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尊敬的各位同仁：

大家新年好！

岁替千家暖，春生百业兴。值

此新年到来之际，我谨代表公司董

事会、公司领导班子向辛勤工作、团

结拼搏的全体员工和销售战线上的

全体将士，致以最亲切的问候；向一

直以来关心、支持南京同仁堂发展

的合作伙伴与各界朋友，送上最诚

挚的新年祝福。

新故相推，日生不滞，转眼春去

春又来。

2019年，是中医药行业风云变

幻、临深履薄的一年，也是中国中医

药行业发展疾风迅雷、日新月异的

一年。这一年，层出不穷的医疗、医

药、医保改革政策，让医药行业面临

重新洗牌。但《中医药法》正式实

施，《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

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等利好政

策的出台，也让中医药发展迎来百

年难得的良机。

2019年，也是凝聚着广大南同

人汗水与努力的一年。一年来，面

对严峻的市场挑战、艰巨的生产任

务、迫在眉睫的GMP认证与搬迁，大

家迎难而上，精诚协作，紧密围绕公

司年度目标，内抓生产，外争市场，

出色完成了各项任务目标，为公司

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2019年，更是我们奋力拼搏、骄

傲喝彩的一年。4月，研发中心率先

移师江北新厂区；8月顺利通过新厂

GMP认证现场检查，为整体搬迁打

下了坚实基础；11月顺利取得黄芪

颗粒等五大认证

品种的注册

批件，

为

品种转移工作再下一城。

同时，2019年恰逢南京同仁

堂立业 90周年华诞。公司以 90周
年庆典和新厂落成为契机，策划了

相关系列活动，并参与五大卫视联

合主办的大型文化节目《传奇老字

号》，讲述南京同仁堂革新与发展故

事，深度传播企业品牌文化，快速提

升品牌影响力。

九十年来，一代代南同人倾力

付出，为企业不断壮大打下良好基

础；近年来高瞻远瞩、灵活稳健的经

营班子带领全体员工不懈努力，让

企业走上了可持续发展之路。

凡益之道，与时偕行。新的一

年，走向百年再出发的南京同仁堂，

将围绕“稳中求进达产能，促进销售

保利润，严细管理控

成本，运营质

量 再 提

升”的

指导

方 针， 顺应外环境变化 ，研

究不断推出的行业新法规新政策，

加 快产 品转移和再注册；落

实严细 管理措施，把好产品质量

关，强化考核、控制成本；坚持做好

重点产品销售、确保利润；重视员工

培训和再教育，缩短人机磨合周期，

早日达成设计产能，为企业再次腾

飞奠定坚实基础。

脚步在时序更替中前进，彼岸

在过往积淀中抵达。每一项事业的

达成，都不会不历艰难，不经风雨。

我们既要有只争朝夕的热情，更要

有持之以恒的坚守与创新。

未来，南京同仁堂将进一步细

化“一体两翼”战略布局，内涵发展

与外延发展并举；对内发掘品牌力、

产品力，对外寻求更多合作伙伴，不

断扩大市场份额；在做好做大传统、

经典中药的同时，利用现代生物制

药技术，着力开发中药组方抗癌药

和抗衰老药物，为百姓健康提供更

好服务；更要在传承传统中药生产

制造技艺基础上，适应新时代发展

需求，加快企业信息化、智能化进

程，加快企业制造能力的升级换代，

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行而不

辍，则未来可期。

值此佳节来临之际，再次祝愿

公司全体员工及家人新年快乐，身

体健康，吉祥如意！

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浩健

2019年12月31日



主编：王春晖 副主编：王业盈 美编：邹蒙蒙

2020.01.10 第第6464期期 总第总第（（7070））期期2新年专刊

南同营销全体同仁、亲爱的同事们：

“律转鸿钧佳气同，肩摩毂击

乐融融”，伴随着新年的钟声，我们

一同迎来了充满期待的 2020年。

值此2020新春之际，我谨代表南京

同仁堂医药营销有限公司向一年

来关心支持公司发展的各级领导

和社会各界朋友，向与南京同仁堂

一道致力发扬中医药文化的业内

同仁和合作伙伴，向工作在一线的

辛勤耕耘、无私奉献的公司营销将

