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那边的那道风景
姚建刚

� � � �碧桂园在四五线城市的项目开盘， 每次都会创造当地房地产市场的多个纪录。

� � � �供给侧改革的重心在产品。
碧桂园2015年推出“精工系”产品概念，该

系列产品将房子的性价比提升到了最佳状态，
部分产品得房率达89%，使用率达95%。 杨国强
认为，产品才是安身立命的根基，要像工匠一样
对产品精雕细琢，有意打造出住宅中的“劳斯莱
斯”，并以此命名。

“在规划设计、户型设计、建筑设计等方面
都进行了改良， 同时也有效地进行了成本控制，
提升了性价比。 目前‘精工系’产品在湖南长株潭
等地的很多项目都已落地，受到了客户的广泛欢
迎，平均销售率超过了80%。 ”黎晓林说。

这些“劳斯莱斯”主打大平层产品，并且配置
干挂石材的美墅。 板式格局的洋房大宅，南北通
透，一梯两户。 每户均享有南向四居室，双面采
光、双景观。 卫生间干湿分离，设计更加人性化。
3米至3.3米层高，空间高挑开阔。

今年5月， 碧桂园创始人杨国强来到长沙，
对“劳斯莱斯”在湖南的发展深感满意，提出：“湖
南有122个县（区），只要那里不是已经有高端产
品而且还没有卖完，我们都要去！ ”

当产品有足够的号召力， 市场有足够的前
景，行业并购也水到渠成。 碧桂园仍然看好房地
产的良好发展前景， 面对政策和市场环境的变
化， 碧桂园在经营理念和方法上也进行了适当
的调整。 以供给侧改革创新的思维进行行业整
合。

碧桂园已经在湖南合作开发了多个项目，如
衡阳碧桂园、怀化碧桂园、长沙的碧桂园·南城首
府、城市花园等等，都获得了市场的充分认可。谈
及碧桂园合作开发的初衷，黎晓林认为合作开发
是满足双方需求的最佳方式。

经过对产品的精心改造，新合作的楼盘无不
受到热捧， 不少项目都是从冰点直接反转到沸
点。“与其他许多省份同级别的城市相比，湖南许

多城市的房价水平相对较低，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是湖南的土地供应量较大，进而面临着急需去库
存的问题。 从广义上来说，库存不仅仅是已经盖
成了的房子，而且还包括可供开发的土地。 碧桂
园合作开发的模式，是在供给侧改革思维影响下
的选择，有利于帮助市场快速地去库存，尤其是
土地这部分库存，这对于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
是有好处的。 ”对于未来，黎晓林信心满满。

� � �位于湘西的怀化碧桂园， 以大气绝美的英伦示范区吸引了众多市民。 通讯员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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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改革房企样板解读
———碧桂园的实践与启示

湖南日报记者 周云武 李治
通讯员 赵康乐

� � � �在湖南，碧桂园是最大的
房地产企业，今年不到半年时
间销售额就已突破50亿元。

三湘大地是碧桂园走出
广东的第一站。 11年来，碧桂
园已在湖南累计投资200多
亿元，配套4家凤凰酒店，2所
碧桂园学校，纳税近30亿元。

碧桂园的快速发展，和其
对供给侧改革的独到领悟有
莫大关系。

责任编辑 苏原平 版式编辑 谢梦雅

� � � �聚焦城镇化红利是碧桂园三大发展
战略之一， 碧桂园在一二三四五线城市
齐头并进， 祁东项目便是碧桂园深耕四
五线城市的代表作。 开盘后不久认购即
达1.8亿元，占据祁东20%的市场份额。

碧桂园积极响应国家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政策， 在三四五线城市推出高端项
目，聚焦高净值人群，专注改善性需求，
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使房地产
供给体系更好适应人居需求的结构变
化。碧桂园集团副总裁、湖南区域总裁黎
晓林说， 祁东碧桂园主打160平方米的
户型， 对于当地的一百二三十平方米的
户型是一种颠覆，为当地商业人士、公务
员和高级白领提供改善型住房， 这是碧
桂园在湖南发掘的商机， 也是供给侧改
革的一种尝试。

“供给侧就是挖掘出客户的潜在需
求，把他们的这种需求做得更加精确，品
质更好，让他能够更愿意付钱，比如微信
对通讯行业的冲击， 房地产行业也是同
样的道理。 ”

碧桂园的供给侧改革可以说有先天
优势。发轫之初，碧桂园大本营偏居中国
南部一隅， 连一个乡镇的中心地段都算
不上，只有一个濒临烂尾的楼盘。但创始
人杨国强跳出地产做地产， 引进石景山

学校高端教育资源， 从开办高品质学校
着手，从而把楼盘带热，并由此一发不可
收拾。

一招鲜，吃遍天。碧桂园其后在全国
的攻城略地几乎都有优质教育资源的跟
进，后来又加有五星级酒店配套，专注于
居住文化建设， 不再是一般商户为卖房
而卖房的狭小格局。

