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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意思，‘李白’的‘皮肤’凤求凰实在太抢手，这系列

男鞋就剩最大和最小号了……”走进位于北京前门大街的百

年老店内联升，店员正指着一双布鞋抱歉地告诉顾客。这是

一款与知名手游合作的联名布鞋，鞋面上精致的凤凰刺绣展

翅欲飞。

“头顶马聚源，脚踩内联升，身穿瑞蚨祥，腰缠四大恒。”这

首民谣反映了老字号在老北京人心中的地位。去年 8 月，内

联升在北京长楹天街购物中心开了首家生活体验店，打破“三

尺柜台”的刻板印象，主打国潮与国风，用年轻人喜欢的方式

展现手工布鞋的独特魅力。

“手游联名款布鞋一共做了 2000 多双，现在只剩不到 70

双，游戏玩家是购买主力。”内联升鞋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程

旭说。在这位“80 后”老字号负责人看来，不少年轻人觉得

“老字号”更适合长辈，与他们的审美要求和生活习惯相距较

远。“在坚守传统中探索品牌年轻化转型，是内联升目前最重

要的工作之一。”程旭说。

老字号触“潮”

主打舒适、制作朝靴起家的内联升有着严格的工艺标

准。手工制作、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独一份儿”的优势更是让

品牌有浓厚的文化味道。内联升有手工布鞋、手工皮鞋、冷粘

布鞋与冷粘皮鞋等 4 个主打产品线，其中手工布鞋的销售占

比达60%。

一家 168 年的百年老店，能蹦跶出什么新花样？程旭一

开始也没底。

2018年，为吸引年轻人走近老字号、了解老字号，内联升

在产品创新上做努力，将一个鞋盒造型的快闪店开进三里

屯太古里，成为京城老字号试水快闪店第一家。在潮人汇聚

的三里屯，这次活动打破了人们对老字号的刻板印象。“短

短 10 天快闪，日接待量 2 万人次，最高峰时一分钟进店 70 人

次。热闹的场面证明，老字号玩时尚也能被年轻人认可。”程

旭说。

这次活动是内联升与高校的合作。2017年底开始，北京

工商大学张景云教授研究团队针对老字号时尚化转型中面临

的困境开展研究，并量身定制了策划方案。自快闪开始，内联

升开启了从“朝靴”到“潮鞋”的逆生长之路。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货品牌通过跨界 IP 合作对接年

