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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莱， 英国著名浪漫主义诗人珀
西·比希·雪莱的简称， 一个充满激情
与浪漫的名字。

如今， 以其命名的雪莱居饰用品
有限公司， 凭着赶超家居用品时代新
潮的诗意与浪漫，成为了长沙、上海、
广州等地妇孺皆知的知名居饰品牌，
象征的是温馨甜蜜的家居港湾。

雪莱居饰用品有限公司以“天然、
绿色、环保、保健”为主题，加快新产品
的开发，相继推出了温馨被、天然蚕丝
被、二合一被、床单、被套简易式四件
套、 豪华婚庆主题多件套、 儿童系列
被、学生被、空调被、牛奶被、生态花草
枕、健康枕系列产品，同时承接大型宾
馆床用系列产品， 并有几百种窗帘制
品投向市场，产品畅销全国各地，适应
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需要， 其中
不少引领着消费潮流。 境外市场也在
迅速开拓中。“雪莱”被评为“最受欢迎
妇女用品品牌”。正着手兴建的占地三
十亩的前店后厂工程， 将成为令同行
刮目相看的“雪莱居饰” 产业化大本
营，更展现出她不可抗拒的魅力，朝着

“更大，更强，更优”的美好前景奋进。
“五一”过后，我们沿着“雪莱居

饰”产生、成长、壮大的轨迹，去探寻她
成功的奥秘。董事长张妍娜深情地说：

“雪莱有今天，首先要感谢改革开放的
好时代！要感谢各级政府，特别是南县
县委、县政府多年来对我的大力支持！
还要感谢 30 年来所有支持、 关心、帮
助我的老师、朋友和亲人！ ”

我们看到这位虽年已半百， 奋斗
了 30 多年却还是那么年轻而充满活
力的董事长，问她有什么保养诀窍。她
先念了雪莱的诗句：

“希望会使你年轻，因为希望和青
春是同胞兄弟。 ”

接着说：“在政府的支持下干充满
希望的事业，就是保养的灵丹妙药，就
可以永葆青春。 ”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
高，家用纺织品行业已由满足人们铺铺盖盖
的实用需求逐渐向装饰、美化、舒适、保健等
多功能方面发展。 家居装饰文化正在渐渐兴
起。 目前，我国每年床上用品市场需求量达
1000 亿元， 并且每年的增长率都在 10%以

上。 但市场分散，产业集中率低，即使处于领
先地位的床品企业，其市场占有率也大都在
1%以下，且大多在设计上都缺乏自我独创。
随着外资企业的进入， 市场竞争将日益激
烈。 竞争内容也从产品、 价格转向品牌、服

务、网络、人才、技术、规模等综合因素的较
量。 面对这些，雪莱居饰用品有限公司作为
一家实力较为雄厚的家纺企业，已全面启动
“泛珠三角战略”。 在南县政府的大力支持
下，这一战略正付诸实施。 其中具有重大战
略意义的是：

在交通便利，连接湖南、湖北的交通枢
纽的，自然地理环境优越的南县经济开发区
南洲工业园内， 兴建一个 30 亩的前店后厂
综合基地，从日本等技术先进的国家和地区
购进一批全自动电脑绣花机、 电脑花样机、
直驱电脑平车、电脑人字车、单杆双针、五线
机、电子平头锁眼机、电子钉扣机、全自动断
布机、全自动电脑单针衍被机、多针电脑衍
缝机、枕芯定量喷棉机、压缩机等具有世界
先进水平的设备，打造在规模、设备、技术上
令同行羡慕的高档次的“雪莱居饰”产业化
大本营。

“雪莱居饰”早在 2009 年就正式入驻
阿里巴巴，至今已 5 年多的历史。 公司在南
县、长沙、北京均有实体店，在阿里巴巴网，
淘宝网等电子商务网站设有网店， 产品销
往全国，赢得了消费者信誉和喜爱。 在这个

基础上，今年，“雪莱居饰”又紧跟李克强总
理关于“互联网 +”的思想，联手万家丽国
际 MaLL， 打破传统模式， 建立线上线下
（O2O）模式，以万家丽国际 MaLL 为线下
实体窗口，以阿里巴巴、淘宝为线上电商平
台，打造“雪莱居饰”的网上购物家园，特别
是融合湘绣艺术与家居个性设计于一体，
给顾客以独一无二的婚嫁居饰订制体验，
传承千年技艺， 打造中国湘绣婚嫁订制第
一品牌。

让董事长张妍娜感到高兴的是，正在她
大展宏图， 开创事业新篇章的关键时候，儿
子聂志昕大学毕业并在北京工作了两年之
后来到了公司，以其所学的电子商务专业知
识和从北京带回来的现代信息与经验，成了
她的得力助手，将更好地承担起公司科研和
营销方面的重担。 公司将进一步引进人才，
加强高新技术的应用研究， 把以信息技术、
生物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应用于公司的
产品开发和市场开发， 进一步提高产品质
量，降低生产成本，提升企业在国际市场的
竞争能力。

