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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凤梧：女，1954年生，中共党员，原重庆毛纺织染
厂女工，获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巾帼建功标兵、重庆
市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1997年成立重庆凤梧商贸有
限公司，现有凤梧连锁超市120家，5万余平方米配送中
心，员工3000余名。

杨欣玥：女，1991年生，中共党员，本科毕业于美国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中国妇女十二大代表，重庆市三
八红旗手，2016年回国创业，成立重庆市艾尔伴家科技
有限公司，致力于通过智能硬件整合大数据分析运用，
为城市综合治理提供一体化解决方案。

人物名片

下岗劳模企业家对话90后海归创业者——

“永远记住，国家繁荣昌盛企业才会壮大”

对 话 初 心

11月18日，在位于巴南南彭公
路物流园的重庆凤梧商贸有限公司
总部，该公司董事长梁凤梧和海归
创业者杨欣玥见了面。

“我父母虽然经商，但我没有继
承他们的事业，我妈妈不太明白大

数据智能化的概念，总对外人说她
女儿在卖锁。”初次见面，杨欣玥活
泼的话语就把梁凤梧逗笑了。两代
“女强人”很快熟络起来。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
人有一代人的担当。不论从商业模

式还是经营范围，梁凤梧与杨欣玥
创办的企业都有很大不同，但她们
也有相同之处——两人都在年轻时
入党，创办的企业均成立了党组织，
靠着脚踏实地的努力把企业做大做
强了。

聊创业初心
梁凤梧：党员身份提醒我不等不靠、诚

信经营，生意才会走向正轨
杨欣玥：从行业痛点中发现商机，决定

创业

杨欣玥与梁凤梧的女儿早前通过欧美
同学会相识，在杨欣玥眼中，梁凤梧更像一
位长辈。不一会儿，杨欣玥跟着梁凤梧公
司员工一道，改口喊起了“梁孃孃”。

“梁孃孃，您当年经商不是一条主动选
择的路，是什么力量推动您一步一步做大
做强的呢？”杨欣玥因发现商机开始创业，
她对梁凤梧的经历感到好奇。

2016年，杨欣玥回国，发现开发商交
房阶段物业管理亏损这个“商业痛点”，从
中发现商机，开始创业。

与自信、自主、独立的杨欣玥这一代人
不同，梁凤梧当年创业实属“不得已”，有一
丝被时代裹挟的意味，也背负着十分沉重
的负担。

“我18岁进厂，勤奋学习、苦练技能，
首创了全市纺织行业第一个‘千米无疵布’
的优异成绩。”回忆在重庆毛纺织染厂的时
光，梁凤梧目光柔和，语气带着一丝眷恋。

上世纪80年代初，她荣获“重庆市劳
动模范”称号，当选市政协委员，并且光荣
入党。入党后，梁凤梧踌躇满志，立志为人
民多织布、织好布，憧憬着为国家纺织事业
贡献一生。

但仅仅在10多年后，理想与现实就有
了天壤之别——1994年，随着国有企业深
化改革，在国企工作了23年的梁凤梧与丈
夫一起下岗了。上有老、下有小，每月却只
有300多元下岗补助金，家庭经济变得十
分拮据。

梁凤梧对丈夫说：“我们是党员，不要
给党组织和厂里添负担，自力更生谋出路
吧。”随后，夫妻二人借了6000元钱，在李
家沱福兴商场租下一个柜台，卖起了童装。

一开始，梁凤梧这位“先进”对下岗做
生意这事有些拉不下面子，遇上老熟人，还
曾往柜台下躲。更糟糕的是，由于没有经
验，货品不受欢迎，梁凤梧的童装卖不出
去，半年后就过季了，6000元亏损大半。
梁凤梧回到家，与丈夫女儿抱头痛哭。

“妈妈，大不了我初中毕业就出去找工
作，挣钱养活你们。”读小学的女儿一句话，
给梁凤梧极大鼓舞。她振作起来，总结经
验，考察市场，认为日用品虽然利薄，但总
能卖得出去，又举债6000元，转为经营日
用化妆品。

梁凤梧真诚待客、诚信经营，一次不小
心进了假货，经人提醒后，她咬牙将其全部
销毁。就这样，她的柜台生意越来越好，旁
边柜台做不走了，梁凤梧接手过来拓宽销
售品种，生意逐渐走上正轨。