士们致以最诚挚的祝福和最真诚

的感谢！衷心祝福大家，新的一

年，身体健康，和和美美。

2019年，是一个注定被历史铭

记的年份，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了

70华诞，千载一时，一时千载，七十

年岁月回首，一幅壮丽的人民健康

画卷亦徐徐展开，中国医药产业发

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星垂平野

阔，月涌大江流，南京同仁堂始终

参与在筑梦人民健康事业的浪潮

中，助力健康中国发展，与国同梦。

2019年，是南京同仁堂镌刻于

时间轴上的重要年份，是属于南京

同仁堂的九十周年。在这一年，全

体南同人围绕“同行大道，乐谱华

章”的主题热情庆祝、衷心祝福，一

同回顾老字号企业九十年忠贞传

承与变革图新之路。九十年岁月

鎏金，所形成的南同百年品牌力、

优质产品力、团队战斗力，成为企

业转型发展的决胜底气。2019年，

南京同仁堂“新二五规划”恢弘开

篇，围绕“做百姓心中的同仁堂”全

面发力，文化转型升级，行业影响

力显著提升，奏响老字号企业全面

爆发的号角。

过去一年，南京同仁堂新厂区

顺利通过GMP审查认证，新厂搬迁

工作随之启动，新厂的认证、品种

的转移、生产的磨合，使得企业产

能严重制约销售的发展：经过五年

连续高速增长，南同市场培育刚处

于成熟阶段，产能的限制无疑给营

销一线带来一定的影响。令人欣

喜的是，2019年南京同仁堂整体的

业绩在内部产能严重不足情况下，

抓大品放小品，并迎着外部严峻形

势的挑战，逆势前行，不但没有回

落，反而创下了新的增长。安宫牛

黄丸实现 2.5亿的底价销售，“十大

主品”比 2018年增长 30%，南同人

守住了用五年奋斗打下的营销市

场，为 90周年献上了一份大礼，你

们都是南同的英雄。

2020年，二十一世纪的第三个

十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

即将实现，健康中国战略作为重要

指导，必将进一步得到关注。好风

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在国家大健

康政策推动下，在企业“二五规划”

指导下，南京同仁堂坚守初心，勇

担使命，引领医药健康产业、真正

以卓越的产品和服务满足人们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给大众带来更多

的幸福和快乐，参与到推动社会的

文明与进步大业中。

2020年，是南同迈向百年老字

号的起势之年，是冲刺“新二五”的

重要时间节点。勇士们，将士们，

同仁们，新时代已经向我们张开怀

抱。“二五计划”全力实现医药工业

产值超四十亿，南同百年时，医药

工业产值突破百亿，优质产品集群

规模化发展……这些是我们承诺

送给百年老字号的贺礼。俱怀逸

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心怀

期待，奋勇拼搏。在新一年，我们

依然要坚持“道德做标杆，品质做

标准，创新做标兵，价值做标的”的

发展主题，坚持“做百姓心中的同

仁堂”的理想信念，坚持百年情怀，

优秀品质，创新意识不变。

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

在于险远，非勇者而不至。百年南

同熠熠风采已悄然展现，奔向百年

老字号的征程已经开启。同仁们，

时代呼唤勇者，需要我们勇担重

任！2020年，让我共同开启新时

代，携手创造新奇迹，砥砺奋进新

二五。

南京同仁堂医药营销有限公司

总经理：罗时璋

二零二零年元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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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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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开

