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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风天气外出时，一定要做好
相应的防护措施，特别是走路、骑车
需要经过狭长通道，或需途径广告
牌和老树下时，一定要减少逗留时
间，以防发生危险。

1、走路、骑车尽量避开“狭管效
应”。要注意走路、骑车时少走高层
楼之间的狭长通道。因为狭长通道
会形成“狭管效应”，风力在通道中
会加大，从而给行人带来危险。

2、要注意不要在广告牌和老树
下长期逗留。有的广告牌由于安装
不牢，在强大风力的作用下有可能
倒塌 ;而一些老树树枝已经枯死，根
基不牢，可能在大风天气中断裂，对
行人造成危险。

3、要注意轻型车的安全。由于
轻型车重量较轻，在高速行驶中可
能被大风掀起。应在轻型车上放一
些重物，或者慢速行驶。满载货物的
大型车辆，在刮大风天气里高速行
驶时，车上货物受到风力的作用有
可能发生摇摆、松动，甚至从车上脱
落。因此，在刮大风时应尽量避免跟
随在满载货物的大型汽车之后行
驶，不得已跟随时，注意拉开距离。

4、要注意尽量少骑自行车。因
为在大风天气中，顺风或逆风虽不
会对骑车造成太大危险，但是一旦
侧风向骑行，有可能被大风刮倒，造
成身体损伤。

5、外出做好防护工作。要注意
携带口罩、纱巾等防尘用品，以免沙
尘对眼睛和呼吸道系统造成损伤。

(来源：中国应急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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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乡创业年销近千万

立春后的一场寒流让气
温急速降低，曹县汉服电商产
业却一片火热。

“我们打算在菏泽搞一场
‘东方花语十二花神游菏泽’
活动，和咱的汉服很搭，有没
有兴趣合作一下……”2月24
日傍晚6点多钟，在菏泽曹县的
E裳小镇明星楼，来自岛城的
活动策划人孙一之专程找到
了锦裳翰林阁博士工作室的
女老板孟晓霞洽谈合作。

这位慕名来合作的活动
策划人，就是看中了胡春青和
孟晓霞夫妇的网红效应。

1986年出生的胡春青是大
连理工大学材料加工专业的
博士生，这对原本已经走出乡
村的夫妻，因为一个偶然的机
会得知老家在大力发展农村
电商，于是萌生了做电商的想
法，孟晓霞先期回乡创业，“起
初是自己开淘宝店，卖人家的
货，到后来也有了自己的工厂
和设计师。”孟晓霞说。

2017年，胡春青夫妇成立了
曹县辰霏服饰有限公司，租用了
村内的扶贫车间，开起了自己的
加工厂，由于订单不断，还带动
了周边近400名村民就业。2018
年，胡春青也回到家乡山东省曹
县大集镇，一边继续研读学业，
一边帮助爱人孟晓霞一起创业，
经营演出服装和汉服。孟晓霞发
挥美术专业特长负责款式的设
计，胡春青负责运营和销售，生
意做得风生水起。

2018年11月，两人又申请
了专门扶持电商发展的“电商
贷”，这促使他们的电商产业
提档升级，2019年销售额已经
突破了900万元。

“这里的产业链太齐备
了，只要你设计好了款式和图
案，其他的打版、绣花、配饰及
配件采购、物流等问题，都能

在这方圆10公里左右的地方
全部解决。”孟晓霞说。

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演出服装销售大幅下
滑，胡春青的公司也不例外。
两口子适时调整策略，开始将
重心转移到汉服经营上。曹县
税务局的工作人员走访了解
情况后，根据胡春青的纳税信
用登记评价，协调银行贷款，
为他解了资金上的燃眉之急。

校企合作培养“电商人”

在锦裳翰林阁博士工作
室，孟晓霞非常自豪地介绍：这
件是县里梁县长为曹县汉服带
货时穿过的款式，这件汉服的花
纹是自己手绘出来的，这件演出
服曾卖到了北京……孟晓霞是
学习美术专业的，闲暇时候，她
就会在本子上构思画面，再通过
设计师变成衣服上的绣花。

胡春青告诉记者，在曹县这
个地方，电商产业规模出来了，
但是互联网的发展日新月异，稍
一放松就会跟不上。

“好的人才，即便给出一

两万元的月薪，在曹县也不一定
能留得下，我们就自己培养。”从
去年开始，胡春青就把自己的销
售部“搬”到了曹县职业教育中
等专科学校的实训楼上。

“我们计划把电子商务专
业打造成全国同类学校里的
样板，不仅为促进曹县电商产
业发展做出贡献，也为全国的
电 商 产 业输送 专 业 技 能 人
才。”曹县职业教育中等专业
学校校长武毓群告诉记者，他
们请胡春青任特聘教师暨学
术带头人，形成了一支专业、
成熟的校内导师团队。

