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故事10 2019年6月20日 星期四

2018年，山东菏泽市曹县淘宝村的
数量达到 113 个，是全国第二大淘宝村
集群，在山东省排名第一，淘宝村数量占
山东省的三分之一。2018 年“双 11”期
间，曹县网上销售额经商务部确认，在全
国 2800 多个县区中位列第 91 名，成为
国内“全网销售百强县”，并与浙江临安、
江苏沭阳一起，成为国内“电商促进乡村
振兴发展三大模式之一”。

“一指禅”是一种传统武术技法
吗？是的，但在山东曹县，那是一个专
业绰号，是很多人用来形容 70 岁的古
稀大爷、电商创业达人任庆勇的“键盘
技法”。

任庆勇是曹县大集镇丁楼村地地道
道的农民，过去在村子里开小卖店。后
来看着周围一些人家都用上了电脑，他
也跟着鼓捣起了电脑，上网、敲字一样
不落。这一下可派上了用处，在村里开
服装店的儿子正需要网店人手，老爷子
被招去做了网店员。老爷子电脑学得
晚，敲字就用两个食指，时间一长，

“一指禅”的名号就出去了。
每天，从“电商大营”曹县传出的

几千几万个“亲，你好”的问候中，很
多就是从任庆勇这位古稀老人的手指敲
出去的。不过，与任庆勇的“一指禅”
相比，曹县电商的地位和影响，在国内
县域经济发展中，同样是独树一帜，非
同凡响。

曹县电商草根创业

曹县，古称曹州，相传历史上商汤
王曾在此定都。不过，历史上的“王者
之居”并没有给曹县带来发展的高起
点。相反，由于地处鲁豫两省八县区交
界处，赖以通达四方的车站、机场等都
被周边地级城市优先落户，所以曹县过
去在发展上长期处于加油追赶状态，城
乡居民收入也相对落后。

但曹县人民从没有被困难阻止过探
索前行的脚步。或许，机遇总是属于有
准备的人，新时代开启了曹县后来居上
的通道。电商的兴起，让这个传统农业
大县迅速找到了对接现代市场的广阔舞
台。

被称为曹县电商第一人的费敬，
1989 年出生在曹县安才楼镇安许村，
2008 年开始在村里开网店时还不满 20
岁。费敬高中毕业后到上海打工，打工
期间接触了淘宝，看见真的有人可以网
上开店“淘宝”，一下子想到了自己的
老家。安许村多年来有加工影楼摄影服
装的传统，能不能网上开店卖服装呢？
小伙子想到做到，2008年3月，他回到
安许村，做起了自己的第一家网店，也
成为曹县第一家网店。

因为卖的是专业服装，费敬的网店
生意很快有了起色。随后，他又想到了
一款更专业的产品——学位服，每到毕
业季，许多高校都有批量需求。这样，
开店第二年，费敬的网上营业额超过了
100万元。成功迈出的第一步开启了他
的视野，现在，费敬有了自己的天猫
店，有了固定的代加工工厂，形成了设
计加工销售一条龙产业。费敬的网售天
下，更让周边村民看到了全新的世界，

看到了改变命运摆脱贫困的机会，纷纷
学习跟进，由此，带来了曹县电商遍地
开花。

起于草根创业的曹县电商，宛如星
星之火，很快点燃了曹县 22 个乡镇居
民的创业热情。面对这一局面，曹县县
委政府敏锐地意识到，曹县缺乏交通资
源等优势，但网络世界是平行无阻的，
新一轮网络技术将给曹县经济实现“弯
道超车”带来动能，为县域经济发展和
乡村振兴带来新动力。

因势利导乘势而上

很快，因势利导、乘势而上成为曹县
上下的共识。那么，现实中如何对遍地开
花的农村电商给予支持鼓励和引导呢？

2013年，曹县新一届党委政府开展全
县消防安全大检查时，发现了大集镇丁楼
村的致富模式。丁楼村位置偏僻，但村民有
做影楼服装的传统，过去主要靠肩挑人扛，
到城里摆摊设点，或者上门推销。2010年，
村里3户村民率先尝试网上开店，销售演
出服、摄影服，想不到生意很火爆，场面越
来越大，后来全村人都做起了电商，自己开
工厂，搞网络销售，好不热闹。

