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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9 日，由华糖云商发起的
“2018 年华糖夏季精品交易会”在南
京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在首场“拥抱
新时代，抢占制高点，中国名酒发展
峰会”上，茅台、五粮液、郎酒、泸州老
窖、洋河、今世缘、西凤、衡水老白干
等著名酒企派员参加了会议并进行
交流，糖烟酒周刊首席产业专家王传
才发表了《酒局千年之巨变，酒商万
亿之商机》的白酒形势和趋势分析，
江苏今世缘酒业副总经理胡跃吾作
了题为《相信趋势的力量，创引中国
新名酒时代》的主旨演讲，结合今世
缘、国缘品牌成长的实践，就打造新
时代“中国新名酒”发表了自己的观
点。

新时代需要“中国新名酒”
胡跃吾认为，当下，打造中国新

名酒有着非常现实而重要的意义。
从大国崛起来说，白酒是中国5000年
历史文化最好的传承和价值表达方
式之一，伴随着中国重新崛起走向世

界舞台中央，新名酒将成为最能代表
和传播中国形象的消费品类之一走
向全球化；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新时代来说，国家停止酒类评比至今
已有 29 年，人民生活显著提高，消费
水平持续升级，在“酒要喝少、喝好”
的普遍心态下，“舒适酒度，更高品
质”成为白酒的未来趋势。在行业

“马太效应”越发凸显的今天，这个大
蛋糕只会属于部分强势骨干企业，属
于勇于创新的新名酒企业；从行业竞
争态势来说，随着白酒业进入深度调
整期，随着公务接待禁酒、贸易壁垒
的打破以及移动互联网的到来，全国
范围的消费习惯快速融合，传统中国
名酒将面临大洗牌，迎来中国新名酒
时代。

“中国新名酒”应具备五大特征
胡跃吾认为，未来“中国新名酒”

应具备五大特征：品牌差异化。白酒
企业必须充分挖掘企业品牌的独特
文化内涵，通过打造差异化的品牌文

化，而与竞争对手在顾客心智中进行
有效区隔，产品才能畅销、长销、溢价
销，企业才能保持在市场上的领先和
优势地位。酒体中度化。随着 80、90
后消费话语权的快速到来，追求饮后
舒适，白酒降度化、健康化已成为时
代发展趋势，高端中度会成为主流，
高端高度酒将成为传统小众酒，成为
专业酒友的选择。中度白酒也是白
酒国际化的必由之路。价格亲民
化。把优质的产品价格控制在老百
姓可承受范围内，是“中国新名酒”维
护白酒市场价格秩序，营造公平竞争
环境的重要职责。这其中大众化、次
高端化将成为最为集中的价格区
间。生产智能化。基于标准化基础
上的酿酒生产智能化方式，以标准替
代手工，以数字信息替代传统经验，
可以保证规模产品的质量稳定，品质
如一，比传统生产更能保证酒品质
量。企业规模化。只有实现规模化
的白酒企业才能具备足够的资源投

入产品的研发提高、品牌的持续提
升、渠道的逐步深耕，提升企业抗风
险的能力。

今世缘谋划酒缘大业，打造“中
国新名酒”

今世缘酒业的前身是江苏名酒
“三沟一河”之一的高沟酒厂。作为
江苏白酒双雄之一，1996年创牌今世
缘，2004 年又创牌国缘，2008 年起公
司主要经济指标跻身全国白酒行业
十强，2014年7月在上交所主板上市，
2017年成功摘得“全国质量奖”，蝉联

“全国上市企业百强”殊荣，企业的硬
实力和软实力得到了极大提升。

胡跃吾认为，“缘文化”是今世缘
核心竞争力，今世缘崛起源于缘文
化。在挖掘“缘文化”方面，今世缘酒
业与中国文化院等权威机构加强合
作，对中华缘文化进行理论与实践方
面的深入研究，实现缘文化的创新性
转化和创造性发展，把缘文化融入产
品，把产品融入生活。今世缘科研团