2020年，是农历“鼠年”。鼠位

列十二生肖之首，这在很多人的观

念中是很难理解的，勤劳如牛、高

贵如龙、雄健如马……为何都抵不

过小小老鼠呢？今天南京同仁堂

就陪朋友们聊一聊小小老鼠的另

一面。

关于老鼠成为十二生肖之首

的故事，各个版本都有，有充满童

趣的、有深挖传统的。但是十二生

肖与十二甲子相关，带着浓浓传统

文化气息，自然是有渊源可考的

——其实“鼠”能位列十二生肖之

首，可以溯源到我国传统对“子鼠

母神”的崇拜：

“鼠咬天开，天开于子”，古人

对于大千世界、自然万物，甚至于

自身生老都不慎了解，怀着敬畏又

迷惑的心情进行探索与解析，由此

出现了“崇拜”心理，自然崇拜、图

腾崇拜……所谓敬天地，畏鬼神是

也。鼠之所以被崇拜，是因为在先

人的认知中，天地宇宙最初是一片

混沌，鼠属于耗虫，而鼠凭借自己

的灵活聪敏，在混沌中咬开了一块

天，并且为后人偷来了光明、火种、

谷种，于是后人就自然的形成了对

老鼠的崇拜。鼠也自然成为十二

生肖之首。当然，另一个版本的解

释则是，子时，对应的是现在的 23
时至凌晨 1点，而这个时间，各种

动物都休息了，唯独老鼠在“工

作”，所以鼠顺理成章的成为了生

肖之首，按照这一说法，小老鼠还

是很勤劳地。

在我国可考历史中，也已经

有一些实物或文字资料能够证实

人们对“鼠”的崇拜，包括一些墓葬

的壁画，以及一些民间流传的故

事，如现在人们还比较熟悉的“小

老鼠偷香油”、“老鼠嫁女”，就是一

些流传较久的民间故事……当然，

老鼠爱“偷”、胆小怯懦等情况，也

使得劳动人民在现实社会中产生

了很多困扰，逐渐被嫌弃。

古人最初打破“老鼠崇拜”的

状态，也在文学作品中被记载。在

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就

有“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

女，莫我肯顾”，这样的句子流传。

《诗经》作为我国古代诗歌的开端，

记录周代社会生活，也记录下这首

较早打破老鼠崇拜的诗歌。

（市场管理中心：王春晖）

观影《美丽人生》

影片最开始，我一度认为这是

一部欢快轻松的喜剧，可以在生活

的平淡之中遇到无数的欢声笑语，

倒也呼应上美丽人生这一片名。

只是，当纳粹的阴霾开始笼罩意大

利，当圭多和乔舒亚被带上开往集

中营的火车，我发现仿佛有一块黑

布遮挡了阳光。虽然曾经看过的

只是文字与处理过的电影，但我依

然可以想象集中营中的黑暗与苦

痛。人不再拥有自由，不再拥有选

择，甚至不再拥有独立的人格，当

生命都有可能被随时终结而且看

不到转变的希望，那么有多少人还

能有活下去的勇气与信念？更遑

论乐观地面对这个世界。如果是

一个孤独的人，那么他真的没有什

么机会与可能再坚持下去。但人

之所以与众不同，在于他不仅仅为

自己而活，很多时候，我们对别人

的爱与关心，甚至超过了自己。正

如圭多与乔舒亚，父亲与儿子。

圭多可能是个天生乐观的人，

从开始的偶遇多拉到后面的一系

列相遇与追求，能轻易嗅到一股轻

松美好的气息，仿佛太阳时刻温暖

着大地。但圭多终究是成年人，他

必然是知晓集中营的可怕之处的，

面对无休止的折磨乃至死亡，有多

少人还能正常笑出来？人的心态

表情，总是被最主要的感情所支配

的，于是我们看到了爱的光芒。为

了乔舒亚单纯的童年不被集中营

中的黑暗笼罩，圭多编织了一个美

丽的童话，并且笑着将它讲述。集

中营的苦难成为了一场游戏，一场

关乎人生的游戏。圭多对乔舒亚

的爱，是平凡却伟大的父爱，为了

支撑起那一片天空，圭多在接受集

中营折磨的同时依然每天对乔舒

亚报以最灿烂的微笑。这是一个

艰难的游戏，但圭多用爱让它努力

继续下去。

童心天真，但也脆弱，孩子应

当看到这个世界美丽的一面。于

是总有强大的心替他们挡住风雨，

营造一个可以健康成长的环境。

这是一种超乎想象的力量，没有排

山倒海的气息，但始终如一、坚忍

不拔。圭多在集中营中不知承受

了多大的压力，高强度的体力劳

动、对多拉和乔舒亚的日夜担心、

以及时刻可能降临的死亡，但在乔

舒亚面前，他总是展现着自己最好

的一面。他为乔舒亚描绘了一辆

坦克，并且从始至终不曾放弃，哪

怕是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依然给儿

子留下欢乐的印象，一个童年该有

的印象。最后乔舒亚走出集中营，

并且在妈妈怀中高喊“我们赢了”

时，可能他真的只是经历了一场很

难的游戏，而非人生的悲剧旅程。

相信乔舒亚的心总会是充满快乐

的，不带有悲痛的回忆，哪怕影片

最后那成熟的声音已经认识到这

是父亲的牺牲，但这应当成为更加

好好活下去的理由。

喜剧涂上了黑色，欢笑化为了

感慨。人生很美丽，爱一个人，会

发光。

（财务部：李兵）

如果世界被拉上了黑如果世界被拉上了黑

幕幕，，我们是不是应该去点亮我们是不是应该去点亮

光明光明，，为自己所爱之人为自己所爱之人。。

同仁老号扬名远，

御用牛黄效用真。

金杏勇跨新世纪，

屡清顽疾应如神。

中医治病需尊法，

善使名方道自深。

济世精诚扶里梓，

悬壶爱就乐铺人！

（河北秦皇岛：苏海东）

赞南同牛黄清心丸

春短夏长秋难留

今朝深冬把寒丢

未见霜来不现雪

唯睹落叶离树惆

弦已锈，卿难留，佳音何时奏?
再回首，斯已去，覆水还能收？

人远走，空叹影，从春又到秋！

无言上高楼，气吁吁，未见瘦！

几多肉，望尽无限愁 ........
何以解忧？

惟有千杯绕心头 ......
又长肉，无须理，微醉梦中游

欲把暖冬过成秋 .......
（财务部：张业敏）

暖冬吟

好好好好好
书书书书书

推推推推推
荐荐荐荐荐

本书探索美学、文艺学问题，既有一种内容上的一贯性，

尤有思维方式上的特点，那就是倡导一种平等对话和自由对抗

的精神，以“知己知彼”的“对敌”的方法深入文本，用美学、

文艺学方式，揭示人文社会科学一些问题的“症结”。

《文艺之敌》

《古斯特城堡》

文稿包含了作者 18篇中短篇小说。其中《古斯特城堡》这个

短篇讲述了一个中国人在国外短暂旅居期间的奇特经历，作者以

第一人称展开叙事，“我”既是叙述者也是作者的化身，小说营造

叙述的真实感，让人身临其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