谈到发展远景，“雪莱”人信心满满。
“雪莱居饰”的前景，正如诗人雪莱在诗

句中描述的那样：永远是万紫千红，朝气蓬
勃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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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片均由雪莱居饰提供）雪莱居饰在建大本营效果图。

事在人为。 雪莱的成功，首先在于董事
长张妍娜是一个追赶改革时代潮流，永不停
止前进脚步的巾帼须眉，女中豪杰。

张妍娜 1965 年出生在益阳市南县北河
口乡，爷爷、爸爸都是附近颇有名气的画匠，
这也许就是她从小就具有爱美、审美天赋的
原因。 1980 年她就当上了小学民办代课教
师。在那个年代，对于一个农村女孩来说，这
也算是不错的了。 她珍惜自己的岗位，以勤
奋好学来提高自己，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
一名公办教师。 不久，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
中华大地， 吹醒了那个年代一大批睿智、有
志青年实现更加美好人生的梦想，为他们提
供了施展聪明才智和人生抱负的更加广阔
的舞台。 他们不再固守命运的安排，而是展
开双翅飞向蓝天，去主宰和开创自我发展的
美好人生。 张妍娜就是其中的一个。 中学校
长的一句“黄金千两，不如薄艺一身”的话，

点燃了她学画画搞美术的希望之火。 1983
年，她辞去民办教师职务，到安乡潺陵湘绣
厂学习工艺美术和湘绣图案设计。该厂是全
国著名的绣品厂常德湘绣厂的一个分厂，有
70 多个工人， 这在当时可以说是有相当规
模了。张妍娜在这里刻苦钻研刺绣技术和美
工设计，任劳任怨工作，不但技艺进步快，在
企业管理上也展现出一定的才干，各方面表
现都很突出，很快赢得大家的信任。不久，不
到 20 岁的她被选任为副厂长兼出纳。

可令人意外的是，被人们看来简直是青
云直上的她，1985 年却毅然辞去了副厂长
职务，来到南县机绣厂应聘当上了一名设计
师。 这时的南县机绣厂设备相当落后，仅有
缝纫机 60 多台， 只能生产出简单的的确良
枕头套、窗帘和电风扇罩。 于是，有人说她是
从米箩里跳到了糠箩里。 可张妍娜心里明
白，就个人暂时的得失而言，也许这并非明
智之举，但自己是南县人，刚刚改革开放的
家乡很需要有人来带头发展经济，自己有了
一技之长，应尽回报桑梓之责。当然，她并非
徒有这种热情，而是成竹在胸：坚信凭借自
己的技术，能做出独具特色的产品来开拓市
场，为家乡造福。 她的师傅赞赏她的敢作敢
为，深知她的远大志向，送给她一幅配诗的
牡丹画：“血染心红画牡丹， 横开怒放实非
凡；花中添叶无妍比，万花丛中独称王。 ”她
果然不负师傅之望， 夜以继日苦干实干，在
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就带领工人设计生产
出 5 种新产品样品，特别是《百子图》、《百鹤
朝阳》非常闪亮抢眼。 当五个样品被拿到县
百货公司时，公司的同志当即表示，这样的
产品机绣厂能生产多少他们就收购多少。

正当事业红火时，个体经济受到党和政
府的鼓励，被作为“光荣的事业”大力提倡。
这个“不安分”的女孩又做出了一个惊人的
决定： 响应党和政府发展民营经济的号
召———私人办企业。她带领另三个姐妹下海
了，租了一间不到 20 平方米的房子，挂上了

“张妍娜绣品店” 的招牌， 放进了 4 台缝纫
机，就这么干开了。没有设计台面，她就站着
设计图案。没有资金，就先做来料加工，主要
承接各式绣花加工，设计机绣、湘绣图案。她
用碳笔写上“立志成才，走自己的路”九个字
挂在墙上，时刻勉励自己。

1986 年 5 月份的一天， 几位来自石首
的客户找到张妍娜， 要求制作绣有两条 2.4
米的长龙的绣品。当时在那样简陋的绣花店
要做出这样的产品，真是谈何容易！ 不接吧，
顾客是多方打听后慕名而来的。 接吧，实在
是太难了！ 看到顾客信任期待的目光，她狠
下决心，再难也得做！无法想象，她是怎样将
2.4 米的长龙图案摆在一个 10 多平方米的
绣房里画完的。 她猫在小屋里，不分白天黑
夜画啊、绣啊，经过四十天的艰辛努力，终于
把绣有两条长龙的精致绣品做好后交给了
客户。 客户十分满意，从此与她建立了长期
的业务关系。

