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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国都市报12月2日讯（记者纪
燕玲实习生刘少珠）15年来，他们携
手发展“夫妻事业”，从意见不合逐
渐磨合到彼此欣赏，从自主创业谋发
展到致力于公益奉献爱心，目前共累
计捐献24万余元。他们是安利全球
政策咨询委员姜光辉、赵凤霞。

11月 26日，记者在2014年安
利阳光成长计划海南活动圆满落幕现
场，采访到了这对在安利颇有名气的

“夫妻档”。

夫妻事业
姜光辉和妻子赵凤霞是南开大学

的校友，两人今年48岁。记者了解
到，这份夫妻事业，其实来自于一场
机缘巧合。

大学毕业后，姜光辉被分配到海
南工作。“只有创业，才能自主把握
命运。”出于这一信念，1989年他辞
去了政府部门稳定的工作，开始创
业。因缺乏经验，创业两三年都没取
得好的业绩，姜光辉首次创业以失败
告终，只得重新找一份工作。

赵凤霞毕业后分配到东北一所高
校工作，为了追随丈夫，她离开东北
家乡留在海南。

“1996年，一个朋友给我介绍安
利，但当时我不太感兴趣，就一口回
绝了。”姜光辉说，被拒绝后朋友并
没有放弃，反而耐心十足，邀请他去
听安利课程。为了应付和打发这位朋
友，姜光辉让妻子去“赴约”。没想
到，“听完课回来，她就告诉我她已
经加入安利了。”姜光辉说，他对妻
子加入安利的态度属于中立，不支持
但也不反对。

“产品好，做代理经营自然就有
市场。而且安利的商业模式在当时是
比较新鲜的，我猜测这种模式未来可

以做大，对创业者来说是一个良
机。”姜光辉说，受妻子影响，他开
始使用安利的产品。使用一段时间
后，他打心底认可了安利。其次最打
动他的，还是安利的商业模式。“好
东西不一定要放在店面经营，像现在
的许多电商、微商，都是脱离了店面
这个平台的，大家都接受了。而且安
利创业无门槛，也不需要经验，因为
有人帮有人教。”姜光辉介绍，安利
创业不怕没有经验，因为它的特点就
是“助人助己”，协助伙伴成功，自
己也能达到成功。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他妻唱
夫随。带着年龄不到3岁的儿子，回
妻子老家长春，作为安利事业发展的
起点，创业之旅再一次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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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一条心，黄土变黄金。”

26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姜光辉
开心地笑了。

至今，这对“夫妻档”已携手走
过15年的安利之路，从“常常意见
不合”磨合到“发挥各自所长”。姜
光辉总结性地说道：“两个人就是需
要慢慢磨合，磨合好了，收获将会是
双倍。”

“夫妻档”在早期时，常常因团
队里发生的某件事情，或者对工作方
法的意见不合，产生矛盾。“争执，
其实也是为了做得更好。”姜光辉告
诉记者，他和妻子对从事安利，有着
高度一致的目标。即便是争执，也只
是为了让事业发展得更好。所以，在
这份夫妻事业中，他们收获的不仅仅
只是成功，还收获了一份稳固的感
情。他们总能不断发现彼此身上的

“闪光点”。
“她在产品演示、辅导，以及产

品一对一沟通方面十分得心应手。”
“他比较擅长团队建设，以及对合作
伙伴的引导。”就这样，他们各取所
长，相互配合，慢慢从不和谐中找到
了最适合的推广模式。

姜光辉清楚地记得，1998年 4
月21日，因为政策原因，安利的工
作陷入僵局。许多伙伴担心转型不成
功，纷纷退出了。而赵凤霞的心也开
始动摇了。“她之前单位领导知道
后，给她打电话说职位一直为她留
着，问要不要重新回去工作。”姜光
辉说，妻子随即问他意见。他没回
答，反倒反问妻子当初走进安利的初
衷。“因为要自由。我们做任何事都
会有困难，假如一遇到困难就放弃，
那还有什么意义。”听后，赵凤霞便
坚定了发展夫妻事业的心。为了稳定

