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生苦短，难免要

在泥泞中跋涉，在风雨

中摇摆。但赵丽萍的内
心装着四季，那里潮湿

且温润，有阳光晨露，有

春风细雨。在花开花落

的无常里，她保持着真

我的快乐，以最美的姿

态，静候每一个花期。

■ 王柔仪 /文

你知道兰花的生命吗？

有人说，兰无三年叶；也有人说，只要养

护得当，兰花的寿命可长达 10 年。每一个生

命周期，兰花都要经历抽苗、发叶、花开、花

落，年复一年，周而复始。花期来临前，它可

以在蓬篙荆棘的丛林中静静地生，为绽放蓄

力。花期到来时，它可以在无人喝彩的空谷

里悄悄地香，馥郁了时光。

宁静高雅、美好纯洁，这是杭州花之城

纺织有限公司董事长赵丽萍喜爱兰花的原

因。“3 年前你们说要采访我，我说再等等

吧，那个时候很多事情都还在筹备中。”赵丽

萍笑着说，“现在不一样了，体量越做越大，

样品更加丰富，而且我们还在探索全新的领

域———文创产业。”

3 年，只为又一个花期。如果将时间的

镜头拉远，在花之城 30 余年的发展历程里，

3 年并不算长，但它前进的每一步，都足够

漂亮。在赵丽萍的讲述里，这 3 年她做了许

多快乐而有新意的事。这 3 年，是对过往的

一次总结，是面向未来的一次跨越，是花期

来临前，一次沉寂的蓄力。

银父与女
赵丽萍与纺织的际遇缘于幼时。

她回忆，小时候常常坐在木板凳上，跟

着大人们一块儿挑花边。大人们有说有笑，

手中的针线在纸上游走，“沙沙”声不绝于

耳。钩、攀、绕、缠，赵丽萍一投入就是好几个

小时。那时的她，年仅八九岁。

萧山花边有个很好听的名字，叫“万缕

丝”，是浙江省著名传统手工艺品，以精美严

谨的构图、清晰分明的层次、复杂多变的针

法、洒脱飘逸的风格而闻名。萧山花边设计

高级工艺美术师赵锡祥，是赵丽萍的叔公，

也是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

得益于幼时的熏陶，赵丽萍对纺织有着

不一样的情愫。

30 年前，萧山的纺织工厂如雨后春笋

般相继涌现。原本从事木工的赵丽萍父亲，

也投身于纺织大军之中。1987 年，赵丽萍父

亲开设了同兴布厂，正式转业。

但彼时纺织行业竞争对手之多，市场之

乱，让毫无经验又为人实诚的赵丽萍父亲吃

了不少亏。“我爸爸刚入行那会儿，根本不懂

机器，但他做事胆子大，一下子买了 20 台，

结果都是烂机器！那时候的机器价格高啊，

几万块一台。”

立志欲坚不欲锐，成功在久不在速。换

了机器后，布厂重整旗鼓，继续在摸索中曲

线前进。那时的赵丽萍高中刚毕业，白天在

塑料厂上班，晚上就到布厂里帮忙，还得顾

着一周两次的大学自考课程。尽管布厂接下

来的日子有起有落，但在赵丽萍父亲的带领

下，良好的口碑树立起来了，客户越来越多，

一切都渐渐有了起色。

可人心总比商场莫测。赵丽萍清晰地记

得有一天，她下班回家，发现父亲一反往常，

没有去厂里。他与母亲二人坐在家中，眉头

紧锁，垂头丧气。原来，父亲又被骗了。

那是赵丽萍父亲曾非常信任的一个客

户，在一次货物交付后，卷着 70 万元跑路

了。货款追不回，70 万元就这样石沉大海。

“那时候我的工资是一个月 50 块钱。70 万

元对我们家来说，意味着倾家荡产。”

看着全家人心灰意冷的样子，身为长女

的赵丽萍意识到肩上的责任。“爸，留得青山

在，不怕没柴烧。还有我呢。”

“还有我呢”，短短四个字，却承载了太

多。

时间停顿了几秒，语调向来轻快的赵丽

萍居然哽咽了。“现在想起来，那时候的我真

的挺坚强的。我记得我父母都哭了，我爸拉

着我的手跟我说，丽萍，有你这句话，我不会

倒下的。”

