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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80 年代，温州地区农民

扎堆北京大红门地区，从事服装加工

和销售，逐步形成了“浙江村”。到 21

世纪初，这里成为长江以北地区最大

的服装集散市场。带来繁荣的同时，人

员大量聚集也带来了“大城市病”，社

会治理一直是大红门地区的难题

京津冀协同发展，疏解北京非首

都功能，大红门“浙江村”等批发市场

成为疏解的重点

疏解，并不是单纯地让商户离开

北京，重要的是为商户找一个更好的

发展承接地。“嫁女儿的心态，”南苑-

大红门地区疏整促指挥部办公室副主

任杨铁梅一直这么形容。“‘浙江村’存

在了三十多年，不能因为北京的疏整

促行动，就让商户们有了被抛弃的感

觉。”于是，杨铁梅带着商户跑遍了河

北沧州、廊坊永清、天津西青、河北石

家庄，还有白沟、燕郊

就这样，在沧州明珠(国际)商贸

城，在廊坊永清“云裳小镇”……由大

红门原“浙江村”商户组成的商业区，

商户们都迎来了自己的新商机与新生

活。在北京，眼见着道路通了、美景多

了、生活服务配套增加了；在河北，北

京的辐射催生了新的商贸业态。疏解，

正在实现多赢 ▲ 2016 年 5 月 25 日，工作人员正在向商户进行疏解政策宣传。 受访者供图

本报记者骆国骏、方立新
涂铭、强晓玲、孔祥鑫、李嘉瑞

35 年前，35 岁的河北沧州人于桂亭第一次
到美国纽约，在纽约郊外的一个大型商场考察时，
他萌生了一个梦：有朝一日在自己的家乡打造这
样一个商业“巨无霸”。

25 年前，18 岁的浙江乐清人王立弓在北京
寒冷的冬夜，一个人用力蹬着满载货物的三轮车，
他暗暗发誓：一定要打拼出自己的家、自己的工
厂，让生活不再艰辛。

15 年前，12 岁的北京丰台少年王佳放学回
家路过嘈杂而又脏乱的街口，祖祖辈辈生活在这
里的他心里充满了期待：这片他生于斯长于斯的
地方，什么时候能静下来、美起来？

……
人人都有梦。当人们逐梦前行，千千万万个体

的梦发生交集，如同百川入海，互相激荡，就会造
就一个伟大浩瀚的时代。

于桂亭、王立弓、王佳，这三个生于不同年代、
长于不同地域的中国人，他们的梦想汇聚在一个
叫“浙江村”的地方。

20世纪 80 年代，浙江村在北京城南一隅应
运而生。三十年间，伴随着于桂亭、王立弓、王佳他
们的“梦圆之旅”，“浙江村”也经历了涅槃般的重
生。

扎根异乡

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

语、想尽千方百计、吃尽千辛万

苦，这在早期来到北京讨生活

的“浙江村”“先驱”身上，体现得

淋漓尽致

那个雪夜，是王立弓内心的一个坎，也是他一
直渴望安定的注脚。

今年 40 出头的王立弓，至今仍记得二十多年
前那个格外寒冷的冬夜。那是一辆装满呢料大衣
的三轮车，他要赶在凌晨 4 点送到大红门服装批
发早市。途经一座立交桥的大坡道，“车实在太沉
了，根本蹬不上去”。

人本就瘦小，四处更无帮手。王立弓只好卸下
货物分批次往返抱上坡道，车子轻了蹬上去，再把
货装上。“那个时候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在开市前
把货送到。”话毕，神采奕奕的王立弓沉默了良久。

从 16 岁跟随叔叔在大红门附近做服装加工，
到如今旗下拥有三个服装品牌，资产上亿元，王立
弓说起北京创业，除了苦，更多希望自己“不再漂
泊”。

王立弓的创业经历，是很多早期在北京“浙江
村”打拼的浙江商人的一个缩影。

“浙江村”商户中，很大一部分来自温州，以乐
清人居多。温州靠海，田地不多也不肥。如果不冒
险出海，在家种田是没有出路的。

改革开放前，一些心思活络的浙江温州人到
外省闯荡。担着扁担，到周边省份做小生意；或是
跟着同乡，到远则西北、近则江南的地方学徒做
工。

1988 年，14 岁的浙江乐清姑娘庄碎蕊就不
再上学，跟同乡学了裁缝手艺。18 岁时，便与大她
一岁的同乡小伙子陆朝银来到北京大红门。

每天，庄碎蕊带着弟弟和同乡，在租来的平房
里缝衣服。陆朝银蹬着三轮车，到路边摆地摊。每
天，庄碎蕊缝出几十件衣服，陆朝银就能卖出几十
件衣服。到了晚上，缝纫机收起，台面上睡个人，台
面下也能睡个人。