轻消费群体开展创新，对接经典传统文化元素、融入影视和动

漫剧情或与联合文创品牌是常用的方法，不仅能提升品牌的

活跃度，品牌间还能相互借势，促进流量转化。不管是老品牌

还是新品牌，都需要紧密围绕消费者需求，将专业精神和工匠

精神落实到工作中，在做精做细方面下功夫，才能把品牌做强

大做长久。”张景云说。

2016年 7月，内联升与国漫《大鱼海棠》合作的第一批 300

双联名女鞋，开售不到 18 个小时即售罄。此后很长一段时

间，这款女鞋都是内联升电商平台的爆款。热播剧、当红综

艺、纹身师、故宫、迪士尼……内联升的跨界之路越走越宽广。

“选择不同的 IP，是为了提高年轻消

费者与内联升的匹配度。”程旭介绍说，与

《如懿传》合作的联名款吸引了剧迷和喜欢

中式风格的女性，与故宫的合作款针对大学生和文艺青年人

群，与知名纹身师的合作款吸引了更年轻化、更潮的受众。近

三年，内联升全年销售额均超亿元。

5 月 20 日，程旭携旗下潮流副线“大内联升”参加了伦敦

时装周2021Fashion Scout中国行，展现中国老字号为年轻化、

国际化转型所做的努力。

全方位探路

“我是‘70后’，我们成长的年代物质相对匮乏，有同龄人

会认为一些国外品牌是品质的代称。但现在的年轻人不一

样，他们对中国制造、国货的认同度越来越高。”北京老字号协

会副秘书长孙月婷说，国潮给老字号带来了巨大机遇。

她建议京城老字号掌门人：先不要一味去学别人，而是把

自己品牌上百年的历史档案看一看，老字号品牌有着巨大价

值，不仅在于商业层面，更在于历史文化的传承。

在变与不变的平衡中探路，在保护性发展中创新，是每个

老字号的课题。北京稻香村的一位传承人给孙月婷举了个例

子：老北京人爱吃的自来红自来白月饼，怎么减油减糖？降了

油皮易干，降了糖容易坏。

“为啥坚决不让皮干呢？因为有青红丝的果脯切成细丝

点缀在里面，虽然不贵，但这是传统，这位老师傅希望顾客吃

到他做的糕点时，里头的青红丝还是新鲜的，经过千百次的实

验才把油降了下来。”孙月婷感慨地说，这即是传承中创新。

而对于内联升来说，质量依旧是第一准则。“一双手工千

层底布鞋，总工序要上百道，最快需要 3天时间能做好。鞋底

制作需要 30多道工序，鞋底每平方寸不多不少正好 81针，整

双鞋至少 2100 针。”程旭说，近几年，内联升的非遗传承人正

利用新材料和新技术进行产品创新，“在我们和综艺节目

《国家宝藏》的联名系列里，有一款越王勾践的鞋就运用到新

材料的工艺。”

既有产品端的革新，也需在传播赛道上努力。去年，线下

门店受疫情冲击严重，程旭带着员工们摸索着开了直播，迅速

尝到甜头。“今年 4 月 15 日，我们东四店抖音直播单场销售

23000元，差不多是实体店 4天日均销售额的总和。”北京内联

升东四店店长于萍兴奋地说，“现在平均每天直播 6个至 7个

小时，无论是线上销售还是线下引流，效果都非常好，直播时

我们不断对手工布鞋的工艺和保养知识进行讲解，也让不少

年轻人‘路转粉’。”

“目前，电商渠道占内联升总销售额的三分之二，其中天

猫销售额占总销售额的 50%。”程旭说，作为一个经营实体的

企业，要紧跟顾客步伐改变销售策略。

老字号正不断解锁“国潮”新玩法。王致和推出卡通人物

形象“王小和”；全聚德推出“萌宝鸭”形象，并在前门店开设

“品·味”光影主题餐厅，通过智能化技术构建沉浸式体验氛

围；内联升和北京同仁堂分别推出了“小字号”副线“大内联

升”和“知嘛健康”。5 月上旬，北京稻香村、便宜坊、菜百、珐

琅厂、百花蜂业、一得阁、北冰洋等 10家老字号携众多优质产

品在海南海口精彩亮相首届消博会。

“种草”中国货

近期，《百度 2021 国潮骄傲搜索大数据》报告显示，国潮

在过去 10 年关注度上升 528%，2021 年国货品牌关注度达到

洋货品牌的3倍。

“在消费升级、产业升级两大趋势下，诸多新国货品牌崛

起。”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沈阳说，“未

来，国潮不仅仅是某一个 IP 或者某一种文化，而是一种中国

美学和生活理念，伴随着中国的崛起，国潮也将走出国门，走

向世界。”