在发现这种致富模式的同时，镇政
府也看到了问题。曹县大集镇党委秘书
魏锰说，村民是自主经营，没有注册公
司，没有品牌，管理松散，也存在安全
隐患，生产库房都在一起，难以做大做
久。怎么办？于是，大集镇果断成立了
大集镇淘宝产业发展办公室，直接提出

“网上开店卖天下，淘宝服饰富万家”的
口号，同时在生产经营环节鼓励进园
区、标准化，推动打造以电商为主的设
计、加工、销售、服务的完整产业链
条，提升品质形象。

与此同时，曹县围绕打造电子商务
强县目标，先后出台了系列政策举措，
通过引入资金、人才，对电子商务产业
从基础设施到各种园区建设，进行全面
深化升级。曹县电商服务中心主任兰涛
说，这几年曹县每年列支300万元电商
发展专项资金，同时想办法整合部门资
金，集中火力干事。在金融扶持方面，
协调各商业银行以及蚂蚁金服等，根据
农村电商企业特点，开发新型信贷服务
产品 10 余种，目前累计为电商企业发
放贷款10亿元。

大集镇丁楼村党支部书记任庆生回
忆，刚刚开始做网上销售的时候，村民
需把服装拉到镇里甚至县里去邮寄。现
在，曹县乡村主干道已全部由过去的4
米至6米改造为6米至8米，可以双向跑
车，国内有名的物流公司全都到曹县各
乡镇设点，大集镇、安蔡楼镇、闫店镇
等 5 个乡镇甚至村村有快递点。在曹
县，较早就实现了光纤与无线结合，互
联网宽带村村覆盖。大集镇由此成为山
东省第一批宽带光纤改造乡镇，光纤入
户数从2013年的1314户上升到2018年
的8000多户。

网上网下融合发展

群众的创举加上政府的有效支持和
引导，使得曹县电子商务获得跨越式发
展。历史上，曹县传统的服饰产业零散
地分布在县域南部的大集镇、孙老家镇
和闫店镇一带，北部则以传统木制品为
主，这里的桐木拼版、家具配件、柳编
等小有名气，而东西两侧是以芦笋为主
的农副产业带，这种自发形成的产业集
聚，恰好适应了网络时代的产业集群特
点。为此，曹县分门别类地进行了重点

规划和集中打造，从人才、资金、基础
建设等方面，按照“3+1”模式，形成
了表演服装产业群、木制品产业集群、
农副产品产业集群三大电商产业带。

北京工商大学教授、首都流通业研
究基地流通产业组织研究中心主任洪涛
对“曹县模式”调研后说，农村电商正
进入新的发展期，曹县电商具有网上网
下融合发展趋势，网上与网下、产前产
中产后、售前售中售后等多渠道、多维
度相互融合发展，代表了新农村电商的
发展方向。

东常寨村就是这种发展模式的直接
受益者。东常寨村是青菏办事处的一个
普通村落，全村 2700 人中很多拥有木
制工艺品手艺，从木制酒盒、酒桶、茶
叶盒到饰品、礼品盒等 10 多个系列超
千种产品，几乎家家都能干。但过去都
是各家单飞，外出跑市场、接订单，门
路不多，村里的小伙子李效鲁就是在这
种压力下准备转行出去打工的。后来一
个偶然机会他接触了网商，夫妻俩申请
了淘宝店，生意很快红火起来，“幸好
当初没有放弃这一行”。李效鲁说。

此时，曹县县委、县政府正在有意
识地引导农村电商进行产业集聚，东常
寨村正是木制品加工企业较为集中的地
方。就这样，起步并不太早的东常寨村
在能人带头和政府扶持下，很快成为曹
县农村电商“网红”，全村网店已开了
130多家。不仅如此，村里的一些贫困
户也找到了脱贫路径。体弱多病的李应
声难以外出打工，现在村里的木制品加
工“扶贫车间”打工，一个月收入2500
元左右。在曹县，目前已有各种扶贫车
间 943 个，其中 20%是电商扶贫车间，
直接带动2万余人就业脱贫，占全部脱
贫人口的20%。