与供给侧改革形影不离的是其低成
本管理优势， 其最早拿地都选择偏远城
镇的偏远地区， 随后以全产业链的优势
进行成本管理， 从设计院到一砖一瓦都
在碧桂园旗下， 成本和速度都有足够的
控制权。

碧桂园在偏远县城的项目多把车库
设在地面上。这些地方交通顺畅，车位不
紧张，和中心城市不在一个量级，而地下
工程的成本要高出很多， 光此一个细节
便为客户和自己节约出不少资金。

“供给侧改革要素主要是土地、资
金、劳动力、技术创新。 其实这几种要素
的组合方式也是供给侧的内涵， 全产业
链的精细管控可以有效保证低成本，让
利于消费者，也让企业有合理的空间。 ”
黎晓林说。

除了祁东， 碧桂园在衡东县、 汉寿
县、石门县的项目也大获成功。

� � � �父亲和我，隔江而望。 少时，父亲在江的那
边劳作，我在江的这边读书；而今，父亲在江的
那边居住，我在江的这边工作。 父亲和我，隔江
而望。 于是，站在江堤，遥望江的那边，便成为
了我生活的一部分。 朦胧中我又看见了那边江
岸上的父亲，在渐行渐远的江岸线上，父亲浓
缩为一点，点与江岸融为一体，定格为江那边
的那道风景。

一
那一年，姐姐出嫁。 按照家乡的风俗，小舅

子是上亲，还要坐上头，一定要亲自送姐姐到
婆家。 或许是少不更事，或许也是父亲牵就了
我，在姐姐出嫁的那天，我还是离家去了学校。
姐姐哭了，哭得很伤心。 唯一的一个弟弟，姐姐
看得很重，多希望能送姐姐出嫁，给姐姐更多
的祝福。 但我根本没意识到这一点，执意要走。
父亲默不作声，但最后还是父亲的一句话起了
决定性作用，“刚伢子的学习更为重要”。 于是，
我辜负了姐姐的期盼，姐姐泪流满面。 多年后
回想起来，依然感到愧疚于姐姐。

我执意走了，看似潇洒。 亲友们聚了一屋
子，没有人责备我，更没有人说我的不是，都说

“这伢子爱学习，将来必有出息”。 我有一种飘
飘然的感觉，跨上自行车，犹如一个跃马扬鞭
的将军，连出发时的悲壮都荡然无存了。

从家里出来，经过叔叔家，拐过一道弯，就
不再看见家了。 在即将拐弯的那一瞬，我下意

识地回了一下头，或许是为了看一看家中那热
闹的场面，或许还是感到有愧于姐姐的泪眼朦
胧，但回眸的一幕，却令我的心为之一揪。 什么
都看不清淅，家中的热闹场面在渐行渐远中显
得朦胧，姐姐的身影也淹没在来喝喜酒的人群
中。 但在一个草垛旁，一个熟悉的身影却如钳
子一样，一把揪住了我的心。 那佝偻着的身影，
看似朦胧，但我仍能清晰地感受到的那祈盼的
目光，多少年来，想忘却忘不了。

也不知道父亲是什么时候来到田中的草垛
旁。 那一刻，我才想起，在我出来时父亲没有送
我，或许他是在我出发前，就默默地走到视线更
远的草垛旁，想多看一眼渐行渐远的儿子。

那时的农村，水稻收获后，稻草是固然要
留下来的，于是，大家将稻草一个垛子、一个垛
子堆在田中，远远望去，如一个个蘑菇，又如一
个个碉堡。 那一天，父亲就站在草垛边，也不知
父亲站了多久，只是后来听母亲说，那天，父亲
在草垛旁坐了大半天，烟抽了一包，烟蒂撒了
一地。 母亲知道父亲在想些什么，没有去打扰
他，亲戚朋友也知道昔日爽朗的父亲今天的心
事。 大家不去问，父亲也不说，只是那天中午，
父亲喝了很多酒。

多少年后，许多事情都渐渐淡忘了，但那
一年回头的那一幕———旁的父亲，却永远难以

忘怀。

二
好久没回家了， 或许是学习紧张的缘故，

或许更多的是惰性。 离家太久，父亲也会偶尔
来信叮嘱好好学习，别想家，家中一切都好。 每
次都是这几句话，简朴却让人眼热。 父亲大字
不识一筐，信定是口授托人写的。 在父亲的来
信中从来不提到要我抽时间回家看看的事，少
不更事的我也体会不到父亲的那份用心，偶尔
回回家，也纯粹是真有点想家了或没有生活费
了。 父亲的心思没去猜想，或许也根本猜不到。
如今已为人父的我，才体会到这份深沉。