谈发展动力
梁凤梧：初心、责任和担当促使不断突

破自我，最终有了今天的成绩
杨欣玥：老一辈企业家吃苦耐劳、守信

担当、聚焦实业的精神，应成为当代企业行
稳致远的法宝

到1997年时，梁凤梧已经经营了20
多个柜台。一家人原本打算如此富足、平
静地生活下去，却因为许多原重庆毛纺厂
下岗女工的请求而打断了。

“梁姐，我也下岗了，请您让我来柜台
上班吧！”她们纷纷向梁凤梧求助，梁凤梧
也接纳了所有来找她的下岗姐妹，但20多
个柜台，安置不下这么多员工。

于是，梁凤梧决定开办第一家凤梧超
市。

做这个决定前，她三天三夜没睡着
觉——开超市，意味着又要举债，又要学习
全新的知识，这是一个没有退路的选择。

“看着昔日的好姐妹，想着自己下岗时
的困境，想到自己作为一名党员，我没有理
由不帮她们。”三天后，梁凤梧下定决心，凤
梧商贸有限公司由此起步。

梁凤梧也从此过上了另一种生活——
20多年来，她每天天不亮出门，晚上回家已
是疲惫之至，有时用手捏一捏小腿肚，就留
下久久不能复原的一个小窝。

“习近平总书记说，幸福是奋斗出来
的。我已经67岁，深知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是一辈子的事。”回想开办超市的历程，
梁凤梧感慨，是初心、责任和担当促使她不
断突破自我，最终有了今天的成绩。

“您的拼劲、韧劲和干劲，值得我们年
轻一代好好学！”杨欣玥对老一辈企业家吃

苦耐劳、守信担当、聚焦实业的精神感到敬
佩，“我们要把这些宝贵的精神传承发扬下
去，成为企业行稳致远的法宝”。

讲党建感悟
梁凤梧：无论在哪里创业，党组织的关

怀从来没有缺席，所以决心在公司成立党
支部，延伸组织关怀

杨欣玥：回国创业初期，因为有党组织
关心，从没感到孤单无助

2016年，杨欣玥回国，在两江新区互
联网产业园创办公司。最初，公司就她一
个人。

但是杨欣玥从没感到孤单无助，在互
联网产业园党群服务中心的关怀下，她参
加了集体活动，认识了创业朋友，有了第一
次参展和举办产品推介会的经历。不久
后，杨欣玥申请入党，并于2018年成为一
名共产党员。

“梁孃孃，您当时为啥要在企业成立党
支部？”2003年10月，中国重庆凤梧商贸有
限公司支部委员会成立，这是巴南区首个
非公有制企业党支部。杨欣玥对此很好
奇。

“我从国企下岗，最初感到失落、迷茫，
有种无法言说的难受。”梁凤梧感慨，但下
岗后，不论在哪里创业，党组织的关怀从
来没有缺席，总有街道党组织关心帮忙。
后来，企业一步一步壮大，有老员工退休，
看到她们领到退休金，当初下岗的阴霾
才真正一扫而空，“我体会到，党组织时时
刻刻关怀着我们”。

正因如此，梁凤梧决定把党组织的关
怀在自己创办的企业中延续、延伸开来。
党支部最初只有8名党员，现在发展到56
人，党支部也升格为党总支，1个月前，又升
格为党委。

如今，56名党员都活跃在凤梧超市一
线，发挥着模范先锋带头作用，为企业凝聚
起强大战斗力。

更令人欣慰的是，梁凤梧感到了当代
年轻人入党积极性高涨。如今，梁凤梧的
女儿胡凌云担任了凤梧商贸有限公司党委
书记。

“梁孃孃，我们也成立党支部了！”听梁
凤梧介绍了近年来开展的生动党建活动，

杨欣玥深受触动；“回去后，也要把支部活
动搞得丰富多彩，以党建引领企业发展。”

话民企担当
梁凤梧：不赚一分不义之财，始终将群

众利益摆在首位
杨欣玥：真正以“为老百姓住行提供便

利”为设计出发点，产品受到认可

随着企业壮大，梁凤梧的企业也承担
起更多的社会责任。

“非典、汶川地震、洪灾、新冠疫情……
每当这种时候，公司都会捐款捐物。”梁凤
梧说，作为一名党员企业家，她时刻牢记企
业社会责任，始终不忘回报社会。

2015年8月，渝北统景遭遇洪灾，凤梧
超市统景门店也受灾。得知当地群众因停
水停电一整天都没吃上热饭，梁凤梧立即
组织公司装运来热腾腾的饭菜，免费向群
众发放，并决定凤梧超市统景门店一个月
不盈利，猪肉、蔬菜、米面、水果等民生商品
均以进价销售。

