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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职业厨师到优秀销售人
29岁的他由厨师改行做销售

1990 年，初中毕业的马忠才
在保定学习厨师技术后，在石家
庄一饭馆炒了一年菜，而后回
老家巨鹿一家宾馆做厨师。 厨
艺见长的他随后开了一家饭
店，谁知因不善经营，最终赔
了个一干二净， 实在撑不下去，
挥泪关门。

29 岁的他背着 5 万多元债
务离开家乡，先后到过北京、保定
和石家庄，想干老本行，找份厨师
工作，但一直没合适机会。一次在
石家庄人才市场，一家 LED 企业
招聘销售员， 他正式应聘做了一
名销售员。

从没接触过销售行业的马忠
才，入行之初，用最笨的方法每天
骑自行车“扫大街”，沿街门市挨
家挨门进，但多数是碰了“一鼻子
灰”。 每天来回跑二十多公里路，
双脚无数次丈量石家庄的大街小
巷。累点苦点没啥，可由于业绩较
少，起初挣得钱连每月 90 元的房
租都交不起。

自学取得营销师资格

老板、同事不断地鼓劲儿，让
马忠才撑了下来。他也很努力，无

数的实践让他深深感到， 没有专
业的知识， 做营销业务会事倍功
半。他买来营销书边学边干，初中
毕业的他，又报考了成人教育，取
得了大专学历， 拿到三级营销师
资格证。

他说， 做营销其实特别考验
人的耐心。 找沿街门店的老板容
易，但业务量很小，更多的是与大
商场、企业及单位打交道。在异乡
的他没人牵线搭桥， 只能靠自己
“跑”。

“想取得别人的信任，我用的
是笨办法———等。 一等两三个小

时，甚至等半天，那是常事。 ”他
说， 一次得知石家庄一家大型医
院要做亮化工程， 他来回跑了三
四天，才见到办公室主任。可主任
说需要院长拍板， 他只好又找院
长，院长一会儿开会一会儿检查，
他就一次次在门外等待。 半个月
后，他成功拿到一笔大单。

随着业务量逐渐好转， 收入
越来越好，3 年后马忠才还清了
所有债务。 渐渐地，他从年销
售额不足 50 万， 增加到 200
万、300 万、500 万……身份也
从企业的销售员到销售部主

任，再到经理。 身份在变，不变
的是他对产品的销售追求。

带领团队获多项专利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只做好
眼前的，早晚会失去竞争力。如何
在这个行业做得更前卫更好？ 马
忠才带领着自己的团队， 研制光
电产品市场上最前沿的新技术，
产品只有更适合客户， 才能长久
地占据市场。

每年的广州光电产品展览
会， 是全国甚至世界一流的交流
会，他都会和团队去学习，同时不
断跟知名厂家进行技术交流合
作。

两年多来， 马忠才和团队
获得了三合一户 LED 插灯显
示屏 、室内 LED 面板灯 、户外
景观灯具等方面的专利。 他研
发的超薄面板灯厚度不到 1
厘米 ，且光源是侧发光 ，消除
了 LED 产品刺眼的问题，获得
了客户的青睐。

付出就会有收获， 他带领
团队拿下了石家庄新火车站
对过的塔坛国际商贸城户外景
观灯等大型项目。

如今， 已成为自己公司老板
的马忠才， 依然在这个行业内不
断研发， 开创属于自己的一片天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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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家乡的品牌闯天下
我的工作就是“奔波”在路上

昨日， 记者与左西闯取得联
系时，他正在去见客户的路上。

“我多数时间都在路上，在外
边就是奔波、来回坐车。 ”左西闯
说，在江苏做业务，公司一年只负
责他四次的往返费用， 其它往返
费用由自己负责。

回家一个单程就需要十六七
个小时， 左西闯一年顶多回家五
六次。即使在江苏，虽说公司也设
有办事处作为驻点， 但他们的业
务面对的是整个江苏省市场，需
要亲自一个县市一个客户点的去
跑， 每月在办事处的时间不到一
星期， 其他时间都是奔波在各个
县市之间的路上。