有人用“四千”来形容早期的浙商精神：走遍
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吃尽千
辛万苦，这在早期来到北京讨生活的“浙江村”“先
驱”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如果说 20世纪 80 年代外出闯荡的浙江温州

商人是生活所迫，那么到了今天，闯荡已经成了浙
江人的基因。

90 后浙江女孩臧雅丹，从浙江大学毕业后，
已经在杭州有了一份稳定的教师工作。但她不愿
意过那种一眼看到头的生活，于是来到北京大红
门，经营起了服装生意。

浙江金华人苏小竞，曾经在家乡的保险公司
工作 8 年，有房有车，日子安逸，但内心里的那颗
闯荡的火种从未熄灭。来大红门时，他已经 30 岁。

这样的故事，从 20世纪 80 年代，一直持续到
了今天。

京城奇村

“浙江村”的出现，在当时商品

短缺的年代，不啻一条“鲇鱼”。它冲

击着传统国营商场的计划体制，

更为普通市民的衣着提供了丰富

的选择

对于“浙江村”形成的历史，官方的说法是：
20世纪 80 年代，温州地区农民进入北京大红门
地区从事服装加工和销售，逐步形成了“浙江
村”。

“从我记事儿起，不少浙江人就开始在村里活
动，有蹬三轮的，有擦皮鞋的，有卖糖葫芦的，也有
做服装裁剪生意的。”

北京丰台区南苑乡村民王佳生于 1982 年。在
王佳的记忆里，自己 8 岁左右的时候，父母把家里
200 平方米的院子租给了浙江人，“20 多个人租
住在我们家，开起了服装小作坊加工厂。”

而在温州籍学者项飚的考察中，“浙江村”的
形成却更富有传奇色彩。关于谁是大红门“浙江
村”最早的“村民”，至少有三种说法。有人说是一
位曾在北京读中专的浙江人，有人说是曾在天桥
商场补鞋后来经营布料的一位浙江人，还有人说
是一位在包头经营服装的浙江商人，在回老家途
中经过北京，意外发现原本的“积压货”非常好卖，
于是留了下来。

1992 年起，项飙开始了长期的“浙江村”调
查。根据他的考证，最迟至 1983 年，已经有浙江商
人开始在北京南城一带经营布料、服装生意。

据最早一批来大红门的浙江人回忆，从王府
井的商场里买来衣服拆开当样板，在小作坊里“照
葫芦画瓢”生产，再送到西单、王府井、天桥等商圈
的商场、服装店通过“代销”“租柜台”的方式销售，
或到前门、长椿街等地摆地摊，这些精明的“浙江
村”“先驱”们打通了服装生产、销售环节，并借此
积累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

20世纪 80 年代末、90 年代初，皮夹克在北
京兴起，“浙江村”商户从中嗅到了商机，凭借成本
低廉的优势，“浙江村”生产的皮夹克很快占领了
北京市场。不管是外地来进货的商贩，还是来此零
购的市民，大都奔着皮夹克而来，“浙江村”一时成
了“皮夹克村”。

“浙江村”的出现，在当时商品短缺的年代，
不啻一条“鲇鱼”。它冲击着传统国营商场的计划
体制，更为普通北京市民的衣着提供了丰富的选
择。

“以前百姓买衣服都来商场，那时候突然就多
了个‘浙江村’，抢走了很多生意。”曾在北京的长安
商场、西单商场工作多年的肖扬(化名)回忆，她第
一次去大红门的服装早市时，才发现那边的衣服
不仅便宜、款式新潮，而且摊主们“都特别会做生
意”。

曾在永定门外居住多年的“80 后”北京市民
刘洋记得，小时候对大红门的印象就是：“那里有
好多漂亮的衣服。”即使是经过一次“倒爷”之手，
卖到城里的服装店销售，还是比大商场里的衣服
便宜很多。