“我们这里有直播间、实
训平台、实训基地，学生不用
走出校门，就可以直接在一个
实战的企业环境里锻炼。”胡
春青告诉记者，通过教育链、
人才链与产业链的融合发展，
在一定程度上为产业发展提
供了人才的支撑。

从“拿来主义”到原创

大年初九上班，胡春青开
始分配任务，即将入市的汉服
款式和汉元素日常服饰的设
计已经定稿，需要根据市场的
反响再调整“战术”。

孟晓霞说，很多人说之前
的演出服是“一次性服饰”，他们
希望通过精进、改良，让自己的
原创产品更丰富，让更多汉文
化元素融入日常服饰，让这些
华美的产品进入更多百姓家。

“未来随着汉服曝光率日
益增加以及资本的垂青，新兴
品牌将得到快速成长。”胡春
青认为，“未来一定要走原创
品牌道路，不能只做代工厂。
我正和一些同学研讨创新面
料和智能产业园，提高本地服
装的产业价值。”

2019年的时候，孟晓霞设计
了一款斗篷，售价不到200元，放
到店铺里一口气卖出5000多件。
公司设计出40多款汉服款型，获
得12个原创美术创作版权专利。

“想要持续走下去，让这一产业
良性发展，还是要追求原创，做
自己的品牌。”孟晓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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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镇的“互联网气质”

2月24日，正月十三，菏泽，预
报的雪如约而至。

驱车进入菏泽曹县，道路两
旁是顶着各种招牌的门脸，靠近
县城中心区域，新建的小区和公
园渐渐多起来，一派欣欣向荣。

曹县与众不同的地方除了烤
全羊和烧牛肉之外，就是它的“互
联网气质”了。这里的木制品、演
出服、汉服，销量在淘宝上都保持
领先。在曹县东环路的一个十字
路口，“全国第二超大型淘宝村集
群”的红色大字格外引人注目。这
里演出服及汉服产业一年的销售
额让人咂舌，2019年达到65亿元，
2020年尽管受到疫情影响，依然
达到30多亿元。

大集镇淘宝产业园的生产车
间内，还没出正月十五，工人们就
已经开始加紧赶制服装。

“七八年前，这里基本上见不
到男的壮劳力。”曹县县政府一位
老家在大集镇的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为了生计，大家都出去找寻出
路了。据了解，当年有不少村民年
收入不足4500元，属于贫困人群。

如今，电商产业点亮这个小
镇的希望。桑万路两旁的墙上不
时会出现例如“网上开店卖天下，
服饰加工富万家”之类的标语，每

隔三五十米就是一家仓库或加工
车间，此外，道路两旁还聚集各种
商铺，从布料、辅料到加工、生产，
演出服、汉服产业链上的每一环
节都能在此找到接口。

远近闻名的“戏服镇”

说起大集镇的电商产业变
迁，首先要从最早搞服饰的丁楼
村说起，这里曾被誉为“山东淘宝
第一村”。网上销售的儿童表演服
饰，大部分产自这里。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丁楼
村个别村民便开始了服装贸易生
意,他们为影楼、戏班加工服饰。
丁楼村党支部书记任庆生回忆
说，他们原来肩挑人扛，到各个城
市设点推销。后来，有了淘宝店，
周边村民偶然间尝试拍了照片放
到网上卖，尝到了甜头。很快，大
集镇家家户户都开起网店来。

另一方面，大集镇政府也在
鼓励村民开设淘宝店铺。2013年，
时任大集乡党委书记的苏永忠敏
锐地感觉到这是一个时代机遇，他
马上成立了电子商务发展办公室，
整修道路、改造电网、建设电商产
业园。对于刚起步的电商户，政府
免费帮他们办理营业执照、光纤
入户，并给他们进行电商培训。

目前，大集镇有1 . 6万余家网
店，300多家天猫店，表演服饰有限
公司有近2000家。由于“淘宝”的出
现和政府的电商扶持政策，超过
700位大学生回乡创业，7000多名
外出务工农民返乡工作。

“河南卫视、湖南卫视、辽宁
卫视等地方台春晚，不少孩子穿
的演出服，都是从咱们曹县出去
的。”曹县大集镇电商服务办公室
工作人员唐彤告诉记者。

据公开数据显示，大集镇2019
年演出服销售额超过60亿，占淘
宝、天猫等电商平台网络总销售额
的70%，是远近闻名的“戏服镇”。

受疫情影响，全国的文艺演出
市场在2020年极度萎缩，货积压了
很多。于是，当地的从业者在找寻
新的出路，渴望绝处逢生。

疫情倒逼产业升级

2020年，疫情之下放假在家
的学生群体对汉服的关注，再次
给了曹县一个机会。或者说，又让
曹县的电商人嗅到了商机。

从演出服到汉服，款式和花
型上要求更考究。而在大集镇，绣
花机就有上万台。一位从业者告
诉记者，毫不夸张地讲，电视上有
什么款式，他们就能照着葫芦画
个瓢。很快，大集镇的工厂都开始
转向了汉服的生产。

