司所生产的电
力产品远销东南亚多个国家。从

“想做一件事”到“成就一批人”，
罗德山将公司经营得风生水起。

公司发展蒸蒸日上

2004 年，罗德山在一家电力企

业从事销售工作。几年里，凭借着
积累的丰富经验以及自己的勤奋刻
苦，罗德山取得了不俗的销售业
绩——个人年销售额上亿元，占企
业总销售额的三分之一。2012 年，
罗德山的脑海里闪出一个信念——
去做一件事。

2014 年，经过精心筹备，寄托
着罗德山希望的河南恒辉电力装备
有限公司成立了，主要负责销售电
力产品。鉴于市场上的产品质量良
莠不齐，追求精益求精的罗德山决
定自己投产。2015年3月1日，罗德
山在经济技术开发区燕山南路一
处，租了一个占地2000平方米的厂
棚。罗德山把厂棚分成两个生产车
间，购进设备后开始正式生产制造
输电线路铁塔。一年的辛苦耕耘，
公司的营业额达到了900多万元。

2016 年，公司顺利成为国家电
网合格供应商。如今，公司拥有4个
生产车间和占地 70 亩的两个厂区，
拥有110多名员工。公司生产的产品
销售至华北、华中地区乃至柬埔寨
等东南亚国家。2019 年，公司销售
额突破1亿元。

良性团队能打硬仗

进入罗德山的办公室，映入眼

帘的是一面书柜，里面摆放着营
销、管理等类别的书籍。多年来，
学习是罗德山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他每天坚持早晨和晚上读
书。在公司里，学习更是所有员工
的必修课——每周一管理层至少学
习三个小时，每个部门全年组织学
习不少于48次。通过学习，为员工
灌输公司“踏踏实实做事，老老实
实做人”的信念，传授工作方法和
技能，增强员工的社会责任感，形
成了一个良性团队和学习型组织。

2019 年，罗德山又有了新想
法——通过公司成就一批人。他把
公司当成家庭，而每个员工都是家
人，教会他们学会生存。“加入恒辉
公司，半年后要有质的改变。”这是
罗德山对自己员工的要求。

事实证明，罗德山所培养的员
工个个能打硬仗，他的团队也是
一个能经得住考验的团队。2019年6
月，罗德山接到一个紧急任务：三
天时间内完成武汉军运会现场的一
条配套线路。罗德山带领员工们连
续奋战三天三夜，最终在规定时间
内圆满完成任务。

“未来的几年里，在继续完成
国家电网配套工程的同时，公司争
取年产值达到20亿元。”对于公司的
发展，罗德山信心满满地说。

河南恒辉电力装备有限公司总裁
罗德山

白手起家，自主创业，马朝
军作为漯河虾·唯一餐饮连锁店
的创始人，创业路充满着坎坷，
但他凭着坚韧和热情，成就了自
己的梦想。

历经风霜更坚韧
创业路上勇前行

马朝军曾是一位军人，1995年
从部队复员后，在我市一家银行做
内保工作，后来由于其他原因，他
失业了。但马朝军并没有气馁，凭
着在部队锻炼出的韧劲，他决定要
通过自己的努力在漯河站稳脚跟。
1996年，马朝军开始创业，经营起
自己的第一家火锅店。

马朝军的创业路是崎岖的，
但不管身处何种环境，他总是保
持 着 不 屈 向 上 的 精 神 面 貌 。
2008、2009 年，马朝军陷入创业
低谷，为了给店里一个得白血病
的员工看病，他不惜卖店救人，
负债累累。尤其 2009 年春节，家
中连过年的钱都没有。当时，马
朝军不仅事业不顺，家庭也陷入
危机，巨大的压力和迷茫困扰着
他。绝望中马朝军冒着大雪，背
着干粮，从漯河徒步回到南阳老

家。“二百一十公里的路程，我走
了四天三夜。回到老家，我已经
成了泥人。”讲起这段经历，马朝
军两眼充满泪水。曾经经历的心
酸与痛苦，也许只有他自己知
道。但也正是因为这段不同寻常
的经历，改变了马朝军，让他重
建信心和希望，回到漯河后重新
开始经营，并在一年内实现盈利。

时刻保持激情
一生只做火锅

走出阴霾，马朝军对自己的
创业有了更多的想法。总结多年
来创业的经验，马朝军认为:“创
业要专注，专注让人有方向感和
目标感，同时还要时刻保持着热
情和激情。”

马朝军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
从不懈怠，真正做到言行合一，每
时每刻都充满激情。工作繁忙，他
从未抱怨，在他的人生信条中有一
条就是“不找借口”。遇到问题，
想方设法解决，遇到失败也不找借
口推脱。“做什么事情都不可能一
帆风顺，只有守着初衷，坚持向
前，才能不断进步。”马朝军说。
如今，马朝军已经拥有了自己的火
锅品牌、6家直营店和40多家加盟
店以及200多名员工。每个月，马
朝军都会在店内举办餐品质量、优
质服务之类的比赛，调动员工的工
作积极性和热情。同时，他还非常
重视员工的业余生活，和员工们一
起练习心意六合拳，给他们的生活
注满正能量。

“以前我做火锅，有各种口
味。为了将火锅做出特色，我决
定只做虾火锅，公司注册的火锅
品牌就叫‘虾·唯一’。”马朝军
说，为了使口味更好，他不断钻
研、考察，与做虾火锅最好的企
业对标，并且要求自己一定要超
过对方。正是基于马朝军的这股
执着，虾·唯一取得了成功。

“人无我有，人有我精，我这
一辈子就专注火锅这一件事。”采
访结束时，马朝军掷地有声地说。

漯河虾·唯一餐饮连锁店创始人
马朝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