她总是精益求精，尽力满足每个客户的
要求，按时、按质、按量交货。很快，她以精湛
的技艺和良好的信誉赢得了客户的赞誉，开
业不到半年小店就已名声大振。 如今的“雪
莱居饰”在南县拥有自建的 550 平方米的加
工厂， 年加工生产床上用品 2 万余件套，有
320 平方米的展示厅；在长沙有 340 平方米
的展示厅；在上海、北京设有实体店。这都是

从那个小店一步步发展起来的。
张妍娜虽是在家乡办企业，眼光却总是

盯着外面精彩的世界，关注行业产品和技术
发展的信息，为的是让自己的企业追赶时代
潮流。 1991 年，她只身来到纺织业发达的杭
州与苏州考察，在那里，她大开了眼界，看到
了先进设备和技术带来的高效益：一台机器
15 分钟便完成了一个人一天都难以干完的
活。 她思考再三，用多年积累的资金从台湾
购进了一台原装成型机等先进设备。 设备的
更新，技术的进步，有效地促进了生产规模
不断扩大和产品升级换代，产品越来越受市
场青睐，信誉越来越好。 1995 年，她把自己
用真心、诚信打造的绣品在北京注册，取名
为“雪莱”。 2002 年，正式成立雪莱居饰用品
有限公司。她说，之所以取名“雪莱”，是因为
她对英国浪漫诗人雪莱的热爱。 她要用毕生
的精力，经营好这个品牌，为普天下的消费
者提供温馨浪漫的居饰用品。

不久，“雪莱居饰”的生产加工基地扩大
到了江苏的南通以及上海、广州等地。 多年
来，只有沿海企业在内地建生产加工基地之
说。 一个坐落在洞庭湖畔的居饰用品企业居
然在沿海一线大城市拥有生产基地，这在一
般人看来似乎是不太可能的，至少有班门弄
斧之嫌。 可“雪莱居饰”就是做到了。 张妍娜
认为，沿海有沿海的优势，例如面料、配料和
国内外市场信息； 自己也有自己的长处，例
如湘绣、 独到的款式设计就是自己的特色。
在沿海建立生产基地，正好可将其原辅料和
及时掌握市场信息的优势嫁接到自身的特
色长处上，有益企业的发展。事实正是如此，
“雪莱居饰”凭借沿海、内地优势的融合，不
但在国内市场更加走俏，而且大大加快了开
拓国际市场的步伐。张妍娜也被评为益阳市
巾帼创业标兵、益阳市“三八”红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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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莱”创始人张妍娜

人们习惯于把家庭比作港湾， 有道是：
奋斗在路上，休憩在港湾。 在路途中以勇气
和实力奋斗、拼搏；用拼搏得来的积蓄构筑
自己的港湾；在港湾里享受舒适、温馨，进行
休整，为明天的奋斗积蓄充沛的精力。 如此
往复循环，实现自己的人生。“雪莱居饰”坚
持诚信、创新的经营理念和“人无我有，人有
我全，人全我精”的经营策略，全体员工把自
己当作消费者打造温馨港湾的工匠，视顾客
的需求为自己永无止境的追求，把顾客的满
意当作自己最大的满足， 不断开发新产品，
适应人们生活水平芝麻开花节节高的需要，
为千百万人打造温馨、浪漫的港湾。

睡眠占据了人生时间的近三分之一，相
当于人在港湾里的时间的二分之一左右。 民
间自古以来的“三分调，七分养”、“药补不
如食补，食补不如觉补”的说法，指的是人体
要通过睡眠，做到一张一弛，消除疲劳，实现
身心安康。清代医家李渔曾指出:“养生之诀，
当以睡眠居先。 睡能还精，睡能养气，睡能健
脾益胃，睡能坚骨强筋。 ” 为了营造舒适的
睡眠环境， 选择床上用品就显得尤为重要。
被子、床单和枕头这些直接接触皮肤的床上
用品，为人们更好地享受舒适的睡眠提供了
不可或缺的条件。 好的床上用品可以营造良
好的睡眠氛围，缓解一天的工作压力，恢复
精力，提高第二天的工作效率。“雪莱居饰”
人深深地懂得这些道理，把开发良好的床上
用品作为重中之重，采用从韩国和台湾地区
购进的进口优质纯棉料，采用机绣、电脑绣、
手工绣与印花相结合的先进工艺，加快产品
从实用型向装饰型、保健型的延伸，实现产
品功能性与装饰性的完美结合并向满足顾
客个性化需求前进，以“天然、绿色、环保、健
康”的品质，增强产品的市场魅力，开拓国内
外市场。

