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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日照

身边

小小夫夫妻妻开开餐餐馆馆奋奋斗斗三三年年月月入入过过万万
携手参赛，让孩子知道挣钱不易

尽管时间已来到 2014 年，但我们
或多或少还有一些 2013 年度的收尾
工作需要完成，比如一篇文章，又或是
一个年度总结，而对于 C-NCAP 来
说，2013 年的最后一次新车碰撞测试
的结果注定要在 2014 年伊始与国人
见面，而在这次我们首先选出目前受
到关注度很高的四款国产自主品牌
SUV 车型为大家进行详细解读，包括
三款紧凑型 SUV 和一款小型 SUV ，
分析这四款车在碰撞测试中表现出来
的优势与不足。

之前我们曾经详细介绍过自 2012

年 7 月起实行的 C-NCAP 最新碰撞
规则，在这里就不占用大家的时间赘
述了，如果您想再次进行深入研究，请
点击此处回顾由我们对目前实行的

2012 版 C-NCAP 测试规则解读。下面
进入正题，开始我们的解读内容。

奔腾 X80

正如今天的标题所说，奔腾 X80
(以下简称‘X80 ’)在这次碰撞测试中
不仅仅在自主 SUV 集团中排名第一，
而且在整个批次所有车型中位居榜首
(全部车型成绩请点击此处查看)，要知
道，这批中不仅仅有进口和合资 SUV

车型，更有以安全性独步天下的沃尔
沃家族产品，X80 何德何能可以在这
样高手云集的场合拔得头筹？还是让
我们针对实测结果进行分析吧。

『奔腾 X80 2 . 3 自动豪华型
座椅鞭打试验』

奔腾 X80 的被测车型(2 . 3L 自动
豪华型)装备有 C-NCAP 加分项中的
所有安全配置，其中在 X80 全系车型
中，除了最低配(2 . 0L 手动豪华型)以
外，都标配了来自博世的 ESP 车身电
子稳定系统。

小结

奔腾 X 8 0 在此批次试验车辆
中取得的成绩最高，这说明了它具
有较好的车身结构以及比较有效的
安全配备。优秀的地方不必多说，美
中不足的地方在于乘员胸部的保护
略有欠缺，反映出车身前部结构对
于能量的吸收效果有所缺憾，这个
问题在接下来的几款车中表现更为
明显。

XX8800 夺夺魁魁 22001133 年年末末
CC--NNCCAAPP 碰碰撞撞自自主主 SSUUVV 篇篇

本报记者 辛周伦

儿子出生

年轻夫妻开始创业

韩彦艳是东北人，大学毕业
后，在培训学校当了 5 年的英语
老师，后来投奔父母到河南办了
一个英语培训班，生活还算稳
定。2008 年，韩彦艳与老公迟鑫
相识，2009 年结婚后跟着老公来
到日照。

韩彦艳介绍，刚来到日照时，
一些方言根本听不懂，到培训学
校找工作四处碰壁。“当时年纪
轻，在家又是独生女，什么都不会
做，一些脏的、累的工作更是不愿
意干。”韩彦艳说。

直到儿子的出生，让夫妻俩
人感受到了一种责任感和使命
感，“儿子出生后，我顿时觉得身
上的担子重了，我要努力赚钱，让
老婆、孩子有好的生活条件，过上

安稳的生活。”迟鑫说。随后，夫妻
俩决定要创业开一家餐馆。

早起晚归

夫妻俩三年如一日

10 日 10 点，记者来到韩彦艳
和迟鑫在林海小区中心商业街经
营的嫂子餐厅，由于过了早饭时
间，餐馆里的客人并不多。韩彦艳
正拿着一个煎饼果子，简单的吃着
早饭，迟鑫顾不得吃早饭，已经开
始忙活着烧水、洗菜，为午饭做准
备。

韩彦艳介绍，他们经营早、
中、晚三餐，早上 4 点左右起床，6

点开始卖早餐，一直营业到晚上 9

点左右。
20 多岁的年纪，天天面对着

油烟味，没有空闲、没有节假日的
操劳，让这对 80 后夫妻感觉到疲
惫。“一年到头起早贪黑，天天面

对着浓浓的油烟味，经常累得连
饭都不想吃，就想回家睡觉。”韩
彦艳说，“曾经几度就想这样放
弃，但是看着年幼的儿子，年迈的
母亲，便咬牙坚持了下来。”

如今，韩彦艳和迟鑫经过 3

年的磨练，已经完全胜任了餐馆
的所有工作，将餐馆打理的井井
有条。凭借他们诚信的经营，良好
的饭菜质量，赢得了不少回头客
的光顾。

报名励志青年

为自己寻找动力

韩彦艳告诉记者，自从在报
纸上看到“十大励志青年”的活动
后，第一时间就打电话咨询报名
了。“也许我们的创业事迹并不突
出，但是我们报名参加，就是想给
我的儿子树立一个好的榜样，让
他从小知道，钱的来之不易，要脚

