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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焦点

新华社杭州 9 月 11 日电(记者吴帅帅、马剑)一边，窄窄
长长的扁担街留存了改革开放之初童装马路市场的记忆；一
边，童装电商小镇、织里童装产业示范园等释放发展新动能。
这就是位于太湖南岸的湖州市吴兴区织里镇。

从 0 . 58 平方公里到 25 平方公里，从单纯的本地户籍人
口到 45 万新老“织里人”和谐共处，40 载改革开放，小小的织
里镇，因小小的童装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根扁担“挑”出童装之都

通过吊挂系统，一件件童装在车间悬空穿梭，电脑裁剪、
拉伸、自动缝边，不到一分钟，一件精致的儿童连衣裙就从布
料变为了成品。这是记者在织里镇今童王童装公司自动化车
间看到的场景。

“这样的效率，在我靠着 6 台缝纫机打天下的创业初期简
直无法想象。”公司董事长濮新泉感慨。

“一根扁担两个包，走南闯北到处跑。”改革开放初期，曾
经“遍闻机杼声”的织里，许多农民创业者靠着家里的一台缝
纫机，做起了小买卖。

“就缝一些被套、枕套拿出去卖。”如今在织里童装城经营
一家布料行的杨进根说。没有行销证件，没有目的地，哪里有
菜场、市集，就在哪里摆起小摊。“最远到过郑州，一次带着几
百套枕套，半个月就能卖完，一趟下来能赚 200 多元。”

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织里人在传统纺织、刺绣产品生产
基础上，开始集中进入童装产业，童装成了织里镇的产业名
片。

织里镇党委书记宁云说，几十年来，虽然织里童装产量有
过起伏，但织里童装一直走在转型发展的路上：家庭小厂有序
进入产业示范园区规范生产；产业工人从出租屋搬进员工宿
舍；规模以上企业正在用品牌谋求上市……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织里镇共有童装生产企业 1 . 3 万
家，童装电商企业 7000 余家，年产童装 13 亿件(套)。

从“微笑曲线”两端找利润

“现在织里童装主要在‘微笑曲线’两端，也就是在设计和
销售上做文章。”中国织里童装城业务负责人张凯说。2010 年

建成的织里中国童装城，除了传统的面料交易、辅料采购，还
是覆盖设计、打样、展示、营销拍摄为一体的童装设计中心。

设计师胡丽琼原来是织里童装厂的普通员工，而今开起
了设计工作室。“原来织里的模式就是‘现抄现做现卖’，现在我
们卖的是创意、设计。”

她说，只要有灵感，设计师可以马上通过 3D 排版设计，
大体感知效果，如果可行就能在打样间做出一个样品，最后在
隔壁的走秀台，通过每周 10 多场的小模特走秀展示。

据介绍，这个设计中心已经汇聚了近 20 个工作室，每天
都有新的童装款式被当场买走，有的甚至成为当季热销品类，
每个设计团队年平均收入约 200 万元。

濮新泉说，品牌化经营后，企业同款童装的利润率至少提
升 40%。“一线工人减少了，设计团队扩大了；车间劳动减少

了，网上营销增加了。”
在今童王园区内，有一片专业童装摄影场地，卧室、运动

场、火车站、咖啡厅所有生活场景一应俱全。每到傍晚，会准时
迎来一波拍摄高峰。

据了解，童装行业还带动了化妆、小模特培训、摄影等许
多衍生产业。

张凯说，通过一根网线，去年织里童装已经实现了 100 亿
元的网上销售额，“双十一”，仅织里镇有名的淘宝村大河村就
实现了 5 亿元的销售额。去年，织里童装实现年销售额超 500
亿元，约占国内童装市场份额的 50%。

从产业富民到和谐兴业

织里镇人大主席薄国欣表示，童装产业为小镇带来了财
富和大量外来人口，更重要的是，织里把这些异乡人留了下
来。

江苏盛泽人王汉超从小跟着父母到织里创业，大学毕业
后又回到了织里经营面料生意。“小到一块吊牌、大到面料辅
料，在织里已经形成了童装行业成熟的产业链。我觉得在这里
有更多的事业发展机会。”王汉超说。

来到织里的打拼者最后成了创业者，靠童装产业在织里
扎下根来。

织里童装商会会长杨建平说：“从事童装近 30 年来，我带
出了近百个老板，他们有的在织里办厂，有的在老家做老板，
这是我感到最骄傲的事情。”