“雪莱”二合一被二层可合可分，顾客只
需简便进行增减， 就可适应春夏秋冬的季节
变化，温暖舒适地度过一年。蚕丝被的柔软天
然，让人更加舒适。儿童床用系列产品把孩子
们喜爱的动物、卡通图像印在上面，适合他们
的天真烂漫， 让他们很容易带着愉悦进入梦
乡。 宾馆酒店是差旅在外的人的临时港湾，

“雪莱” 从满足旅客和方便酒店双方出发，找
到了开发产品的最佳结合点， 生产的宾馆酒

店系列产品中的床单、 被面面料选用的是中
细纱支、高密织物，光滑、柔软，彰显较高的档
次，让客人睡着舒适。所有的产品都做到了表
面光滑耐磨，制作工艺精良，衍逢精致牢固，
旅客使用方便舒适， 宾馆酒店方也可因使用
寿命长而节省成本，提高效益。

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要求床上用品的
功能已远不只是御寒保暖，也没有停留在装
饰美观，使用舒适上，而且在保健功能上也
有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为了提高产品的保健
功能，“雪莱居饰”通过精心研究，推出了雪
莱牛奶被。 它采用的牛奶纤维的重要原料就
是牛奶蛋白质，是将液状的牛奶脱水，脱脂
后再加上柔和剂形成牛奶浆，经过湿纺工艺

和科技处理后合成的牛奶丝。 牛奶丝本身富
含多种氨基酸，而且质地轻盈柔软，透气性
好，兼具棉纤维的柔软性，吸湿性以及丝纤
维的轻柔，滑爽，面料富有光泽且保暖性佳。
拥有者抚摸着如丝般顺滑的面料，遥想着天
然的绿色牧场， 舒服地躺卧在牛奶的怀抱
中，开始一夜的梦之旅，确实是一种温馨的
享受。

近几年， 家居行业从以前的无序竞争、
低价竞争的原始时代进入了拼文化、 拼创
意、拼设计的新纪元。 家居企业都在调整自
己的经营策略，把精力从简单的销售产品放
到文化营销、 提升品牌价值的长远目标上。
张妍娜带领“雪莱居饰”员工，以一切为了消

费者的美好享受的不变的美好心灵和真诚、
贴心个性化的服务，去适应消费者快速变化
的美的追求，其中包括正蓬勃兴起的个性化
追求。

“雪莱居饰”从创办初期就是以一对一
为顾客服务开始的，直到现在每个雪莱人仍
具有能一对一服务好自己的每一位顾客的
能力并以此为荣。 近年来，一些旅居美国、英
国、加拿大、新西兰的侨胞来到公司，为自己
或最亲的人的婚嫁订制成套的床上用品。 他
们以一对一服务的优良传统和现代化的新
技艺，让顾客高兴而来，满意而归。 于是，这
方面的业务越来越多，一些国内客户也慕名
而来。“雪莱居饰”人敏锐地看到，婚嫁是人
生最大的喜事之一。 每个人一生中唯一的一
次神圣而庄严的终身大事，就是与相爱的人
携手步入婚姻的殿堂。 婚礼一生只有一次，
而婚房即是小两口共同生活一辈子的爱巢，
更需要精心的打造。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
高，婚嫁消费迅速上升为一个家庭最大的一
宗消费之一。现在的“80 后”、“90 后”都是极
有想法和创意的年轻人，他们的婚礼、婚房
都需要按自己的想法来进行策划和设计；戒
指订制逐渐成为一种时尚；个性化的与装饰
风格一致的床上用品订制也将由高端客户
走向大众化。 来公司订制婚嫁居饰的顾客从
华侨开始，继而到部分内地顾客，正是这种
消费新潮即将到来的前奏。 这是一个潜力巨
大的市场。“雪莱”人当机立断，开辟出婚嫁
居饰产品订制服务新业务，融合湘绣及各种
高档真丝面料选择、款式设计，按照每一对
新人的想法及要求，为他们量身订制婚嫁居
饰用品。 公司有专业设计师一对一的服务，
配合每一对新人一起配备整个婚房物品，打
造出新婚夫妇的专属空间，体现他俩的共同
爱好。 你可以想象一下：当一对幸福的新人
携手走进婚房，躺在自己设计的独一无二的
爱巢中，是一种怎样的甜蜜。

如今，“雪莱居饰” 已与万家丽国际
MaLL 签订了建立婚嫁订制线下实体窗口
的协议，以便让更多的“80 后”、“90 后”新
人能得到称心如意的唯一的婚嫁用品。 愿
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让每一对新人都有
其独具特色、 彰显个性的温馨爱巢！ 这是
“雪莱居饰”人的共同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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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妍娜参加第三届泛珠三角区域妇女发展促进会留影。

雪莱居饰长沙门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