那一晚，回到家中，母亲特意让我与父亲
睡在一起，父亲睡在床的那头，我睡在床的这
头。 已是隆冬时节，厚重的被子仍然像铁一样
的冰冷。 父亲将自己的身体紧靠着我冰冷的
脚。 我不好意思地将脚移开，父亲又将身体向
我旁边靠了靠，我再次移开，父亲又靠了靠，我
说“爸，不冷”，父亲“嗯”了一声，但还是与我靠
得很紧。 我没再作声，只是尽量将脚向外拐点。
那晚我睡得很香，或许是心中很踏实，或许是很
暖和，我感到自己从没有睡得这么沉过。 早上醒
来，已近8时。 父亲还没起床，我正感纳闷，往日
起得很早的父亲今天怎么还没起来。 我下意识
地伸了下脚，准备起床，朦胧中我感到双脚已被
父亲紧紧抱着，我赶紧揉了揉眼睛，让自己尽可
能清醒点。 我没有动，或许是怕惊醒父亲，或许
也根本动不了，父亲将我的双脚捂得很紧。

那晚， 父亲穿了一件穿了多年的旧毛衣，
那双脚被父亲捂在那件旧毛衣中，紧贴着父亲
单薄的内衣，我的双眼模糊了。 我想象不到那
晚当我冰一样的双脚贴在父亲胸前时，身体并
不太好的父亲是否也会打个冷颤，我更体验不

出那一晚，父亲为了我那双冰冷的脚费了多少
心思。 我只感到那一晚，睡得很安稳，很暖和，
很香甜。

父亲好像感觉到我已醒来，松开了紧捂着
的双手。 我将脚从父亲的怀里抽了出来，父亲
或许以为我还在梦中翻身， 又将脚捂得更紧
了。 我声音颤抖地叫了声“爸”，父亲“嗯”了声，
松开了双手。然后，父亲迅速起了床。等我起来
时，父亲已劳作在朝阳初沐的田野中。

后来，母亲告诉我，那天是父亲起得最晚
的一天。

三
父亲很少到学校来， 他说怕影响我学习。

在江这边读书的三年，父亲只来过一次。 那一
次，父亲在窗外站了两次，每次都站了很久。

父亲来学校看我，我并不知晓，因为那时
没电话，无法及时了解父亲的意向。 那天，我正
在上课，不经意发现窗外有一个身影，那一刻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窗外竟是自己的父
亲。 父亲从未来过学校，更不知晓我在哪个班，
父亲是怎样找得到的，我疑惑不已。

那时的学校刚刚启用不久，学校后边是一
个山坡， 站在山坡上便可看清教室里的一切。
父亲告诉我，他是听说我伤了手后才匆匆赶来
看我的。 其实，父亲来时，我的手已快好了。 早
在一个月前，在篮球场上，我不小心从篮球架
的篮框上摔下来，左手骨折。 我不敢告诉父亲。
在老师和同学的关心下，一个月后，手基本好
了，我才在信中将此事告诉了父亲。 没想到，父

亲接到信后，当天就赶了过来，拿着我基本康
复但仍有些干瘪的手，看了好久，摸了好久，父
亲没有责怪我，什么也没说，只是不知何时滚
下了两颗浑浊的泪。 那天，父亲来校后，或许是
心情过于急迫， 在教学楼前匆匆转了一圈，觉
得太显眼，怕影响教学，就绕到教学楼的后面，
爬上山坡，父亲说他是一个教室一个教室找到
我的。 父亲在外面站了很久，父亲听了些什么，
我不得而知，但庆幸的是，在我的记忆中那天
我上课是蛮认真的，或许这也能给匆匆而来的
父亲一丝慰藉。

下午快上课时，父亲和我一起出来，父亲回
家，我去上课。 或许是上午父亲在窗外的身影于
心中挥之不去，下午第一堂课，我总免不了不自
觉地望望窗外父亲曾经站过的地方， 心中还有
一种莫名的希望，希望再看一眼窗外的父亲。 虽
然知道父亲应该早已颠簸在回家的班车上。

让我意料不到的是，在无数次用眼角的余
光扫视窗外之后，我竟然又看见了那个熟悉的
身影。 开始我以为是自己的幻觉，但真真切切，
窗外站着的仍然是父亲。 父亲没站在原来的位
置，而是在更靠边一点的地方。 如果还远一点，
可能就进不了窗口能框入的视野。 我不知道父
亲站了多久，但当父亲感觉到我已经注意到他
后，就匆匆离校返家了。

父亲回家了，但窗外的父亲却成了我心中
的一道风景。 那道风景，满怀期待、满怀亲情，
多年来鞭策着我，从学习到工作，到人生的漫
漫旅程。

供给侧改革与低成本管理
理

供给侧改革视野下的产品和并购

通讯员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