尹啟行原来在乌鲁木齐做跨
境贸易，2018年，他回到故乡做起
了演出服电商生意。疫情期间，他
也很快转到了汉服生意上。今年大
年初六就开工了，工人们陆续回来
了，前面还积压着1000多单订单。

根据一份调查报告，从价格
上看，低于200元的汉服销售额最
高，占比为67 . 6%，其次是200元-
400元区间。而这一价位的汉服，大

多来自曹县像尹啟行这样的商户。
“我们之前吃过版权的亏，现

在都是搞原创，基本上半个月推
一个新款，最近正准备推一个仙
鹤图案的CP款，售价不到2 0 0
元。”尹啟行说。

目前，曹县的汉服设计师大多
是商户们通过网络去找寻和签约
的，商户们随时搜集一些当下最流
行的款，像热播的古装戏《赘婿》

《大秦赋》等里面的服饰，再联系设
计师，花两三千块钱买下版权。“找
到合适的合作伙伴，付出设计成
本，才能保证原创产品的源源不
断。”尹啟行坦言，这是一条在试
错过程中不断突破的道路。

贫困村全变成“淘宝村”

汉服产业，给原本没有太多资
源的平原乡村带来了振兴的可能。

结缘汉服，让95后女孩李燕家
摆脱了贫困，住进了二层小楼。李
燕家住丁楼村，因为家庭困难，她
初中就退学了。后来，她去了一家
快递公司工作，渐渐对电商有了一
定了解，萌生了下海创业的念头。

李燕先是随波逐流，在网上
卖自制的演出服。但是没多久，她
便嗅到了汉服的商机，为此她在
天华电商产业园报名参加了美工
和运营两项专业培训。

和很多做电商的邻居一样，
李燕很快也挣到了钱，一年三四
十万，家里四口人住进了两层小
楼，还添置了一辆轿车。

今年30多岁的王峰青，去年
才从青岛返乡创业，如今在不大
的直播间里，王峰青每天要上快手
直播4个小时，从最初的几十个人
关注，到后来一天能卖100多单。

也有电商在朝中高端努力，
例如戚永。他做的一件明制式汉服
加上配饰，竟然能卖到7万多元。戚
永近三年一直在学习，从汉服形
式、画稿到设计，一点一点去完善
自己的知识架构，《大明衣冠》《中
国甲胄史》这样的书籍他都看过，
孔府珍藏的衍圣公服饰他也私下
研究过。他也会挑战一些高难度的
甲胄，很多人看到后，都不敢相信
这是一个农民做出来的。

电商给小县城注入了活力。
目前，曹县有2万人通过电商实现
精准脱贫，占全县脱贫人口的
20%。32个省级贫困村发展成为
淘宝村，实现了整村脱贫，“电商
+产业+贫困户”的曹县精准扶贫
新模式被商务部全面推广。

如今，对于从事汉服生产的曹
县人来说，升级之路才刚刚起步。

占线上汉服三成份额
曹县2万人通过电商实现精准脱贫

鲁西南这个县火“出圈”
32个省级贫困村实现整村脱贫

2020年，是菏泽
市 曹 县 出 圈 的 一
年，“三分天下汉
服”成了它的新地
理标签。

曹县大集镇，
这 里 是 中 国 首 批

“淘宝镇”、山东省
唯一一个淘宝村全
覆盖的乡镇。缺少
产 业 支 撑 的 大 集
镇，家家户户一度
常 年 见 不 到 男 劳
力，为了养家糊口，
男人们都外出打工
了。后来，发迹于丁
楼村的影楼服饰，
大集镇逐步找到了
属于自己的致富路
径——电商。

顺 应 发 展 趋
势，当地政府将发
展农村电子商务作
为精准扶贫的重要
载体，拉动网络创
业，带动村民创业
致富。就这样，大集
镇32个村全部成为
淘宝村，形成“人人
有事做，家家有钱
赚”的局面。

5万青年返乡创业做起电商“赶潮人”

博士夫妇的人才“逆流”样本
是在大城市不懈奋斗，还是回到家乡赋能创业？这种“灵

魂考问”，曾是不少人解不开的难题。然而在菏泽曹县，近年来
约5万名青年人返乡创业，做起电商“赶潮人”。

曹县大集镇——— 一个淘宝村全覆盖的乡镇，以做演出服、
汉服电商产业著称，淘宝三成汉服出自这片土地。7000名年轻
人返乡创业从事汉服电商产业。那么，曾经被家里“赶着”出去
闯荡的年轻人，为何又扎堆回来创业？齐鲁晚报·齐鲁壹点带
您一起走近博士胡春青夫妇，解密人才“逆流”的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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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基础+“白菜价”

