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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上“饥饿”游戏
——访初教系
——
14 级小学教育专业刘成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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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

嘿！ 营销小生

21 世纪的“懒人经济”来势汹汹：社会
的进步就是让一切都变得越来越简单，越
来越方便，换句话说，就是在培养越来越多
的 " 懒人 "。 20 出头的刘成彬愿意拥抱“懒
人经济”，他说在互联网时代，省去的时间
可以干更多有意义的事。
刘成彬， 初教系 14 级小学教育专业，
目前担任承德地区“饿了么”外卖平台市场
经理。 从大一下半学期投递的一份简历开
始，就注定了他会步入一场有关“饥饿”的

2015 年 12 月 19 日的大学英语四级考
试如期而至。 刘成彬随即在班级群里发送
一个名为“四级与‘饿了么’更配”的红包。
他说广告词， 流行语都能自如的运用到宣
传里，这已经形成一种意识。此时的刘成彬
每天除了处理学业，还要接通各种电话，面
对各种商家，策划各种营销方案。人们常说
成功者有与生俱来的本领， 但在刘成彬这
里， 大部分的能力还得需要时间和耐力的
打磨。
时间回到 2014 年，刚刚步入大学的刘
成彬怀着新鲜劲儿在 58 同城上投递了一
封简历，随后就开始在金融服务平台“分期
乐”上从事宣传工作。“那时候还不知道“分
期乐”具体是什么东西。就出于自己对销售
宣传这方面有兴趣。 ”刘成彬有着“初生牛
犊不怕虎” 的精神， 也怀着理性择业的睿
智。“
‘分期乐’接触的是 c 端（学生），主打
校园市场。我更想直接接触 b 端（商家），这
样锻炼更大。 ”于是半年之后，刘成彬带着
自己积累的营销经验转战“饿了么”。 用他
的话来说“竞争激烈，干起来比较有意思。”

是这个平台最吸引他的地方
刘成彬主要负责区域为承德大学城，
在这里“美团外卖”是强劲的对手。“我们会
时刻关注对方的动态来制定营销计划。”这
期间， 刘成彬所在的团队策划了“四元管
饱”和“订餐赠饮”的优惠方式。然而跟在对
手后面跑并不是长久之计， 刘成彬认为提
高商家送餐质量和速度才是最根本的点。
为此，他统计了全校 2000 多个宿舍，抽样
去调查学生们心目中的美食和理想商家。
对于外卖平台的另一端枢纽“商家”，刘成
彬也有自己的见地。“和商家谈判的时候要
注重数据，我们要业绩，而商家要利润。”刘
成彬至今已经谈成 10 个商家，在这个过程
中，他遇到困难，也得到成长。 由于自身是
学生，很容易被一些商家不重视，但他还是
坚持一家一家谈，时刻积累经验。“胆子大
一些，把握好提前制定的额度，和商家明确
表明利益关系就 ok。 ”

赶赴“
年轻”时代
“饿了么”是由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的硕
士研究生张旭豪在 2008 年 4 月在读期间
与其同学创办。 目前整个企业人员呈现年
轻化。 在刘成彬眼里，这就是一场“年轻”

派。

游戏继续，“创业”，你在未来等我
“末端物流”是以满足配送环节的终端
(客户)为直接目的的物流活动。 这类活动是
以消费者的旨趣为转移的。这也是刘成彬在
学校参加创业大赛中的核心内容。“
取餐，送
餐的单子学生可以抢， 别的城市已经兴起，
但在中小城市还难以让人接受，但这个会慢
慢深入到各个地方。 ”刘成彬的创业目标早
已立在未来， 但他表示大学期间资金和技
术都不太成熟，还不是创业时机，只希望通
过大学兼职来提升能力， 未来和普通毕业
生相比更有竞争力。 自己的一套创业理论
就是，“创业不一定是我单独建立一个自己
的平台，而是创造自己的领域和事业。 ”
刘成彬说他还会陪伴“饿了么”走上很
长的一段路程。 为奔波忙碌的人群提供尽
可能多的服务优惠，为这个便捷，快速的时
代节省呼啸的时间。 他在外卖平台的“饥
饿”游戏里是个圣斗士，在人生不断追求的
游戏里则是自己的英雄。
“想做的就去好好做，要懂得奋斗。”这
是他转身再次前行后留给更多勇士的声
(校报记者 邢君)
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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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3 日, 我校与石家庄佳诚网络技术有限
公司“校企合作阶段性总结讨论暨合作项目展望会”
在数学与计算机系会议室召开。 出席会议的领导有
河北民族师范学院院长苏国安、 石家庄佳诚网络技
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张鑫、校长助理、党政办主任李克
军等，会议由数计系李胜青主任主持。 苏国安对前一
段的工作给予肯定， 同时对下一步工作进行具体部
署。
（数计系)
※12 月 6 日， 副校长张淑玲带领信息中心和学
生处一行 6 人赴中央民族大学考察信息化建设情
况。 双方就校园信息化建设、校园网络管理以及如何
推广办公 OA 系统、 学工系统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
流。
（信息中心）
※12 月 8 日， 我校举行消防安全知识培训和灭
火消防演练活动。 200 多人参加此次演练。 副校长王
军亲自到演练场地进行指导， 安全工作处处长金志
国对此次演练的重要性作了介绍。 消防科杨志强向
大家详细地讲解了灭火器的正确使用方法和注意事
项，并进行了现场演示。
（保卫处）
※12 月 8 日下午，我校召开学科建设工作会议，
50 余人参加了会议。 校长苏国安出席了会议并发表
讲话，会议由副校长赵翠华主持。
（科研处）
※12 月 9 日，校纪委组织学校部门负责人、中层