队，历经多年探索，于2015年5月研制
成功中国第一条白酒智能化酿造生
产线，引领中国白酒酿造智能新时
代；同时把酱香型的优雅与浓香型的
醇厚完美结合，做出了自己的特色，
成功调制出国际主流度数的 42 度中
度健康白酒。既具备中度白酒的自
然舒适，更兼具了高度白酒的醇厚饱
满，形成“喝国缘，醉得慢，醒得快，不
上头，不口干，不误事”的良好品质口
碑。

为迎合新时代中产阶层轻松化、
健康化的饮酒需求，今世缘酒业优化
高端国缘品牌战略定位和发展目标，
将国缘从“江苏高端白酒创导品牌”
升格为“中国高端中度白酒”，在精耕
省内市场的同时，坚持省外重点突
破，梯次开发，同时重点借势央视主
流传播平台以及凤凰网等权威媒体
的高度，以“与大事结缘，同成功相
伴，为英雄干杯”为传播策略，积极参
与、策划符合品牌定位及目标顾客群

体的各类政商圈层活动，打造超级文
化白酒、全国次高端新名酒。面向未
来，今世缘人将弘扬“追求卓越，缘结
天下”的企业精神，紧扣社会主要矛
盾，谋划开创酒缘大业，实现高质量
发展，振兴民族品牌，创引“中国新名
酒”时代！ （邹贯军 苗学飞）

今世缘酒业胡跃吾：谋划酒缘大业，打造“中国新名酒”

市第一人民医院目前共有
护士877人。作为这支庞大队伍
的管理者，市一院护理部主任高
燕介绍，“以前我们更多是单向
关注病人的满意度，现在，我
们正同时将目光转向护士群
体。因为只有她们满意了，工
作中有幸福感了，才会把这种
满意和幸福传递给病人。”高燕
说，新时代，医院早已不再提倡
护士们为了工作抛开家庭、抛开
个人生活；相反，医院正在通过
创新各项举措，让这份职业中的

辛苦得到缓解。
在医院，所有科室的护士

理所当然都要上夜班。为了让
夜班的设置更人性化，市一人
医推出了“我的夜班我做主”
活动，科室可自主选择夜班的
种类，有很多班次可以供大家
选择。为了让护士值夜班更安
全，医院还将一人值班改成了
双人值班，并设置 SOS 按钮，
让护士值夜班期间更有安全感。

“现在的年轻护士们都很有
个性，她们需要更多的关注和

了解。”高燕说，为了给护士
们更多人文关怀，一人医推出
了很多有温度的举措。如：员
工直系家属生病，科室可以让
她公休；家中孩子过生日或面
临高考等特殊日子，科室会安
排休假；护士怀孕可以不上夜
班……这些举措一经推出，大
受欢迎。

“同时，医院也会提供各种
平台让护士们提高专业技能。
你想飞多高，医院都会给你创造
机会。”高燕说。

她们有着“白衣天使”美誉；她们纯洁善良，她们救死
扶伤，她们24小时轮班在岗，长年累月吃尽辛苦。又一
年“5·12”国际护士节到来之际，让我们一起倾听——

她
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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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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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医院和其他大医
院不太一样，ICU 病房有病
人才开，所以我的手机24小
时开机，我全天候处于备班
状态。”庄咪咪回忆，2015年
夏天的那个夜班，“让我终生
难忘。”

庄咪咪有一对双胞胎女
儿，那时才5岁。当晚大约10
点钟，手机突然响起，医院通
知她上班，一位颅脑外伤病
人，情况危重！“不巧的是，那
天我婆婆带着大女儿回老家
了，丈夫又出差在外，就我和
小女儿在家……”但病情如战
情，庄咪咪除第一时间通知
ICU的备班护士和护工之后，
不管三七二十一，叫醒睡梦中
的女儿并给她穿好衣服，送去
了小区传达室，请保安帮忙看
管，随后火速赶往医院。