记者了解，现在，织里每年外发加工童装约 4 . 5 亿件
(套)，产值 130 亿元，有效带动了周边地区群众脱贫致富。

吴兴区委书记吴智勇表示，改革开放 40 年来，织里童装
产业转型的背后，是织里小城镇的转型、新老织里人的转型，
成功走出了一条团结打拼、和谐相处、共谋发展的“织里之
路”。

“小童装”闯出“大世界”
传统产业转型带动综合发展的“织里样本”

新华社成都 9 月 11 日电(记者
董小红、赵丹丹)割双眼皮、隆鼻、削
下巴……在暑假，不少孩子都进行
了外貌上的“改造”。记者调查发现，
一些孩子痴迷追求外貌的完美，不
少家长盲目跟风带孩子“动刀”，整
容日益低龄化。

班里“流行”割双眼皮，家

长直言“为将来做好准备”

“我们班一共 32 个人，以前是
单眼皮的女生几乎全都割了双眼
皮，有几个男生也去割了，现在班里
单眼皮只剩下七八个人。”成都高二
学生小曾说，今年暑假，她也终于去
割了双眼皮，“完成了一个心愿”。

“有的同学已经是双眼皮了，但
是觉得左右不太对称或者不太明
显，也重新做了。”吉林艺术学院一
名大二学生告诉记者，艺术类院校
女生比较多，而且颜值都很高，大家
都很关注自己的外表，“别人割了我
也要割”。

记者了解到，今年暑假期间，不
仅割双眼皮手术火爆，隆鼻、削下巴
等整容手术也受到学生群体的青
睐，有的是孩子要求进行整容，有的
是家长主动带孩子去整容。

在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记者
看到，不少学生是由家长带着来做
整容手术的。在该医院医学美容科
门诊室外的走廊里，一些家长和孩
子在讨论具体的整容项目。据介绍，
整个暑假期间，该科室整容手术比
平时增加了 40%。

“我孩子上半年期末考试成绩
好，我打算让她把鼻子垫高一点，更
好看。”一位正在门诊室外等待的家
长说，她孩子虽然只有 16 岁，但是，
“美丽是一种早期投资，要趁早。”

“在我们班，割双眼皮是一种流
行了。”吉林建筑大学城建学院大四
学生小含告诉记者，她身边微整的
同学挺多的，班里十几个女生有一
半做过“微调”。“家庭条件好的，投
入几万元，到韩国去整容；有的人把
生活费省下来，专门等假期去做。”

吉林一位带孩子整容的家长直言，“上学期间比较清闲，
有时间用来恢复，为毕业找工作和将来找对象做好准备。”

整容逐渐“低龄化”，孩子的审美观被带偏了

记者调查了解到，近年来，整容逐渐呈现“低龄化”的趋
势，这折射出日益蔓延的社会审美焦虑。

——— 盲目跟风整容。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医学美容科主
任叶飞轮说，整容项目最好在 18 岁之后做，年纪太小孩子发
育尚未完成，除了一些由于先天畸形确实需要修复的，不建议
过早做相关整容项目。

“一些孩子和家长缺乏正确的审美观，存在盲目跟风的现
象。”叶飞轮说，在门诊中，有的孩子向他咨询整容，他根据实
际情况建议其不要过早进行手术，但是孩子却很执着，有的居
然去一些小作坊整容，造成严重的身体损伤。

“别人的孩子都做了，我家孩子也不能落后，不然以后会
吃亏的。”成都一位家长坦言。

——— 过度自我关注。长春市心理医院催眠研究室主任医
师尹洪影认为，从心理层面来讲，整容“低龄化”是年轻人过度
自我关注的一个表现。

“在很多年轻人眼中，自己身上、脸上有个小小的瑕疵，就
会认为大家都能看到、觉得大家都很在意。”尹洪影说。

——— 价值观单一。“我从小就发现，如果长得好看，你就会
得到更多的优待。长大以后发现，如果长得好看，就会有更多
的选择。如果长得不那么好看，就需要后天去修补。”吉林一名
大四学生小于说。

成都市第四人民医院心理咨询师李云歌认为，当前娱乐
圈整容的明星不少，一些直播平台的主播通过整容获得了巨
大的关注度，成为被年轻人追逐的“流量”。这种“靠脸吃饭”的
单一价值体系容易让部分年轻人迷失，以为“照搬”整容就能
获得收益。