1994 年，北京市丰台区为大红门地区上万服

装加工户提供经销场地的京温大厦正式建成使
用。“京”“温”两字分别代表着北京和浙江温州。

在当地很多村民的记忆中，这段时间涌入
大红门地区的外地人呈现爆发式的增长。

项飙在他《跨越边界的社区——— 北京“浙江
村”的生活史》一书中写道：到 1994 年，北京丰
台大红门地区的外来人口已经达到 10 万人，而
本地的北京人只有 1 . 4 万人。这些外来人口，
多数来自浙江，从事服装生产和销售。

京温大厦投入使用后几年间，北京南中轴
路形成了一条 2 公里长的服装商业街。

大红门服装商贸城、北京新世纪服装商贸
城、连发轻工市场等 20 多个大型服装批发交易
市场相继建成使用，一座座高楼鳞次栉比，各式
各样的服装广告牌林立其间，散发着大都市浓
郁的经济氛围。

到 90 年代末期，低价服装的市场被“浙江
村”抢走了不少。“逛商场买衣服的，主要就是中
老年人了。即使有年轻人，也是来买一些高档名
牌服装。”肖扬说，那会儿流行一个词，叫“拿
货”。中学生、小青年们结伴去大红门买衣服，只
要说是“拿货”的，就能冒充批发商户，以较低的
价格买下衣服。

2003 年，首届大红门服装商务节开幕，北
京丰台南苑乡政府在此期间宣布，要把大红门
地区打造成 10 平方公里的集服装商贸、加工和
配套工程为一体的现代化商业区。

大红门服装市场逐渐摆脱了曾经低质低价
的状态，商户开始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品牌，与此
同时，意大利皮尔·卡丹、法国梦特娇等品牌登
陆“浙江村”，红豆、恒源祥等国内知名品牌代理
商也选择在此落户。

此时，“浙江村”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大红门
地区，向北拓展到了东城区永定门外地区，向南
延伸到大兴区的西红门、青云店等地。从设计到
生产，从批发到零售，一条服装产业链在北京南
城蓬勃发展。

到 21世纪初，大红门地区已经成为中国长
江以北地区最大的服装集散市场。当时平均日
吞吐货物量可以达到 1600 吨，年交易额达 300
亿元人民币，占据了北京服装业交易额的
54 . 5%。

空前变局

遍布于北京中心城区的大

红门、动物园、十里河等区域

性批发市场，已经成为“大城

市病”集中爆发的区域，与首

都的城市定位格格不入

由于大量的浙江人涌入，“浙江村”的本地
村民几乎家家户户都搞起了“瓦片经济”，靠“吃
房租”生活就很富足。“2009 年，我家盖起了二
层小楼，十多间房屋租给了 30 多个人，每月的
房租就有将近 1 万元。”1991 年出生的村民刘
文杰说，“有的村民家里有 100 多间房屋，一个
月租金收入有好几万元。”

虽然钱包鼓了，但大量的人口涌入也给当
地村民带来了烦恼：拉货的汽车、三轮车横冲直
撞，道路拥堵不堪，噪音扰民长期存在，垃圾随
处可见，打架斗殴时有发生。

“碰上下雨天，污水到处都是，下脚的地方
都没有，哪里有个‘首都’的样子？”王佳说，“上中
学那会儿，我就经常想，我们这地方啥时候能整
治整治，让老百姓有个好点的生活环境？”

北京市丰台区南苑乡副乡长王健说，“浙江
村”历经 20 多年的发展后，在一定程度上促进
了当地的经济社会繁荣，但人员大量聚集也随
之带来了“大城市病”，社会治理一直是大红门
地区的难题。

2011 年 4 月 25 日，大兴区旧宫的一座四
层楼房发生火灾，17 人死亡，25 人受伤。在很
多人看来，作为“浙江村”服装产业链条的重要
地区，大兴旧宫的火灾是偶然也是必然。

北京市有关部门提供的数据显示，依托于
大红门市场在大兴区部分村镇形成的服装生产
集中区域，正规的厂房仅占 30%，而 70% 则是
小加工点。大兴旧宫火灾的事发地正是一处家
庭式小作坊。

2013 年 5 月 3 日，大红门京温商城内一名
女子坠楼。5 月 8 日，京温商城门前发生大量人
员聚集情况，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今天看来，这似乎是“浙江村”命运的一个
转折点。尽管后来“坠楼事件”得以平息，但这座
超大城市的管理者还是意识到，遍布于北京中
心城区的大红门、动物园、十里河等区域性批发
市场，已经成为“大城市病”集中爆发的区域，与
首都的城市定位格格不入。