“这名病人伤情很重，正
值盛夏，抢救室里开着空调，
可大家的衣服都忙得湿透
了。”庄咪咪回忆到。工作时
间不允许使用手机，她开成
静音模式。病人生命体征平
稳后，她抬头看了看时钟，已
经凌晨 2点了。庄咪咪推开
ICU 大门准备下班时，一位
等候在外的老人焦急地上前
询问病情。获悉好消息后，老
人满怀歉意地说，“这么迟还

把你们喊过来，不好意思
了！”庄咪咪说，听到这句话，
心中顿时涌起一股暖流。

庄咪咪这才想起“寄存”
在小区传达室的女儿，看了下
手机，有好几个未接电话，一
定是女儿打来的！她火急火燎
地走进传达室，看着正在熟睡
的女儿脸上还挂着泪痕。保安
说，小姑娘一直哭着要找妈
妈，还不停打电话，“抱起女
儿，我眼泪就掉了下来！”

心脏按压是抢救心脏
骤停患者的首要措施。操
作心脏按压时，必须要有
足够的力度，手臂伸直，
将身体的力量集中到手腕
处，并用手掌根部按压。
在急诊科护士陈华的职业
生涯中，最难忘的一次夜
班，当数她与另外一名护
士和医生，三人轮流为抢
救一名病人进行了一整夜
的心脏按压。

陈华说，那是大约两三
年前的事，当夜她是备班护
士，医院将她叫回科室时，
她看见已有两位病人正在
接受心肺复苏，旁边是另一
位心脏不舒服的病人。这位
病人一开始状况还好，只是
心脏不适，突然间情况恶
化，心室颤动严重，陈华配

合医生帮他进行心脏按压
和电除颤。

陈华说：“再好的体力，
按压者连续做上两分钟的
心脏按压操作就会气喘吁
吁。到了后期其实是可以用
机器代替手动的，但是我们
都觉得这个病人应该能救
回来，始终想着再坚持一
下、再努力一下。”

遗憾的是，尽管他们
做了一整夜心脏按压，最
终 还 是 没 能 救 回 这 条 生

命。下班后大家才发现，
三个人的双手都是青紫一
片。陈华说，回家后她手
疼得无法睡觉，吃了两片
止疼片才勉强入睡。

“病人没救回来，一般
情况下家属会对医护人员
多少有些情绪。但那天，病
人家属看到了我们抢救的
全过程，结果虽然不理想，
仍 握 着 我 们 的 手 连 声 感
谢。”陈华说，“家属的谅解
与认可，让我们很感动。”

从产房转到新生儿病
房的宝宝们，大多一出生就
有各种问题，需要医护人员
用满满的爱心来守护。在潘
文青印象中，最难忘的一次
夜班，是举全科室之力急救
一名只有 850克重的超轻
早产儿宝宝。这也是市四院
有史以来孕周最小、体重最
轻的一名宝宝。

“ 产 妇 当 时 怀 孕 37
周，夜里忽然胎动，没有
办法保胎，只能生下来。”
潘文青说，科室的主任医
生接到电话后迅速赶来。
当夜，所有医护人员拼尽
全力抢救这名宝宝。

那是一个小男孩。潘
文青说，看上去真的很小，

“你的一根手指有他一只
小手那么大。甚至，市场上
的一条大鱼都比他重。”大
家合力给孩子维持住生命
体征后，一直观察着其各
项指标，直到天亮。“低于
900克的新生儿历来存活
率很低，而那一夜我们成
功了，特别有成就感！”潘
文青说。