在一些人眼里，出众的外貌是就业、升学、找对象的“敲门
砖”，提早做好容貌上的“改造”，以便将来能在竞争中胜出。华
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吕方说：“这暴露出一些人的焦虑
心态，折射出价值观的单一。”

整容之前先正心，理性对待拒绝盲目

近年来，我国整容产业发展迅速。学生群体对整容的需求
日益旺盛，从追求单一器官的美化到追求多方面的改善。

尹洪影说，如果孩子过度在意外貌，是一种心理上不健
康的表现，需要通过“去中心化”的治疗方式来进行疏导，
帮助他们认识到自己不是人群中的焦点，减少紧张和焦虑的
情绪。

“如果出现整容成瘾的现象，则是心理疾病中的一种强迫
行为，需要及时进行治疗。例如，如果孩子总认为自己胖，反复
去抽脂，这样的强迫行为是和厌食症相关的，是一种不容忽视
的心理疾病。”尹洪影说。

“外貌不是决定性的，真正让人幸福的，还是内心的修养。
一个人的格局、涵养、品格等，是决定其是否生活幸福的长久
关键变量。”李云歌认为，家长应该端正态度，同时加强对孩子
的引导和教育，树立正确的审美观。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叶飞轮说，但也要理性对待。家
长和孩子考虑整容之前要先正心，不要被社会上“整容要
趁早”的错误观念所俘获。

割
双
眼
皮
隆
鼻
削
下
巴
不
少
家
长
盲
目
跟
风
带
孩
子
﹃
动
刀
﹄

是
什
么
催
生
了
低
龄
化
审
美
焦
虑

▲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织里镇举办 2017“中国·织
里”全国童装设计大赛颁奖盛典（2017 年 9 月 17 日摄）。

新华社记者徐昱摄

新华社北京 9 月 11 日电(记者乌梦达、张超、杰文津)
“拎包入住，省心轻松”是很多长租公寓的广告词，但近期
频繁曝出的房屋空气质量超标问题令人忧心。“新华视点”
记者调查发现，在长租公寓扩张态势迅猛的情势下，一些房
子从收房、装修到入住的周期还不到 1 个月，且使用的材料
问题重重。

有的新公寓甲醛几乎“全超标”，有些出

租一年多还不达标

近日，杭州一名白领王某因急性髓系白血病离世，家人质
疑死亡原因与其租住的链家下属自如公司的房屋室内甲醛超
标有关。自如公司书面回应记者称，9 月 1 日起下架全国九个
城市全部首次出租房源，待检验合格后再上架。未来所有新增
房源都将检测合格后上架出租。

今年 6 月，自如曾宣布：家具板材从国标 E1 升级为欧标
E0 级板材，标准从甲醛释放限量≤ 1 . 5mg/L 提升至≤
0 . 5mg/L，升级使用墙漆与墙面辅料标准，游离甲醛由国标
≤ 100mg/kg 升级至“未检出”。

不过，一家接受自如委托的空气检测机构告诉记者，近
日，他们对北京一个区数十套自如公寓进行室内空气检测，结
果触目惊心：所有新装修公寓的甲醛浓度基本都超标。“新公
寓甲醛平均超标 3至 8 倍。”该检测机构负责人说。

存在甲醛超标问题的还不仅是新装修公寓。一位在自如
公寓居住两年的租户说，房内至今能闻到刺鼻味道，近期他购
买甲醛测试盒检测，发现甲醛还超标。

还有参与自如公寓检测的第三方机构负责人表示，曾受
委托对一些出租时间超过 1 年的自如公寓进行检测，甲醛浓
度仍不达标。

业内人士表示，甲醛超标问题不止自如一家，其他长租公
寓运营商也被指发生类似问题。

医学科普专家胡堃说，吸入甲醛会出现水肿、眼刺激、头
痛、恶心等症状，皮肤直接接触可引起过敏性皮炎、色斑、坏死
甚至诱发支气管哮喘。高浓度甲醛还是一种基因毒性物质，孕
妇长期吸入可能导致胎儿畸形甚至死亡。