“要不咋叫我们‘跑业务’的
呢，我们就是一直在跑。 ”他笑着说。

虽然辛苦， 但从小喜欢接触
新事物、 新面孔的左西闯并没想
过退缩。 正如他名字中含有一个

“闯”字一样，他从毕业就开始在
外闯荡自己的事业。

只身闯天下的路不好走

22 岁大学毕业后，左西闯直
接应聘进入国金药业做起业务
员， 最初工作常驻地在石家

庄， 负责石家庄周围各县区的
销售。 两年后， 业绩优秀的他
被选派到市场开发还不成熟的
江苏省， 从只负责石家庄部分
县域业务， 直接到和搭档一起
负责江苏全省的业务。

在石家庄时， 个人负责区域
小，工作量也少，另外离大本营比
较近，遇到困难还有人给帮衬，可
到了江苏全得靠自己， 繁杂的开
支报销审核成了他遇到的第一个
拦路虎。

那是刚到江苏不久 ，为了
理清一个月的各项费用，他 6

点起床开始坐车， 一个客户
接一个客户的跑， 一直跑到
晚上七点多才停下来。“已经
忘了那天吃没吃饭， 只知道
一直在倒车、对账、再倒车。 ”
左西闯说，更无奈的是，有次
起个大早 ， 没吃早饭就坐火
车去催款 ， 却没能顺利拿到
款项 ， 归途中因太累不慎把
包落在车上 ， 追上去后虽找
到了包 ，手机却丢了，拨过去
只听到“您拨打的电话已关
机”的声音。“没办法，只能下
车赶紧再买手机、补号码 。 ”

左西闯说，在外头奔波 ，常会
遇到预料不到的意外。

有欣慰 有乡情 还有梦想

在外跑业务的辛酸难以说
清， 但左西闯依然热爱自己的工
作。每次药品市场份额提高了，他
都会很有成就感。

在派驻到江苏省一年后，左
西闯已从对江苏一无所知变成了
一个江苏通， 不但对江苏各地如
数家珍， 药品销售量也一下同比
增长了近 60%。

业务跑好了，开心，千里之外
遇到老乡， 也是左西闯最高兴的
时候。

身在异乡， 经常遇到语言
沟通不畅的情况， 有时围观个
热闹事儿， 听十几分钟也不知
其所云。“会有孤独感，每次遇
到老乡， 别说邢台的了， 就是
河北的都觉得特亲切， 忍不住
多唠一会儿。 ”左西闯说，他常
常和老乡一起吃饭， 感受浓浓
的家乡味儿。

说起将来， 左西闯笑着说：
“还年轻， 暂时没回来的打算，
希望在外多闯荡几年， 把咱邢
台的品牌推得范围越来越广，
也让自己更成熟 。 今年的目
标， 就是让国金药业在江苏的
市场份额赶上竞争对手。 ”本报记者 郭红玉

� � 26岁的左西闯，是本
市国金药业有限责任公
司的一名业务员，但他在
邢台的时间并不多，更多
的日子，他背着行囊远在
江苏， 开辟着那里的市
场。 “在外地跑的是老家
的品牌，心理上多少有点
小小的骄傲。 ”说起远在
外地的感受，左西闯说。

本报记者 李平

� � 刚过而立之年的马
忠才， 是巨鹿县黄马庄
人。他在石家庄从事光
电行业销售 14 年 ，身
份渐渐在变 ， 从销售
员 、销售部主任 、销售
经理到拥有自己的公

司， 不变的是他对销售
的追求。

马忠才（右一）与客户一起参加活动

马忠才（右一）与客户在一起

（照片由左西闯提供）

声明
邢台瑞光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不慎将财务专
用章丢失，声明作废。

声明
赵卫东不慎将道路运

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丢
失 ， 资 格 证 号 为 ：
1305250020107001392，声
明作废。

灭失声明
宋秋国名下机动车冀

E6B444，车辆型号CH6370，车辆
识 别 代 号
LKDB252274D010071， 发动
机号：3007543-2F。 此车为黄
标车,由于本人不了解机动车
注销登记的相关政策规定，已
将此车辆自行解体，因此产生
的一切纠纷和法律责任由本
人承担，同时该车车辆登记证
书、行驶证、牌照已丢失，现申
请办理注销登记，公告作废。

特此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