借势，已成为老字号的必修课。

“老字号要打开思路，顺应时代发展，在全媒体时代创新

营销方式，需要在销售、宣传、跨界合作、多元化、IP化等方面

做更多努力。”孙月婷说。

4月 28日，由北京市商务局主办、北京老字号协会承办的

“国潮京品节”启动，活动将一直持续到 10月份。体验泡六必

居腊八蒜、做三元奶茶，学习“国潮京品节安心国货与知识产

权”，线上云逛展、云探店……作为其中的重头戏，“五一”假期

开展的“前门国潮京品节”举办了国潮老字号市集、非遗文化

展等活动，还有 5 场京韵广和专场演出，活动期间，前门大街

的短视频在抖音平台的播放热度超过280万人次。

这些努力，都是为了让消费者在选购时尚好物时更进一

步了解国潮设计与时尚品牌的文化风貌，简而言之：种草。

“国潮京品节”活动期间，超市发北京 20 家门店举办“正

青春国货强”，推广 10余款新老国货单品，覆盖酒饮、清美、洗

涤等多品类商品，累计销售 24万余元，同比销售提升 58%，环

比销售提升185%。

“老字号不仅是民族品牌的源流和象征，还是一个城市的

文化名片，成为区域品牌、城市品牌的组成部分，相互借势，互

相促进。”张景云说。

近年来的“国潮”兴起，原因有三：

第一，国产品牌品质提升，且打造出了更

具文化价值和时代属性的设计风格，

与国际优质品牌的差距在逐步缩

小；第二，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

增强，国民的民族自豪感不

断增强，选择国货成为国人

文化自信在消费倾向上的体

现；第三，还有不少国外品牌吸

纳“中国元素”来贴近中国消费者

需求，助推了这一潮流。

“国潮”热体现了消费者对本土

品牌的信任，也给中国品牌崛起提供了

消费端的支撑。作为国货的代表，老字

号更要赶上这一潮流，需要处理好“传

承”与“创新”的关系。然而，一些老字号

尚缺乏品牌养育意识，倚“老”卖“老”、只

“用”不“养”的问题比较突出。

品牌文化积淀、非遗技艺等都是老

字号独特的竞争优势。随着当下的消费

升级，消费者的生活方式、审美品位等发

生了很大变化。老字号惟有在传承已有

核心竞争优势的基础上不断开拓创新，

才能成为新国潮中的“弄潮儿”。

保持原有工艺内核、吸纳现代技术

优势开展创新，老字号一得阁墨汁在前

人的基础上利用新材料和新技术总结提

炼出“新制墨八法”；一些老字号通过推

出“小字号”、卡通形象和潮流体验店实

现“老树开新花”，内联升推出副线生活

态度品牌“大内联升”，和街头潮牌、人气

手游、国际设计师合作联名产品；北京同

仁堂延伸出新零售品牌“知嘛健

康”，关注“朋克养生”，营造新消费场景。

为了实现品牌年轻化转型，老字号还从新零售、

新场景和新体验方面开展商业模式创新，在设计

上融入更多时尚化元素以贴近年轻群体的需

求，在品牌 IP 跨界经营及品牌联合运营等方

面下功夫。

事实上，品牌年轻化并不仅仅指品牌

要瞄准年轻人，而是要“品牌活化”，这是与

“品牌老化”相对的概念。当然当前老字号

侧重针对年轻消费群体开展创新，对于提

升品牌的市场活跃度、提升老字号在年轻

群体中的认知度具有积极意义。惟有牢牢

守住匠人精神和文化内涵，在年轻化转型中

守正创新、积淀品牌文化、提高品牌运营水

平，老字号才能利用“新国潮”机遇，为提升中

国品牌的整体影响力做出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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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上的自然湖泊很少，并

不是因为沿河缺少洼地，而是因

为上下游落差大，留不住水，中游

河谷也深，加上大量泥沙不断地

搬动，即便有成湖的地形条件，也

会很快淤平。但追溯至更古老的

年代，黄河上游有共和、银川等古

湖，银川的“七十二连湖”便是其

古湖的遗迹，中下游的华北平原

上，还有过巨野泽、大陆泽等。古

代巨野泽南北 300 里、东西 100

里，在明代也呼为“宁晋泊”。在

下游，宋金交战时代，滑县黄河李

固渡发生人为掘堤，黄河开始出

现长久乱淮的局面，并引发宋元

明清几个朝代黄河多次决堤的

“惯性”，尤其是清末河水再次北

流，前后形成 800里“梁山泊”“蓼

儿洼”，但不久后水面逐渐缩小。

微山湖与洪泽湖形成如今的湖

状，其实也与黄河有关，只不过其

中的故事更曲折一些。

古代地理显示，黄河中游的支

流上也有过许多湖泊，深的称为

“薮（sǒu）”和“湫”，浅的称为“泽”，

如陇县到固原之间，秦汉时代有过

朝那湫，华阳有过阳华薮和焦获

薮，在泾阳北也有过一个昭余祁

薮，在荥阳则有《禹贡》“（济水）入

于河，溢为荥”的记载。在古代，郑

州有“圃田泽”，开封有“逢泽”，商

丘有“孟渚泽”，宿州有古“洋湖”