与成都、杭州这样
的一线城市不同，曹县
只是山东菏泽下辖的一
个县，和省会之间暂时
不通高铁，一天仅两趟
绿皮火车，这里为啥成
为中国汉服市场的重要

“输出地”？
首先，曹县有着很

好的产业基础。曹县大
集镇曾是全国最大的儿
童表演服饰加工基地，
一件衣服从原料供应，
到打版、剪裁、缝纫、熨
烫，再到包装、发货，都
可以在这个小镇上完
成。因为造富的神话不
断传出，返乡创业的人
越来越多，不乏本科、硕
士乃至博士等各色能
人。

杭州九堡一名网红
主播曾说过这样一句话：

“人在城乡接合部，心在
巴黎时装周。”这句话对
曹县人来说同样适用，如
今互联网已打破了空间
的隔阂，各色古装剧、微
博里的汉服手稿、“同袍”们的需求，都可以
分分钟给他们带来灵感。

“曹县汉服电商产业的崛起之路是
十分清晰的。”菏泽市曹县电商服务中心
主任兰涛说，从最初线下奔走推销的影
楼服饰，到后来野蛮生长的演出服饰，再
到疫情之下转向汉服电商，这个产业在
一步步走向成熟。

兰涛认为，这些服饰品类产业基础
大致相通，制作工序大致相似，所需的产
业链和生产要素基本相同。由于这一产
业带相对集中，又形成了一定的规模，生
产成本、人力成本和物流成本都有了独
有的优势，在市场竞争中以“白菜价”胜
出，这恰恰说明了曹县汉服的竞争力所
在。

“一核两翼”的曹县电商模式

在曹县电商发展过程中，当地总结
为“一核两翼”模式。“一核”，即以农民为
核心力量，由农户依托传统而零散的演
出服饰、木制品等乡村产业进行创业和
就业；“两翼”，一为以淘宝为主的电商平
台，这些平台为农民提供了低门槛创业
机会，并辅以各项功能和服务；二为服务
型政府，党委政府因势利导，根据创业者
的需要，及时补充短板，为电商从业者提
供从入门到升级的各种贴心服务，助推
产业集群化发展。

兰涛介绍，曹县通过建设“表演服产业
集群”“中国原创汉服文化产业集群”，带
动了大集镇、安蔡楼镇、阎店楼镇等服装
产业从传统单一演出服饰迭代升级到汉
服、古装、工装等更有竞争力、附加值更
高的产品。

电商，让地处鲁西南、渴望突围的菏泽
市有了一个有力抓手。据统计，菏泽市拥有
47个淘宝镇，2.5万余贫困群众受益。

2020年，菏泽曹县网络销售额突破
156亿元，电商企业超过5000家、网店6万
余家，电商带动30万人创业就业，吸引5
万名返乡创业人员。其中亿级店铺发展
到6个、千万级店铺发展到100多个。曹县
的网络零售额和快递物流包裹量连续三
年位列山东省第一。

这个位于鲁西南的普通县，如何衍
生出电商产业的广阔土壤，记者进行了
探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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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衣如水，一梦千
年。每当周末天气晴好
时，不少“小哥哥”“小姐
姐”身着华丽而飘逸的汉
服，缓缓踱步于济南大明
湖畔，鬓影衣香，广袖流
云，长风玉立间，仿佛跨
越了千百年时光。

在大众的眼中，汉服
属于小众。但有数据显
示，汉服产业在淘宝上已
发展成了百亿大市场。每
天近2000万人在淘宝上逛
汉服店，上千汉服商家都
在围绕市场需求不断创
新。

三分汉服看曹县。让
人意想不到的是，线上热
销的华美汉服，竟有1/3来
自菏泽市曹县。如今，曹
县继续保持着全国第二

“超大型淘宝村集群”的
位置，淘宝镇数量全国领
先。近日，齐鲁晚报·齐鲁
壹点记者到菏泽市曹县
进行探访，走近形形色色
的电商创业达人，探访乡
村人才“回流”的真实故
事，解析汉服电商的乡村
振兴密码……

胡春青通过校企合作培养更实用的电商人才。

孟晓霞向记者展示自己的产品。

▲也有电商在朝中高端努力。图为当地人制作的精美汉服。

锦裳翰林阁博士工作室线下店铺的部分成衣。

曹县的物流业十分发达，成本也很低。

还没到正月十五，工人们就已经开始加紧赶制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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