如旧时的默片，灰色，是赵丽萍那段日

子的主色调。她回想不起踏入纺织行业是哪

一年了，但父亲的这一句“我不会倒下”，像

钉子一样楔在她的心坎上。

有人在风中迷失了方向，有人在风中挺

起了胸膛。赵丽萍一家，无疑是后者。

之后，赵丽萍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布厂，

三姐妹齐心，更加事无巨细地帮助父亲。下

车间织布、挑灯做账、外出跑业务，大大小小

的公司事务赵丽萍都亲力亲为。

“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晚上做账，没有计

算器和电脑，都是笔算。就算有一分钱的差

池，账平不了，我也会花一整个晚上找出问

题所在。”慢慢地，赵丽萍学会了会计，学会

了织布，学会了如何与员工沟通，学会了统

筹全局，把控产品的质量和产量。

说起奋斗的日子，赵丽萍的语气找回了

活泼。“那个时候我很酷哒！别看我个子小小

瘦瘦的，出去跑业务我都是骑摩托车去的

哩！”

时光流转至 2002 年，在一家人的经营

下，布厂规模不断扩大，公司进行了结构调

整，正式更名为“花之城”，赵丽萍开始逐步

接手企业。她说，取名为“花之城”，没有复杂

的想法。“当时，我们想把企业做精做强，将

主业转向了花边。花是花边制作的一大元

素，而我们又在浙江（中国）花木城附近，是

萧山千千万万企业的一家，城市的一角，便

叫‘花之城’了。”

很快，公司步入了正轨。赵丽萍力求创

新，紧跟时代的步伐，从织布机、梭织机到剑

杆机，不断升级设备。为了制作更加新颖精

致的花边，赵丽萍还引进了平绣机、金片绣

机、盘带三合一机等机器。

如今，花之城已从萧山一隅走向了世

界。多年来，花之城的产品远销欧美及东南

亚等地区，与阿拉伯、阿富汗等中东国家保

持着密切稳定的商业关系。

赵丽萍说：“踏实做事，诚信做人，是一

种本能。这些年，我们就是靠着本能，一步一

步实实在在走过来的。”

是啊，跌入低谷又如何？只要有韧劲和

拼劲，低谷里也能开出繁茂的花来。

银文化与传承
踏入花之城的展厅，瞬间被形形色色的

款式和色彩迷了眼。

针线交织之间，国色牡丹在这里盛放，

风雪梅花在这里傲立，朱雀凤凰在此栖息，

还有充满异域风情的金丝银线、富丽堂皇的

丝绸缎布……

每种款式，赵丽萍都参与设计。在她看

来，每个产品都有着不尽一致的内涵与感

情。正因为每个产品倾注的心血都是独一无

二的，赵丽萍会在第一时间为产品设计申请

专利保护，仅今年上半年就申请了 20 个。

每位客户来到花之城，赵丽萍都会按照

客户的喜好、当地的特色提供不同的样品。

久而久之，老客户只需要一通电话，提出需

求，赵丽萍便能明白对方想要什么，设计出

客户理想的花型，并按时交货。

信誉与经验的累积，让花之城平稳地度

过了疫情时期。赵丽萍解释道，“我们是以出

口为主的企业，疫情期间部分产品无法出

口，订单取消，难度确实很大。但比较幸运的

是，老客户都非常信任我们，即使线下不见

面，他们也完全相信我们的设计和品质，所

以不存在客源流失的问题。再加上今年阿拉

伯等中东国家需求量倍增，从开年到现在，

我们已经做了 10 来万米，这个数据相当不

错了”。

近 3 年来，除了稳固花之城基业的发

展，赵丽萍在做的另一件事，则是文创产业。

更具体地说，她想把带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元

素，用手工与机器相结合的绣花工艺，融入

到工艺品、绣画、喜服、汉服中去。

党的十八大以来，文化领域相关利好政

策频出，大力推动文化产业发展。从 2013 年

到 2017 年，短短 5 年时间，在政策、市场、资

本多轮驱动下，本身自带高附加值属性的文

创设计，为中国经济实现由“中国制造”向

“中国创造”提供了新的出路和模式选择。文

创设计发展正迎来时代风口，产业规模不断

扩张，融合力度不断加大。

赵丽萍敏锐地感知到了市场的风向。为

抓住风口，赵丽萍在 3 年内精挑细选了 10
余名全国顶尖设计师，并加大资金投入。仅

去年一年，就投入了 800 万元。

除了软实力，赵丽萍还在硬实力上下功

夫。比如，引入数字化管理系统，提升办公效

率；与机械厂合作，定制花之城专属的机器。

2018 年，花之城成功将现代科技融入传统

纺织，被评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我们主打的技术是手工与机器相结

合。像这种定制机器，不但可以满足个性化

生产需求，比如绣花的精度和走向、色彩的

多样性等，甚至有些地方可以做得比纯手

工更美。但是手工仍然是无可替代的，比如

设计手稿，只有我们亲手作画，作品才会有

温度。”

“作品”———谈及文创产业时，赵丽萍总

是如此措词。或许在她看来，布料和针线本

无意义，但以针为笔，以线为墨，当它们与中

国传统文化交融在一起，便有了艺术的价

值。

赵丽萍向笔者透露，通过 3 年的打磨与

沉淀，花之城已经出品了不少佳作。量身定

制的喜服业务全面铺开，绣画和汉服作品的

公开发布会也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备当中。她

说：“做这件事我觉得很幸福，因为我在做一

件美的东西。”