山东曹县电商“网红”成长记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瞿长福

山东曹县大集镇的电商销售中心。 本报记者 瞿长福摄

结婚13年，4745 个日夜，石
琛最怕的就是丈夫邹路遥说：“我
要出任务了。”因为邹路遥要出的
任务通常都是急难险重。只有收到
他“平安”的短信，石琛的心里才
会踏实一些。

邹路遥是电影 《湄公河行动》
中“雷霆干警”原型，冲锋在反恐
处突一线；石琛是一名女民警，坚
守在国保这个看不见的隐蔽战线。

2005 年，从警校毕业后两人
成为人民警察。如今已是云南昆明
市公安局特种警察支队云豹突击大
队教导员的邹路遥，多年来的每一
次出任务，都是生死较量，容不得
半点差错。

2012 年 3 月初，邹路遥突然
接到指令：“涉外事件，任务保
密，时间不定，断绝外联。”当他
飞赴西双版纳报到后，邹路遥才得
知即将参加的是“10·5”湄公河
惨案专项行动。由于境外任务的特
殊性和高度机密，邹路遥在接到工
作电话后消失了，86 天没有任何
消息。

石琛在收到一条“已抵达”信
息后的 86 天里，便再无丈夫的音
讯。回忆那 86 天，那种不安的感
觉历历在目。石琛说：“有时父母
问起来，我会编消息报平安让他们
放心。我每天用手机搜索国内外的
大事件，明知不会有消息，还是会
忍不住去搜，就想从中找到一点蛛
丝马迹来安慰自己。晚上把孩子哄
着后，就一个人哭，每一天都是煎
熬……我心里一直默念着‘没有消
息就是最好的消息’。”

执行任务的邹路遥在克服腹背
受敌、风餐露宿等各种困难后，和
同事深入糯康犯罪集团腹地，捣毁
其势力部署，成功抓捕集团主要成
员。石琛说：“也许对别的夫妻而言，丈夫回家是一件很
正常和自然的事，但是在我们家，回家是一件让人牵肠挂
肚的事。第 87 天，我接到一条信息，写着‘安好、勿
念’，当时眼泪一下子就出来了，虽然发送的手机号是一
堆莫名其妙的数字，但我知道是他。”

双警家庭的艰辛是普通家庭难以体会的，石琛默默支
持着丈夫邹路遥，为了丈夫能全身心投入工作，她承担了
所有家务，老人、孩子病了，她跑前跑后奔忙，之后赶紧
回到单位工作，一切辛苦都化为一句：“家里挺好，勿
念。”正因为有了妻子默默的付出和支持，给了邹路遥战
胜困难的勇气和决心。

2017年5月8日，邹路遥带队抓捕越狱逃犯，翻山越
岭通宵搜捕；5月10日，在返回途中，又接到一嫌疑人
在某酒店内持枪劫持人质的警情。邹路遥两天没有休息，
到达现场沉着冷静、判断准确、处置得当，圆满完成任
务。之后石琛接到丈夫电话：“因为有同事受伤，我现在
医院。”石琛冲到医院，在听完整个处置任务过程后，脑
海中总是出现近距离发生枪战那种极度危险的场面。

参加公安工作以来，邹路遥先后参与劫持人质事件处
置近 20 次。因工作表现优异，他多次荣获表彰奖励，
2019 年，荣获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范称号，先后 4
次被评为“优秀公务员”。而这背后，离不开妻子和家庭
的理解、支持与奉献。

邹路遥送给石琛一份礼物，他将自己写的信放入“时
光瓶”中，两人约定到金婚纪念日的时候再打开。这个双
警家庭将“警察蓝”穿成了“最美情侣装”，他们彼此理
解、懂得、珍惜，舍小家为大家，也让人感慨：“岁月静
好，是有他们替我们负重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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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某跨国公司亚太总部谈判代表汉克，至今都忘不
了这件事：上世纪90年代，汉克来中国寻求合作，从30多
家符合条件的中国企业中筛选出包括山东新华医疗在内的
3家“优等生”，最终，新华医疗脱颖而出成为合作对象。