副职及重点单位科级干部参观承德市廉政教育基
地，接受警示教育。
（纪委）
※12 月 10 日，我校与 365 健身动力集团签订了
校企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在 365 健身动力集团举行，
副校长赵翠华出席签约仪式。
（体育系）
※12 月 11 日下午， 我校 2013 级师范专业本科
生教学技能竞赛决赛分两组同时举行。 副校长赵翠
华出席并观摩了此次比赛。 经过激烈角逐，最终，历
史学李学文同学和物理学李雅洁同学分别获两个组
的一等奖。
（教务处）
※12 月 15 日， 我校 2015 年团总支年终工作考
核在大学生活动中心报告厅举行。 党委副书记王铁
出席活动并作重要讲话，来自全校 11 个系的团总支
代表紧紧围绕思想引领、校园文化活动、志愿服务与
社会实践、 创新创业活动、 团务管理等工作， 通过
PPT 陈述形式总结和梳理了各系 2015 年度共青团
工作。
（团委）
※12 月 17 日，副校长张淑玲带领学生处、发展
规划处相关领导以及我校 60 名学生参加了在承德
大剧院隆重召开的“第二届承德互联网大会暨电子
商务论坛”。 张淑玲代表我校与承德市互联网协会签
订了战略合作协议。
（发展规划处、学生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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茺近日，国家科技部下发了《关于
茺11 月 30 日出版的 《人民日报》第
2015 年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36 个项目立
十三版在头条位置刊登了我校法政系庞
项的通知》文件，经过一年多来不懈努
—《倾力打造
凤芝副教授撰写的文章——
力，历经申报汇报、项目可行性论证、课
京津冀水源涵养功能区——
—河北承德加
题评审、预算评审评估等环节，由我校苏国安教授带 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这是我校教师首次在《人民日
领的科研团队终于喜得硕果，课题组申报的项目“特 报》上就区域经济发展问题发声。
（科研处）
色文化创意产品关键技术研发及示范应用”获科技部
批准立项， 项目编号：2015BAH43F00， 批准经费：363
茺近日， 我校吴丽君教授主持申报的科研项目
万元。
（科研处） “河北汉语方言调查平泉” 获国家语委科研规划办公
茺12 月 27 日，我校数学与计算机系参加了由河北 室批准列入首批“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项目专项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 课题，批准编号：YB1514A003，批准经费：8 万元。
北省教育厅联合举办的“2015 年中国技能大赛－河北
（科研处）
省电子信息职业技能大赛”并获得团体奖 4 个。 其中，
茺在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组织开展的第五届
迟剑、 刘艳飞、 房健老师组成的参赛队获得团体二等 全省教育系统优秀志愿者、优秀志愿服务品牌、优秀
奖，赵彦明、尚宇辉、王子畅老师组成的参赛队获得团 志愿服务组织、志愿服务工作先进单位、志愿服务先
体三等奖， 迟剑老师参加程序设计比赛获得个人三等 进工作者评选命名活动中， 校团委荣获多项荣誉称
奖； 赵彦明老师指导的程序设计项目学生组和迟剑老 号：“小太阳”志愿者服务队荣获第五届全省教育系统
师指导的程序设计项目学生组均获得团队二等奖，于 优秀志愿服务品牌；校青年志愿者总会荣获第五届全
万国老师指导的计算机调试项目学生组获得团队二等 省教育系统优秀志愿服务组织称号；校团委荣获第五
奖。 霍伟伟、李颖、贾新宇同学获得个人二等奖，牛云 届全省教育系统志愿服务工作先进单位称号；四名教
波、张怀高、籍靖晶同学获得个人三等奖；卢景祎、胡宗 师荣获第五届全省教育系统志愿服务先进工作者、优
森获个人二等奖，陈滕获个人三等奖。
（数计系）
秀志愿者称号。
（团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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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系 薛梅 高晓东
时间，即将走过不平凡的 2015 年，
这一年，
很多我们习以为常、觉得难以改变的事情，
很多我们认为难以解决的痼疾，
很多我们抱着期望却困难重重的改革，
都在悄无声息中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一年，
我们是在创新、创业、创造、创客的时代氛围中，
快马加鞭，
追寻着新常态、一带一路、正能量的时代价值，
追寻着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实现。
不需要站得多高，也能看见
我们腾飞的高度；
不需要回眸多久，也能发现
我们走过的轨迹。
时间，交给我们真理，正义和良知
时间，交给我们理想、希望和远方。
时间在社会，在校园，在我们心上。

；

对于我们——
—河北民族师范学院，
时间，已从 1907 年跨越了 108 年，
1907，光绪皇帝御笔亲批，——
—热河速成法政学堂
1958，承德师范专科学校
2010，河北民族师范学院
百年的风霜雪雨，百年的薪火相传。
百年的披荆斩棘，百年的风雨同舟，
我们终于迎来了曙光高照的崭新篇章。
从迁校升本、委省共建、转型发展、民族大学梦的同心所向，
从教学型、应用型、民族性、地方性的同心所属，
我们，
正在化腐朽为神奇，
我们，
正把太阳举过头顶，
我们，
正在合众摇桨，定格出我们前进的方向。
我们，
正饮满光明，
在未来的道路上驰骋理想。
2016，
元旦的钟声即将敲响，
让我们拥抱簇新的时间吧，
让我们在这美丽的校园里职责相守。
让我们在这青春的书屋里点亮希望。
让我们在这生命的圣殿中持之以恒。
让我们在这光明的长路上收获未来。
让我们彼此珍重，
在这光明的长路上收获未来！

邮编：067000

承德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印数：2000 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