有的公寓从收房装修到入住仅 20 多天，

人工板材甲醛含量偏高

近年来，长租公寓迅猛发展，目前长租公寓市场份额占第
一的自如在官网称，“经过 5 年的发展，已管理价值 3000 亿的
房屋资产，拥有房屋 40 万间”。记者在北京市朝阳区一个小区
看到，该小区一共 2000 多套房子，自如托管了 200 多套，蛋壳
公寓托管了 100 多套。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长租公寓赢利点主要有三个：一
是靠装修带来附加值提升；二是与业主签订合同一般规定一
年一到两个月的空置期，空置期不计算房租，如果周转够快，
这部分差价也可以赚到；三是改变房屋结构增加房间数量，即
俗称“打隔断”。

“当前长租公寓频频爆出的室内污染，与企业不顾一切
提高房屋使用率和降低装修成本有关。”一位业内人士表
示。

装修材料能便宜就便宜。北京市大兴区一位长租公寓中
介从业者透露，按照行业惯例，企业与房屋业主签订三到五年
的合同，但装修费用、家具电器成本都由公司承担。“为节约成
本，公司通常使用价格便宜的板材和胶水等材料，有的表面看
不出来，但时间一长，甲醛等有害气体就逐渐释放出来了。”这
位从业者说。

人工板材由于价格比较低廉，受到长租公寓运营商的青
睐。业内人士介绍，室内装修通常使用胶合板、细木工板、中密
度纤维板、刨花板等人造板材。甲醛具有加强板材的硬度及防
虫、防腐的功能，目前生产人造板使用的胶粘剂，是以甲醛为
主要成分的脲醛树脂。

专家还透露，人造板制造家具的甲醛含量相对较高。有研
究显示：在抽取的 100 套中密度家具样板中，检测结果有 59

套甲醛超过国家有关标准，超标率高达 59%。此外，乳胶、
发泡胶、塑料、油漆和涂料等也常常含有高浓度甲醛。

空置时间能短就短。杭州一位房主告诉记者，他家的房
子自住，邻居家的交给蛋壳公寓出租。两套房装修程度差不
多，他家自住的一套才装修一半，蛋壳公寓已经住人了。“眼
看他们从收房、装修到入住一共就 20 多天。”

还有一些公司为多收租金，能多隔就多隔一间，把客
厅也作为房间出租。胡堃说，客厅起到通风、透光作用，
把客厅封闭会大幅降低房屋的通风条件，有害气体难以排
出。

应加强专项立法和监管

对于目前多地发生的长租房甲醛超标问题，记者采访
一些地方政府的住建部门，他们大多表示，注意到了相关情
况，正在商讨制定具体管理办法。

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郭雳表示，判断室
内空气质量是否达标的标准，主要为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
检疫总局、原卫生部、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于 2002 年批准
的《室内空气质量标准》以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于 2013 年
发布的《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目前，专门
针对租赁房屋的环境安全卫生标准，在法律上尚无详细规
定。

多位业内人士指出，租房者维权方面的难点在于：室内
空气质量问题本身存在一定的隐蔽性，承租人不容易发现；
空气质量监测需要利用专业设备或聘请专业机构检测，花
费较高；空气污染原因存在多种可能，例如租户添置家具、
另行装修等，监测结果容易造成扯皮。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俊海表示，面对庞大的租房群体、
爆发式增长的长租公寓产业，政府相关部门应对企业出租
房源的装修等方面进行规范、监督和有力惩处，不能任由企
业“野蛮成长”。

郭雳表示，目前，承租人的身体受到空气污染的损害，
要求出租人承担侵权责任非常难。他建议，借鉴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中有关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由经营者承担更大权
重的举证责任。

长租公寓甲醛超标问题缘何多发

▲ 9 月 10 日，村民在贵州省丹寨县龙泉镇羊甲村
整理稻谷，准备脱粒。 新华社发（黄晓海摄）

▲金秋时节，湖南张家界进入中稻收获高峰期，农民在
房前屋后晾晒收获的稻谷。 新华社发（吴勇兵摄）

丰丰收收的的喜喜悦悦

金秋时节，各地农民忙着田管、收获、晾

晒农作物等，田间地头、农家院落处处可见

一派繁忙景象

▲ 9 月 10 日，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鲁村镇西坡村的
农民在晾晒玉米。 新华社发（赵东山摄）

▲在新疆奇台县江布拉克景区，当地农民使用联合收
割机收割小麦。 新华社记者赵戈摄

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

庆祝改革开放 4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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