今后，赵丽萍将在文创产业上有更加深

入的拓展。她有一个美好的设想：打造一个

VR 园区，与绣品相结合。园区内的山山水

水都是逼真的绣画，不同朝代的百姓穿梭画

里，飞鸟与鱼徜徉其间。一旦置身其中，游客

的五感六觉都会被调动起来。

感官体验之外，知识传播是必不可少的

一环。游客只需要对着绣品扫一扫，便能得

知每个元素背后的“秘密”———朝代背景、人

物简介、动植物百科，甚至还包括引申的古

诗词。

赵丽萍向笔者强调：“有文化，才能走得

更远。”她所说的文化，不仅是花之城真诚守

信的企业文化，更是根植于产品设计理念中

的中国传统文化。有文化，才有传承；有传

承，才有未来。

银幸福得像花儿一样
如果说，工作中的赵丽萍是幸福的，那

这几年让她更幸福的，是和女儿一起工作。

赵丽萍其实很意外。她没有想过，两年

前长女赵璐男从海外留学归来，愿意跟着自

己干。一是因为女儿已经拿到了国内三家知

名公司的录用通知书，再者是，一直以来，她

都对女儿心怀愧疚。

花之城最艰难的那几年，赵丽萍大女儿

正在上小学。“那时我全身心投入在企业，很

少有时间陪伴女儿。她小时候有很多演出，

我记得我只去过一次。为了给她更好的学习

环境，三年级的时候我们给她办了转学，她

的老师我只见过一面。但是她初高中的成绩

很少让家人担心，去国外上大学的申请、笔

试、面试这些手续，都是她自己一个人完成

的。”

或许是基因如此，或许是潜移默化，赵

璐男的坚强独立，和同样是长女的母亲赵丽

萍如出一辙。

6 年的国外求学生涯，让本就独立的赵

璐男更加成熟、更懂感恩。“从璐男跨入公

司那天起，她就说，妈妈，我跟着你干！那时

我已经在着手规划文创产业了，跟她一沟

通，我发现她马上能跳脱出固定的思维，提

出自己的见解，对艺术有很高的热情。从去

年开始，她学易经国学、汉服知识等传统文

化，我有问题还得问她呢！”赵丽萍脸上洋

溢着自豪。

前不久，赵丽萍和女儿一块儿出去游学

了一阵子。一堂心理学课上，老师抛出了一

个主题，让大家分享儿时与母亲之间最难以

忘怀的一件事。

轮到赵璐男的时候，她思考了很久。但

最终，她只用一句淡淡的“没有”，打破了沉

默。

“‘没有。’璐男就是这样说的。她说妈妈

没日没夜地都在厂里，印象中没有跟妈妈一

起做过特别难忘的事情。她就记得一句话，

是每次吃饭的时候，她奶奶喊她，‘璐男，吃

饭啦！’”

回忆是带刺的，赵丽萍再次哽咽了。她

的声音带着些许沙哑，平静的语气中压抑着

激动。“璐男当时说完就哭了。她感觉童年没

有美好的回忆，因为我没有陪伴她，我很愧

疚……”

时光让人变得脆弱且坚强。杭城八月

39 度的高温，却蒸发不完赵丽萍的眼泪。

“好在现在一切都好。您看，女儿回到您

身边了，又是工作上最得力的助手，您应该

觉得开心，为什么会哭呢？”笔者问。

“因为我觉得自己现在太幸福了！”

正如赵丽萍所说，她是幸福的。她并不

是没有遗憾，她只是不会被遗憾束缚；她也

并不是没有苦难，她只是不会被苦难左右。

人生苦短，难免要在泥泞中跋涉，在风

雨中摇摆。但赵丽萍的内心装着四季，那里

潮湿且温润，有阳光晨露，有春风细雨。在花

开花落的无常里，她保持着真我的快乐，以

最美的姿态，静候每一个花期。

荫杭州花之城纺织有限公司董事长赵丽萍 徐青青 / 摄

赵
丽
萍
：
静
候
花
期

地址：杭州市萧山区南阳街道阳城路 38号 电话：0571-82170788

传真：0571-82171111

浙江胜达祥伟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市萧山区坎山镇 电话：0571-83510073 传真：0571-82585258
网址：www.jxbuyi.com 邮箱：web@jxbuyi.com

杭州吉祥提花布、无纺布

杭州海滤新材料、无纺布

广 告

人物2020 年 9月 7日 星期一
责编：董国荣 美编：楼燕红

A3·华东周刊
ENTREPRENEURS' DAILY，EAST CHINA WEEKLY Profi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