“军心”，他们还带长春的伙伴们一起
去旅游，一起熬过最困难的3个多月
转型期。

榜样的力量
将安利从纯粹的创业工具，到作

为一项热爱的事业来坚守，姜光辉夫
妇下尽了功夫。会不会就此疏忽了对
孩子的教育呢？夫妇二人均笑着摇了
摇头，说道：“孩子都很独立，不用
我们过多操心。”

“他是孩子的玩伴，我是给孩子
引导观念的。”对于孩子的教育，赵
凤霞说她更有发言权。“孩子从小，
我就给他们灌输观念，要健康、快
乐，要有爱心不怕吃亏、要团结同
学、尊敬师长，还有要好好学习。”
赵凤霞滔滔不绝地向记者介绍她的

“教子经”，她认为，父母丢下自己的
工作，整日忙于带孩子、催促孩子学
习……把自己忙得焦头烂额，事业也
被耽误了。这样带出来的孩子长大

了，到了孩子做父母的年纪，他们仍
旧会重复着失去自我、成天围着孩子
转的无限循环里。她说：“父母对孩
子的教育模式需要改变，要与孩子进
行思想上的沟通。”

“我们应该成为孩子的榜样。”这
个观点在夫妻俩心中非常一致，身体
力行，他们也致力于成为孩子的榜
样。

“我们会告诉孩子，每个人在不
同年龄段都有不同的任务。我们这个
年龄是好好工作，他们那个年龄要好
好学习，没有人能代替你完成任
务。”赵凤霞欣慰地说，上次开家长
会，孩子的老师还一个劲地夸她的儿
子学习刻苦、乖巧听话、有爱心。

助人助己
赵凤霞坦言，15年来不间断的

困难就是被人拒绝，甚至听了很多
“风凉话”。“可是得想想，困难其实
都是你前进路上必须经历的。我们不
怕困难，只看它值不值得。”姜光辉
说。

据介绍，从事安利的头一个月，
“夫妻档”并没有收入。反倒是自己

花钱去买产品，拿给朋友分享。后来
才渐渐地有了可观的收入，“夫妻
档”也成为了安利全球政策咨询委
员。“只有使用了产品才能真正了解
产品，只有付出了才会有收获，安利
就是这样一点点积累起来的成功。”

把自己的业绩做好了，他们就拿
出更多的精力去协助伙伴，并带动身
边更多人参与公益活动。“安利是一
个助人助己的事业。”姜光辉多次重
复说道。正因为“助人助己”，安利
公益基金成立了。而“夫妻档”致力
于安利开展的各项公益活动，其中给
安利基金会公益项目“春苗营养计
划”捐款125100元，给“阳光成长
计划”捐款6万元。“单靠我们个人
的力量自然会显得势单力薄，配合安
利去做公益，才可以做得更好。”姜
光辉告诉记者。

“在安利，我学到了各种场合下
在礼仪和形象方面的得体表现，可以
说思想在不断进步，境界也在不断提
升。”赵凤霞告诉记者，这是安利带
给她的最大收获，她认为，自己在得
到的同时，拿出余力去帮助别人，是
一种莫大的快乐和欣慰。

助人助己 安利精神激励创业者者
收获幸福 感恩夫妻致力公益

安利全球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姜光辉和赵凤霞夫妇。记者陈卫东摄

近日来，本报连续报道了窃贼开
门入室盗窃的现象，引起了市民的普
遍关注，同时也引起了市民对自家门
锁的关注。2日，锁具专家张秋和接
受南国都市报记者采访时介绍，目前
海南家庭门锁有70%还是使用A级
锁，窃贼10多秒就能打开，很难起
到防盗作用。

A级锁：防君子，不防小
人

据锁具专家张秋和介绍，他从事
开锁行业已经10多年了。之前开锁
是一门技术活，主要帮助钥匙锁在房
内的市民开门。可随着开锁行业的发
展，大量“傻瓜式”的开锁技术投入
使用，例如锡纸开锁、暴力破锁等，
很多不法分子利用这些开锁技术，入
室盗窃。