2014 年 2 月 26 日，京津冀协同发展正式
拉开序幕，而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成为这项重
大国家发展战略的“牛鼻子”。大红门、动批这些
长期“盘踞”在北京中心城区的批发市场，成为
疏解的主要对象。

2015 年，北京市启动大红门地区服装批发
市场疏解提升工作。

在历史上，大红门“浙江村”经历过很多次
整治。20世纪 90 年代，因为环境脏乱、治安较
差，大红门的路边服装早市被取缔，商户们搬进
商城经营。

这一次，商户们也觉得和以往一样，也许只
是“一阵风”。

最初的一两年，商户们搬迁的想法并不多。
一些商户在河北等地买了商铺，也只是为了扩
大经营。

在大红门服装商户圈里，杨铁梅享有极高
的知名度。这名曾经的大红门街道文教科科长，
和“浙江村”的商户们打了多年交道，“商户们的
孩子要在北京上学，要到文教科办入学手续。”
时间久了，杨铁梅的手机里存下了上千个浙江
商户的号码。

大红门地区疏解启动后，杨铁梅有了新的
职务：南苑-大红门地区疏整促指挥部办公室
副主任。

疏整促开始后，这些号码派上了用场。听说
了将要疏解、搬迁的消息，商户们都来找杨铁
梅，问她下一步该去哪里。

面对疏解，一些商户开始“病急乱投医”。有
的到燕郊租了摊位，有的到石家庄开了店铺。但
由于缺乏对当地市场的了解，有的因为政策调
整，有的因为市场饱和，经营难以为继。

杨铁梅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疏解，并不是单
纯地让商户离开北京，重要的是为商户找一个
更好的发展承接地。

“所谓‘好’，就是要让商户去了有生意，能挣
到钱。”

疏解并不难，难的是找到适合的承接地。
“嫁女儿的心态，”杨铁梅一直这么形容，商

户们也乐于把杨铁梅比喻成“娘家人”。杨铁梅
说，她来北京工作 20 多年，亲眼看到了服装商
户对北京经济发展的贡献。

“‘浙江村’存在了三十多年，不能因为北京
的疏整促行动，就让商户们有了被抛弃的感
觉。”于是，杨铁梅带着商户跑遍了河北沧州、
廊坊永清、天津西青、河北石家庄，还有白沟、
燕郊。每一个未来的承接地，杨铁梅都了然于
胸。

“浙江村”的生意圈，从来都是和亲友圈融
合在一起的。两个圈子的相交之处，就是浙商的
核心圈。即使当着客人，凑在一起的浙商也会讲
家乡话。

曾是越剧演员的杨铁梅懂得浙江话，因为
她以前是越剧演员，这也让她从没被当作外人。
永清距离近，对接北京有便利；沧州位置远，但
发展空间大；石家庄和天津西青，市场接近饱

和，但好处是地处大城市……就像做分析报告一
样，杨铁梅分析了每一个承接地的优缺点，商户
们渐渐地找到了方向。

圆梦重生

已有 1万余家北京服装批发

商户正式落户沧州，还有 1 万多

家商户等待入驻明珠商贸城二

期，已签约入驻 3200 余家服装生

产加工企业

企业规模不断壮大，但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
工作也不是空穴来风，凭借着商人的敏锐，王立
弓觉得“北京是待不下去了”。一开始，他想到南方
老家，但土地、劳动力等成本之高让他退缩，石家
庄、天津也不失一个选择。犹豫之际，2016 年春节
后，打算“到此一游”的王立弓把车开进了沧州，然
而，第二天，他就痛快地刷了卡，买了地，决定在
这个不毛之地的盐碱滩上彻底安定下来。

他说，“来沧州，是因为一个人，是他的人格魅
力打动了我，也让我看到了未来的希望。”

王立弓说的人叫于桂亭，是从浴池修脚工一路
走来的沧州企业家，他曾将东塑集团从濒临破产倒
闭的集体小厂发展成当地的纳税大户。

今年已经 70 岁，处于退休状态的于桂亭说，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让自己变得兴奋，“我终于有
了圆梦的机会。”

于桂亭说的那个梦源于 1984 年第一次去美
国的业务考察。他清楚地记得，当车行两个小时
抵达纽约郊外一个大型商业项目时，于桂亭被深
深地震撼了，那一刻，他便梦想在家乡沧州打造
一个更大更先进的商贸项目。