新生儿病房只收出生
28天以内的婴儿，婴儿在
这里类似于全托管，护士
们既要关注他们的健康，
也要关注他们的吃喝拉

撒，值夜班的护士一刻都
不能休息。

不要以为这么小的宝
宝没有意识。潘文青说，以
她们团队的经验，有时候
宝宝忽然哭了，并不一定
是饿，只是想要得到安抚。

护士通过抚摸或者轻哄，
宝宝就不哭了。

潘文青表示，新生儿
科是一个需要更多爱心和
更多细心的地方，这种爱
心和细心就是洒向宝宝们
的阳光。

记者见到刘兰萍时，
她正在产房里给待产的孕
妇做检查。说起最难忘的
夜班经历，她笑着说：“我
们这里每天都有故事发
生，难忘的事还真不少。”

她回忆，大约在十多
年前的一个凌晨，一名产
妇因为胎儿过大，发生难
产。“宝宝的头已经出来
了，但因为孩子太大，肩膀
卡在了产道里。”情况危
急，如果宝宝长期保持这
个体位，会导致头部供血

不足，对今后的发育不
利，对产妇也不好。

“产妇经过将近十个
小时的阵痛后已体力不
支，为了给她信心和勇
气，我们一直在旁边鼓
励她，让她深呼吸、放
松、正确用力等。”刘兰
萍说，当时产房里共五
六名助产士一起帮忙，大
家各司其职，最终通过正
确的引导，一个重达九斤
二两的“胖娃娃”终于平
安降生。由于助产得力，

产妇甚至都没有做侧切，
从而少受了痛苦。

讲述着这段经历时，
刘兰萍一脸幸福。她说，
新生儿的第一声啼哭是他

们向这个世界发出的第一
声问候。作为产科的医护
工作者，心中那份独特的
喜悦和自豪是旁人无法感
受的。

“上学的时候觉得护
士很美，她们穿着白色的
护士服，戴着护士帽，救
死扶伤，让人觉得很光
荣。”周文建回忆当年的
择业志向时，脸上露出淡
淡笑容。她或许没有想
到，从业 29 年来，她有
25 年半都是穿梭在肺结
核病房间，整个青春都被
掩盖在口罩之下。

这些年，周文建见证
过太多生命的奇迹，也无
数次目睹生命的无奈。让
她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夜

班，是在上世纪 90 年代
初，那时她刚刚转到肺科
上班。一天深夜，一位肺
结核病人突然情况危急，
值班的医生护士们一起参
与抢救。遗憾的是，这位
病人最终没有被挽救回
来，是周文建把遗体送去
了太平间。

太平间在医院后面的
一栋小楼里面，那时候周
文建还很年轻，如今只记
得当时非常害怕。然而自
此之后，她对生死有了不
一样的感触。“死亡其实是

生命的组成部分，我们不
用过分的恐惧它。”

周文建说，如今，每当
有病人健康恢复，她都发自
内心为他（她）高兴；而每当

有病人离去，她总会感到无
力和悲伤，有时会忍不住和
家属一起落泪。“生命很脆
弱，我们一定要珍爱，为了
自己，也为了家人。”

策划
镇江日报综合特稿部
镇报集团今日镇江客户端

统筹
镇江日报总编办

鸣谢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镇江市第三人民医院
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
镇江市中医院

相关
新闻

护理部主任谈护士：让她们获得更多幸福感
本报记者 王露 本报通讯员 朱研

本版图片摄影 王呈

那天夜里
5岁女儿被“寄存”
在小区传达室

本报记者 胡冰心

姓 名：庄咪咪
岗 位：市中医院重症监护室护士长
从业时间：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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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手青紫
因为整夜为病人
做心脏按压

本报记者 王露

姓 名：陈华
岗 位：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科护士
从业时间：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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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宵抢救
保住850克重早产宝宝

本报记者 王露

姓 名：潘文青
岗 位：市第四人民医院新生儿科护士长
从业时间：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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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着晨曦
接生下难产“胖娃娃”

本报记者 胡冰心

姓 名：刘兰萍
岗 位：江苏大学附属医院产房护士长
从业时间：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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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更半夜
送离世患者去太平间

本报记者 王露

姓 名：周文建
岗 位：市第三人民医院肺科护士长
从业时间：2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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