张秋和表示，多年来他帮市民换
锁和开锁，发现海南省内的家庭门
锁，居然大约有70%的门锁使用A
级锁。“这太让人担忧了，因为A级
锁难以起到防窃的作用。”张秋和
说，“A级锁起到的作用，可总结为

‘防君子，不防小人’。”
随后，张秋和拿出两个 A 级

锁，使用专业的开锁工具，只花费
10 多秒就将门锁打开了。由此可

见，A级锁根本无法阻止具有开锁技
术的窃贼入室盗窃。

张秋和拿着这两个 A 级锁介
绍，其中一个A级锁使用的材料是
铜，这样的锁芯，有一定的防暴力开
锁作用；而另外一个A级锁使用的
材料，却是铝合金，窃贼只要使用类
似钥匙的钢条等，插进钥匙孔内，用
力破坏门锁内部结构，就可以达到开
门的目的。

据了解，我省的新房交接过程
中，开发商会为各住户配备门锁，但
配备的门锁相对等级较低较为便宜，
防盗性能较差。而住户入住后一般都
不会更换原先配备的门锁，这也导致
了家庭门锁以A级锁居多的现象。

B级锁：创新防盗技能
但仍易被打开

据张秋和介绍，2009年，内地

开始推广B级锁，即在A级锁所使用
的弹珠结构的基础上，增加了叶片结
构，这样的锁就可以起到防窃的作
用。随着开锁技术的不断创新，B级
锁在窃贼面前也变得很容易打开，但
开锁的时间延长到了5分钟左右，这
加大了窃贼暴露的概率。

张秋和表示，在日常工作中，他
发现很多小区的住户家中门锁换成了
B级锁，这说明居民的防盗意识有所
增强。

海口市金垦路湖畔人家小区的陈
女士介绍，去年家里被小偷入室盗窃
过，损失严重，所以花钱重新安装了
一个防盗性能好的门锁。

C级锁：完全改变锁具
原理难被窃

张秋和表示，国家标准只有A
级锁和B级锁，没有超B级锁和C级

锁。目前市面上的超B级锁、C级锁
应是企业创新锁具技术后自定的概
念。C级锁打破了门锁一直以来的设
计原理，放弃了弹珠结构，而全部采
用叶片结构，并且还设置有报警器，
窃贼如果强行开门锁，就会马上发出
警报，从而达到防窃的效果。窃贼在
踩点时，一般都会排除这类门锁。

趋势：家庭门锁慢慢趋
向于无钥匙

张秋和介绍说，近些年来，门锁
技术正快速地发展，以前采用弹珠结
构的门锁，随后在此结构基础上加入
了叶片结构，如今又更新全叶片结
构，但这所有的锁具，技术开锁人员
都能打开，只是花费的时间不同而
已。现在，门锁市场开始升级到无钥
匙的阶段，如指纹门锁、电子识别门
锁等，窃贼就难以开门入室盗窃了。

新闻追踪 《开锁入室盗窃为何防不胜防？》

居民门锁多为A级锁难防盗
锁具专家介绍门锁ABC三个等级特点，A级锁窃贼10多秒能打开

目前海南家庭普遍使用的A级锁。 家庭门锁B级锁。 家庭门锁C级锁。

中消协发警示：
防盗门A级锁
安全性降低

2日，南国都市报记者从中消协
网站上获悉，中消协呼吁广大消费
者为保证家居安全，应及时更换更
安全的锁芯。

据了解，目前绝大多数消费者
的家中使用的都是 A 型锁具，这种
锁具随着开锁技术的发展，安全性
下降，有的防盗锁设置了多层回转
圈数以提高锁的安全性，但无论回
转圈数再多，A 型锁在窃贼手中依
旧几十秒钟就能破解成功。近期更
是有盗窃者使用一种俗称“锡纸开
锁法”的新技术将防盗锁打开，时
间最短的全部开锁过程只需数秒钟
便可完成。

中国消费者协会提醒消费者，
更换防盗门锁芯时应注意：提高锁
具的安全级别只需更换锁芯，无需
更换整门、整锁。一般 B 级锁芯和
普通锁芯外形和安装尺寸都是统一
的。另外，目前钥匙材质有多种，
铜或铝铁合金的容易被复制，比较
好的材料是钢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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