当听说盘踞北京几十年的服装批发市场及生
产加工企业，因行业特点成为疏解项目之一时，于
桂亭感叹“天时”降临，并主动出击。2014年 8月，明
珠(国际)商贸城开始营业，同时生产承接平台———
明珠国际服饰产业特色小镇全面启动。

为了表达沧州人的诚意，于桂亭亲自接待每
一个商户，把他们请到自己家里喝茶、吃饭，承诺
“免两年租金”“开通全国各地免费班车”“为商户
提供成本价集团自建住宅一套”“解决落户、子女
入学”……给每一位来考察的商户“吃定心丸”。

2017 年底，臧雅丹开始四处考察。到了沧
州，接待她的是于桂亭，“当时心情就敞亮了，直接
就敲定了档口。”她说，“免两年租金，生意根本没
有压力呀。档口面积不仅是北京的 10 倍，生活、
用工成本都很低。”

不到一年时间，臧雅丹说，“真的赚到钱了。”
以前专做女性冬装的她，现在开始扩大经营，店
里已经摆上了各类春装、夏装。

如今，已有 1 万余家北京服装批发商户正式
落户沧州，还有 1 万多家商户等待入驻明珠商贸
城二期。明珠国际服饰产业特色小镇项目已被列
为“河北省重点项目”，已签约入驻 3200 余家服装
生产加工企业，已有近 500 家企业在标准厂房和
过渡厂房正常生产经营。

丽水商人刘火球不仅在沧东买了 6亩地，把工
厂移过来，还从大红门带来五六十个商户，并且成
立了“丽水在外创业党支部”，作为支部书记，她说：
“自己好不是真的好，大家都好才是好。”

已经 48 岁的刘火球本打算明年儿子一结
婚，自己就退休不干了，但看到 70 岁的于桂亭每
天为了商贸城操心忙碌，刘火球说：“自己内心的
那团火又被点燃了，我也要像董事长一样干到 70
岁。”

在于桂亭的眼里，“东塑不做原版承接，而是
借承接机会对服装全产业进行整合、优化和升
级。承接北京服装产业疏解不是项目的终点，而
是项目的起点。”

于桂亭说：“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千年大计，同
样也是沧州发展的千年大计。”

不仅是沧州，“浙江村”的商户还来到了河北
廊坊永清、天津西青等很多个疏解承接地。

庄碎蕊的店铺，从大红门搬到河北廊坊永
清，搬进了“云裳小镇”。这是一个主要由大红门原
“浙江村”商户组成的商业区。

云裳小镇总经理赵晓东说，经营空间变大
了，加上临近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云裳小镇不仅
保留服装纺织品、面辅料的批发零售业态，还将
升级为融服装设计、服装服饰展会等业态为一体
的时尚小镇。他们已经与北京服装学院等单位合
作，在服装版式的原创设计上发力。目前，已经有
近百名来自北京的服装设计师入驻云裳小镇。

庄碎蕊的服装店重张开业。她的儿子陆德彬
已经大学毕业，从韩国学习服装设计归来。从开
店那天就开始网售的陆德彬，每天接到的订单大
量来自外省市，甚至新加坡、日本、美国，实体店
成了形象展示店。他也会做直播，让自己或者漂
亮的女朋友出镜。

每一个商户，都迎来了自己的新生活。王治
超的店铺，面积增大了好多倍。以前店里只有两
张床，经营的床上用品种类再多，也只能收在柜
子里。现在，上下两层的店铺，几十张床能摆出所
有的花色。何明芳的店铺，生意越来越好，儿子专
门开发了手机软件，只卖自己家的服装。

眼看着搬到沧州的商户越来越多，原来在大
红门经营服装的施建福改了主意，开起了酒楼。
他说，人多的地方就有生意。“浙江人多的地方，开
一间浙江风味的酒楼肯定火爆。”

如今，杨铁梅还是经常在京津冀三地之间往返
奔波，在北京的时间反而不多。偶尔闲下来，走在大
红门的街道上，她几乎有些认不出来了。

“以前整天堵车，开车还没有步行快；现在，路
全都通了。”现在的北京大红门，比 20 年前她刚来
北京的时候，更加美丽漂亮。

在北京，眼见着道路通了、美景多了、生活服
务配套增加了，与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南北相对，
南中轴两侧 15 . 6 平方公里的南苑森林湿地公园
正在建设中。“像一场梦一样……”见证了大红门
地区二十多年变迁的南苑乡大红门村村民张建
华感慨，“这才是本该有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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