踏实地，坚持不懈，积极向上。”韩
彦艳说。

韩彦艳告诉记者自从开了饭
店后，天天就像机器人，每天忙着
相同的事情，一点娱乐活动没有，
感觉快没有动力了。“参加励志青
年活动，就是为自己寻找一个目

标，每天激励自己努力奋斗。现在
不管干什么，都是劲头十足。”韩彦
艳笑呵呵的说。“不管多苦多累，赚
多少钱，我觉得一家在一起，开开
心心的，就是最大的幸福。我希望
能给孩子树立榜样，多给孩子传递
一些正能量。”韩彦艳说。

广告公司老板秦泗振白手起家

创创业业 99 年年客客户户越越来来越越多多，，真真心心诚诚意意待待员员工工

从蹭地方办公

到坐拥两家公司

2005 年，秦泗振去北京进修回来，萌
发了自己创业的想法。“那时候不知天高
地厚，就想开公司。从北京回来，自己就
成立了一家公司。”秦泗振说。“公司刚开
张连办公地点都没有，正好一个朋友也
自己开了一家公司，在一个没人住的居
民楼里办公，我就招了一个员工，两个人
去他那房子里蹭地方办公。”

8 日下午，记者来到秦泗振的办公
地点，一进门扑面而来的是花香鱼游的
春天气息以及中式家具散发出的古朴味
道。房间里每一个角落都是秦泗振亲自
布置的似乎是不经意却精致自然的收藏
品。

现在秦泗振的广告公司如今已经发
展到拥有十几个员工，每年营业额达几
百万。并且，秦泗振在 2007 年还成立了
日照美景工艺品有限公司，主要经营十
字绣的图案设计和生产，每年的营业额

也在几百万。2012 年，秦泗振又发现了新
的商机，把工艺品厂转让了出去，又开始
筹备日照雅文文化艺术有限公司，专做
艺术礼品。

“他就是非常热爱生活的人。平时再
忙也要挤出时间去钓个鱼，养养花鸟，连
家务都是他全部负责，他把这些都当成
在享受生活。”秦泗振的妻子说，“不仅这
样，他对父母也非常孝顺。每个周必须回
老家一次，而且他一回家，父母完全不用
干活，所有家务都是他全包。”

做最合适的方案

让客户满意

“理想广告做了 9 年，我感觉最欣慰
的就是没有拖欠过员工一分钱的工资，
对各个供应商也从无欠款。”秦泗振说，

“就算刚刚成立个体小公司之初，开发票
需要几千块的税金都需要跟朋友借钱才
能交上的时候，我都没有拖欠过员工工
资。”

“秦哥给人的感觉就是很实在，跟他

干，你永远不需要担心他会坑我们。”一
位跟随秦泗振 5 年的员工说，“不管是客
户还是他身边的朋友，包括我们这些员
工，他都是真心相待。有时候，连客户都
已经很满意的设计，他从专业的角度发
现了一些问题，还会要求我们去改设计。
他一直要求我们不能只是为了让客户满
意，还要让这个设计最合适。”

“广告这个行业跟其他行业还不一
样，效率在我的公司讲不通，我一直要求
的不是效率，而是站在客户的角度，把这
个案子做到最合适。我们是专业的，客户
是业余的，客户有时候的想法并不一定
是正确的，我们做策划是提供给客户多
个选择，把每一个选择的理由从专业的
角度分析给客户，再让客户选择最合适
的。”秦泗振说。

据了解，秦泗振自 2005 年创办广告
公司至今，从没有丢失过一个客户。秦泗
振告诉记者：“我们公司没有业务员，不
需要联系业务，只是在 2005 年刚刚创办
的时候我自己出去跑过业务，现在都是
客户上门来找我们做策划。”

因为爱情，韩彦艳追随迟鑫来到日照；因为生活，这对年轻夫妻开始创业，经营起了一家小
餐馆。面对繁琐的柴米油盐，面对油腻的锅碗瓢盆，夫妻俩从娇生惯养慢慢学会承受，经过 3 年
的磨练，挑起了这份重担。如今夫妻俩将小饭店打理的井井有条，月收入过万，一家三口生活的
其乐融融。

迟鑫将锅炉烧旺，准备忙活午饭。本报记者 辛周伦 摄

本报记者 许妍

秦泗振，1980 年出生，1999 年毕业开始从事广告行业。“那时候广告行业在日照还是一个新兴产业，全市都没
有几家广告公司，我一毕业就应聘到当时日照最大的一家广告公司做设计策划人员。”秦泗振说。“现在能站住脚，
也得益于当时入行早，在市场上占了先机，积累了客户群。”对于自己的成功，秦泗振这样总结道。

秦泗振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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