据当年参与决策的汉克透露，当时筛选出的3家企业
势均力敌，但只有新华医疗将中国国旗工工整整地印在资
料的扉页上，“一个心中始终装着国家尊严的企业，是值得
信赖的合作伙伴”。

从烽火连天的抗日战场走来的新华医疗，其红色基因
早已深深地浸润到企业的血脉里。1942 年，公司创始人
——八路军胶东军区卫生一所战士蔡锦章，从家中挑来一
担银匠工具：一台风箱、一把手钳、一方铜钻、两把小锤，成
了制作简易医疗器械的最初工具。一年后，在司令员的批
复下，胶东军区总后勤部成立了“医疗器械组”，负责研制急
需的药品和生产手术刀剪、医用镊等医疗器械，解决了战时
军需医疗物品供给问题。曾经“一把剪刀闹革命”的新华医
疗，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写下了重要一页。

“新华医疗是我党我军创建的第一家医疗器械生产企
业，一块金字招牌。如果我们趁机涨价，那就是发国难财！
就是给这块牌子抹黑！”说这话的是时任新华医疗董事长赵
毅新。2003年，非典疫情暴发，消毒灭菌设备需求量剧增，
新华医疗生产的灭菌器由于质量高、效果好、价格合理，订
单量猛增。新华医疗坚守“不涨价”和“不管订单量多大，卖
出一台就一定保证一台的质量”的原则，为业界所钦佩。与
此同时，新华医疗还派人亲赴北京疫情医院，为各大医院设
备的正常运行提供服务保障。

作为基层卫生机构开诊必备的基础性装备，如基础手
术器械、手提消毒锅等医疗设备，大都要经过锻造、制坯、机
加工等一系列工序，生产加工环节复杂、繁琐，产品精度要
求非常高，加之人工成本高，经济效益差，很多生产企业早
在20年前就关闭了生产线，纷纷舍弃这块业务。然而，新
华医疗至今却一直保留生产这些产品，“我们新华医疗就是
要传承红色基因，不改初衷，承担起国有企业应尽的社会责
任”。新华医疗党委书记、董事长许尚峰说。

红色企业的坚守
本报记者 王金虎 通讯员 李志勇

梁碧华是广东肇庆市德庆
县马圩镇诰赠村人，虽远嫁江
门，但对家乡的发展一直很关
注。她一直很怀念家乡的“德庆
醡”——一种历史悠久、风味独
特、小有名气的地方小食，但之
前都是靠农户小作坊加工腌制，
没有统一的品牌、没有正规的包
装，生产上不了规模。

2016年7月份，梁碧华创办
了双华食品厂，并注册了“润加
倍”商标，主打无添加腌制食
品。很快，“德庆醡”食品年产量
就达到 900 万斤，豆角、芥菜等
蔬菜年需求量达2300万斤。

2017 年 12 月份，梁碧华生
产的“德庆醡”顺利通过了澳大
利亚等国家严格的食品入关检
测，获得了销往这些国家的通行
证，让“德庆醡”这个乡间小菜摆
上了国际餐桌，也为乡亲们打开
了致富之门。

今年，两家分厂已经开工
建设，建成后将带动3000户菜
农进一步增加收入。

““德庆醡德庆醡””成名品成名品
本报记者 高兴贵摄影报道

梁碧华和妹妹梁碧清（右）在检查豆角质量。梁碧清曾经学
习过珠宝鉴定，也在城市找到了不错的工作，但为了让家乡的醡
菜产业发展起来，她选择了和姐姐一起回到家乡创业。

2019年南粤古驿道“天翼4K高清杯”定向大赛在广东省肇庆
市德庆县金林水乡开幕，开幕式现场，德庆醡菜现身开幕式。

梁碧华创办的双华食品厂实行“公司+党支部+合作社+基
地+农户”的经营模式，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核心引领作用以及党
员的先锋示范作用。

梁碧华在直播推
销“德庆醡”。为了向
年轻人推销“德庆醡”
和德庆地方特产，梁
碧华在多个短视频社
交 软 件 上 开 通 了
账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