等，但它们都是散在的，也各有成

因。这些古代的湖泊，对“鸿沟”的

开凿与后来隋唐通济渠的开通，都

有过举足轻重的意义。菏泽之名，

其实也来自古济水汇入的古菏泽，

古济水的河道后来并入改道后的

黄河。这些湖泊的影子，现在有的

还存在，但大多数消失了，有的归

因于围湖造田，更多的原因是泥沙

淤塞。很多新出现的湖，其实都是

人工水库。

“三门湖盆”的概念，人们都

很陌生，因为它是一个地质考古

推想。“三门湖盆”或在史前存在

过，但早已失落在不断转弯的黄

河河道中。有地质学家曾经推测，古“三门湖盆”约有2.3万

平方公里，横跨陕晋豫，其面积最大时，进入了关中地区边

缘地区。山西运城的解池也应当是它跨越中条山的古代遗

存。做出这样的推测，至少是因为今天黄河的第四个大拐

弯，在华山之西，由南北走向的秦晋大峡谷，骤然间改为东

西向，而从黄河中游的禹门口到中条山的东南，也确乎存在

着一个长而宽的沙水盆谷。三门峡谷这一段，亦称“崤函”，

三面崤山、熊耳山和伏牛山环绕，东西长 153 公里，南北宽

132 公里，总面积有 10496 平方公里。黄河贯流其间，有很

多险阻和河滩甚至古栈道和古峡，还有落差很大的河谷。

这里历来是治河的难点。

现在，潼关水文总站掌控着黄河 91%流域的水文数据，

从黄河泥沙过量的较新数据来看，是每立方米河水不超过

0.8公斤泥沙，这应该是不错的水沙状态。潼关不仅是隋唐

时代扼守关中的一道险关，也是黄河南来东去的一个制高

点。它是黄河大“转盘”的观察哨，监控和捍卫着关中平原

和河洛盆地的安危，也关系到下游的水情和沙情。潼关关

口的高低位置，在历史上有过一些改变，但水位改变后的潼

关，在三门峡水库成“湖”之后，依然屹立，城里的市场也很

兴旺。

然而，在三门峡水库没有建设之前，几千年里，这里

自然不会出现浩大的人工湖面，惟有汇合了渭水与汾河

的黄河在河谷里流淌。在人工工程干预之后，潜在的成

湖条件就开始出现了，这也是人们在这里首先建设了三

门峡水库后来又建设了小浪底水库，所面临的一种工程

地理选项。

从郑州桃花峪以降，黄河的悬河一直是个大问题。下

游河面平均高出两岸平地4.6米，等级上属于二级悬河。新

乡市的一些地方，河面高出两岸平地 20 米，每年迎战黄河

汛期洪峰，这里都是揪心的河段。这种状况由来已久。

在历史上，人们为什么非常敬重治河的能臣，如明代

的陈瑄、潘季驯，清代的于成龙，主要是因为他们治河治

沙有功，提出了许多相对有效的治河思路，历数很多有作

为的官员如林则徐等，也都担任过河督，他们的治河业绩

是其人生和职业功绩的一个重要方面。那时的社会体制

和工程水平，与今天是不能相比的，总体上无法解决悬河

问题。但他们在历史上提出和实施了很多治河思路，今

天还有参考价值，甚至连“宽河”还是“窄河”更好的争论，

也需要去重视。潼关以东的黄河大拐弯河道，更是人们

关注的一个焦点。

三门峡市和陕县（今陕州区），前后去过两三回，因为陕

县是一个重要地标。陕县在豫西，却是陕西省称谓的来

源。陕县之西便是陕西，陕县之东才是河南。这就恰如函

谷关一样，关西是关中，关东是河洛。陕县附近的大小城邑

大多夹在山谷之中，这也是陕县之陕的象形文字源。记得

第一次去陕县，除了观看三门峡大坝，主要是参观虢（guó）

国的青铜车马坑，这里是黄土地带，古代的文物容易留存保

护。三门峡地区北对中条山，西临潼关，南面是灵宝，东面

是仰韶文化遗址——仰韶文化开启了中国早期文明化进

程。这里有过很多重要的古代诸侯国，如东虢国和芮国，还

有诸如弘农杨氏这样的隋唐巨族，也出过上官婉儿这样的

历史人物，是一个显在的文化大市。弘农杨素是隋朝开国

重臣，他写的《出塞》古诗二首也可读，“交河明月夜，阴山苦

雾辰。雁飞南入汉，水流西咽秦。”反映了隋初经略西北的

情势。有一次偶然间参观过一道土沟里由柳笆编搭的一

个 文 物 库 ，编 了 号 的 青 铜

器、玉器堆在架上。那时三

门峡市的博物馆还来不及

建设，在这里草草看一眼，

已经令人对陕县和三门峡

刮目相看了。

三
门
湖
盆
猜
想
（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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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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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数据来源：：北京老字号协会北京老字号协会

图图③③ 老字号通过与不同老字号通过与不同IPIP跨界合作推跨界合作推

出联名款来实现年轻化转型出联名款来实现年轻化转型。。 程程 旭旭摄摄

图图①① ““国潮京品国潮京品

节节””给了北京老字号一给了北京老字号一

个展现的舞台个展现的舞台。。

程程 旭旭摄摄

图图②② 内联升在北京三里屯太内联升在北京三里屯太

古里的鞋盒造型店古里的鞋盒造型店，，是京城老字号第是京城老字号第

一次试水快闪店一次试水快闪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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