“凤梧超市以实际行动告诉大家，不管
遇到什么事，我们都不赚一分不义之财。”
梁凤梧说，新冠疫情初期部分物资紧张，凤
梧超市也保证所有门店不空台、不涨价，始
终将群众利益摆在首位。

也正是在这样的企业文化下，公司培
养出有责任、有担当的员工。2020年1月
24日除夕夜晚，公司两名驾驶员主动请缨，
将60余吨生鲜蔬菜运往武汉。

“梁孃孃，您讲的这些道理，我也深有
体会。”听到这里，杨欣玥深受触动。在她
看来，“艾尔伴家”的智慧社区智能门禁系
统之所以能够从众多企业中脱颖而出，被
政府采购，是因为这套系统真正以“为老百
姓住行提供便利”为设计出发点，在使用过
程中为老旧住宅楼的安保和管理提供了极
大便利，得到居民认可。

“我讲的都是对过去的感悟，现在担子
落在你们这代人身上，但不管时代如何发
展，希望你们永远记住，有国才有家，国家
繁荣昌盛企业才会壮大。”梁凤梧看着杨欣
玥语重心长地说，办企业时刻不能忘记应
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只有国家强盛、社会安
定、人民富足，我们的企业才有立足之地，
才有生根、发芽、壮大的可能。

“谢谢孃孃，你对员工就像自己的娃儿，这份工作
来之不易，我一定好好干……”几天前，重庆凤梧商贸
有限公司员工田燕给公司创始人梁凤梧发来一条微
信。和田燕一样，在公司，员工们总亲切地称梁凤梧为

“孃孃”，而非“梁总”。
“喊孃孃亲热，他们把我当内伙子，我也不把他们

当外人。”67岁的梁凤梧在公司总是笑脸迎人、和蔼可
亲，哪个员工有困难，她总是热心肠出手帮助。与其说
她是老板，还不如说她是“家长”——管理着近3000人
大家庭的家长。

梁凤梧至今记得20多年前，一位下岗女工流着泪
来找工作的场景——那名下岗女工连孩子上大学的学
费都快凑不上了。

“我怎么可能不帮忙！”20多年来，梁凤梧先后开
了120家连锁超市，安置下岗失业人员和农民工3000
余人，除保安和搬运工外，全是女性，而且半数以上是
四五十岁的中年女性。

在公司，梁凤梧有条不成文的规定：无论“刮风下
雨”，每月15号一定要按时发工资。在梁凤梧心中，自
己和员工不仅仅是雇佣的关系，更是亲人一般。

一直以来，梁凤梧都对公司发展路径选择极为谨
慎，因为她深知，3000多名员工，以及他们背后的家
庭，都依靠着这家公司，这是压力也是动力。欣慰的
是，女儿已从深圳辞职回到重庆接班，承担起这份重
担，梁凤梧现退居二线。

“我们将坚持扎根乡镇市场、深耕乡镇市场。”梁凤
梧说，凤梧超市将始终秉承振兴乡村的发展理念，编制
好乡镇贸易物流网络，秉承“劳模办超市，货真又实惠”
的宗旨，一方面让利消费者，另一方面促进本地农户增
收，为推动乡村振兴发挥作用。

梁凤梧：

3000多名员工及背后的家庭
这是压力也是动力

杨欣玥的朋友圈信息，最近的一条是11月16日
庆祝公司成立五周年时发的。

很难想象，这个90后女孩，掌管着一家注册资本
2000万元的新型创新公司——重庆市艾尔伴家科技
有限公司。

“5年前，我可不敢拍着胸口保证公司一定会成
功。但人嘛，总要试一试才行。”杨欣玥是一名典型的

“创二代”，从小目睹父母创业的她，知道只有付出超越
常人的努力和汗水才能成功。

2015年，杨欣玥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毕业
后，曾担任过硅谷一家创业电商公司的市场营销总监。

在硅谷的工作经历，让杨欣玥接触了不少风投大
佬。她感觉到，中国在全球资本市场中的地位越来越
重要，以后发展的机会一定很多，于是她萌生了回国创
业的念头。

2016年，杨欣玥回到重庆。
一次偶然的机会，杨欣玥发现父母的地产项目由

于许多居民没有入住，导致物业公司亏损。“能不能打
造一个智慧物业平台，以智能门禁、物联网为载体，减
少人员浪费带来的损失。”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杨欣
玥有了结论：智慧物业的模式很好，找准定位，肯定可
以实现盈利。

2016年，艾尔伴家落户在两江新区互联网产业
园，当时的办公场地只有100平方米。

转折发生在2018年。
“那年我毛遂自荐，在没有物业、没有门禁系统的

渝北区花园新村社区免费安装了5套智慧门禁系统，
居民反响很好。”杨欣玥说，智慧门禁装好后，居民们用
手机或者“刷脸”就能开单元门，方便安全，大受赞赏。

同年，公司参加了重庆举办的第一届智博会。
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打乱了城市生

活。艾尔伴家智能门禁却在疫情期间发挥了极大作用，
帮助社区工作人员精准采集数据，有效遏制疫情蔓延。

未来充满挑战，杨欣玥却充满自信：“我希望品牌
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大家一听到智慧社区，第一时间想
到的是我们，这就是我的小目标。”

杨欣玥：

看好国内发展机会
回 国 寻 商 机 创 业

（本组稿件由记者颜若雯、周尤采写）

对话“建党精神”·企业家在行动②

▶11月18日，梁凤梧（左）带领杨欣玥（右）在重庆凤梧商
贸有限公司参观交流。 记者 周奇 摄/视觉重庆

时而大火爆炒，时而小火慢
炖，厨房里香气四溢。蒋能手执
大勺，行云流水间，一盘盘美味佳
肴就上了桌。

如今，身为重庆若富特酒店
管理有限公司出品部总监，中西
式烹饪高级技师的蒋能仍然每天
坚守在厨房一线。

学厨是个辛苦活。17岁那
年，蒋能到餐厅当起了学徒。每

天一大早，他爬坡上坎一头栽进后厨，深
夜餐厅关门，他继续苦练厨艺。时间一
长，右手虎口磨出了一大块茧子。

2002年，蒋能来到重庆希尔顿酒店
工作，学习到了更加多元的饮食文化。他
的师傅已经70岁高龄，却依然在厨房里
忙前忙后，这让蒋能内心深受触动，“活到
老，学到老，干到老。这不就是我应该学
习的匠人精神吗？”

为了更快地提升专业技能，蒋能的刻

苦可以说是“拼命式的”。他潜心研
究，一道菜一做就是好几天，为了锻
炼对火候的掌控，用手去体验油温
也不在话下；他常常泡图书馆阅读
烹饪书籍，在互联网上学习饮食文
化最前沿的信息。

蒋能的厨艺在他的刻苦努力下
快速精进。2005年，他耗时3个月
精心研制的蟹黄灌汤鱼丸，一举夺
得香港国际美食大奖银奖。

几乎在每一道菜肴中，食客们都
可以发现蒋能的坚持。每年10月，
2000多米的金佛山上生长了成片的
方竹笋，先带壳飞水，再和猪肉、猪骨
小火慢煲，不加调料，也鲜美异常。
从造型、口味再到食材搭配，甚至季
节性，蒋能都考虑周详。

蒋能还善于发掘与开发新菜肴，
研制的多款菜肴获重庆市地方名菜
称号。“白油笋条”“迷你小灰粑”获中

国名菜及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菜
品。而他个人也被评为国家级技能
大师、重庆高技能领军英才、重庆最
美巴渝工匠、重庆市五一劳动奖章获
得者，荣获中华金厨奖等，担任第44
届世界技能大赛副裁判长、全国烹饪
技能竞赛评委等，被载入《大师绝味》
《国家名厨》丛书。

以学之长，报效社会。蒋能精心
培养高级技师9人，技师13人，星级

酒店总厨5人，并对开县长江烹饪学
校进行对口培训指导，指导学员获
2020年巴渝工匠杯技能大赛一等奖
等荣誉。

30年烹饪之路，蒋能更像是在打
造一门极致的饮食艺术。未来，他将
继续秉持匠人之心，对作品精心雕
琢，为饮食文化赋予更加丰富的内
涵。

王小寒 阳丽

蒋能：执着求索 以匠心烹饪美味珍馐
2021年“寻找最美巴渝工匠”选树活动之获奖人物巡礼（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