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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文物

收藏人

江苏人郭大姐

江苏人郭大姐

老式缝纫机
老式缝纫机

自从女儿到成都安家后，江苏
人郭大姐常常住在蓉城，成了半个
成都市民。关注到成都商报举办的
“家庭文物大‘晒’”活动后，郭大姐
告诉记者，她很想讲一讲自己家里
珍藏的，老式缝纫机的故事。

那时的缝纫机，对于老百姓
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大件儿”。上
个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由南
京缝纫机制造厂生产的熊猫牌缝
纫机，是享誉全国的名牌。

时过境迁，电动缝纫机兴起，
改人力驱动为用电操作，省时省
力还可以自动剪断线头，受到很
多人，特别是服装厂的欢迎。但在
郭大姐的家里，却有一台老式缝
纫机，是她一直不舍得扔掉的珍
贵回忆。

搬家的时候她说
“把缝纫机带上”

每到季节更迭的时候，郭大姐
就要将家里收拾一番。7 月的第一
天，在杂货间靠窗的位置，郭大姐
将一块黄褐色的棉布掀开，一台老
式缝纫机出现在弥漫着灰尘的光柱
下。黄色的木板、流线的机身、光面
的转轮以及铁质的踏板，那不再闪
光的机座、锈迹斑斑的机头以及布
满划痕的桌台，无声地诉说着那些
往昔的回忆。

十年前，郭大姐一家三口搬过
一次家。在整理物品时，丈夫戴先
生对她说，该扔的扔，别舍不得。郭
大姐想也没想说：“把熊猫缝纫机
带上。”

“缝纫机、电视机、自行车、三开
门的衣柜、痰盂柜、梳妆台……这都
是我当年的嫁妆，女儿她外公总共
花了6000多块哩。”郭大姐告诉成都
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上个世纪 60
年代到80年代，由南京缝纫机制造
厂生产的熊猫牌缝纫机，是享誉全
国的名牌。买一台，手里没有百把块
是买不到的，那时的雪糕可是按分
卖的，一百块钱并不是小数目。

那个年代出生的江苏人，对熊
猫缝纫机都不陌生。郭大姐十多岁
时，便在邻居家用过缝纫机，简单易
学，比穿针引线一针一针缝衣服快
捷多了。当地有姑娘出嫁，娘家人多
会备上这么一件。婚后，给女孩做件
小花裙、给男孩做身小汗衫，缝补床
单被罩，是很多妈妈们的必备功课。

老公年轻时是裁缝
一家人靠缝纫机吃饭

江浙地区，棉纱产量高，纺织业
十分发达，服装业自然也不落后。
中国拥有纺织工程专业的大学，主
要分布在江浙一带。和很多人一
样，郭大姐一家也经营着一家小型
服装厂。这两年，依托互联网发展
和网上购物的火爆，厂里做出来的
衣服甚至可以卖到日本。就算这
样，戴先生也常常对女儿说：“你可
别小瞧它，论年龄，它比你大；论功
劳，你小时候身上穿的、床上盖的，
都是用它做的。”

和其他人家不同，户主戴先生
年轻时就是做裁缝的，可以说全家
人就靠一把剪子、一堆布料、一台缝
纫机过日子的。作为女人，郭大姐总
是不想承认这个事实：裁剪如行云
流水、操作机器运筹帷幄、成衣完全
不输市面上的品牌服饰，老公的手
艺居然比自己还好！

有一次，他们又为了谁的做工好
争吵了起来。当时尚且年幼的女儿

“遭了殃”，夫妻俩一人做了一个装零
食的小口袋，动真格地非要她选一个
最优秀的出来。女儿很为难，纠结了
很久，但还是说了心里说，“爸爸做得
好”，郭大姐很生气，攥起拳头就往戴
先生的背上猛捶。戴先生受到“重创”
后当即认输，表示自己的技术其实还
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为了避免冲突，家里的奶奶后
来给家里又送来了一台上海牌缝纫
机，让夫妻俩一人一台。

科技淘汰了老式缝纫机
还是留了一台在家里

二十一世纪初期，中国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科技创造为人类
生活带去了深刻的影响。在郭大姐
看来，最明显的，就是电动缝纫机的
兴起。这种新型缝纫机，改人力驱动
为用电操作，省时省力还可以自动
剪断线头，受到了很多服装厂的欢
迎。戴先生紧跟潮流，花费几千元赶
紧也引进了几台，服装厂的效率果
然大大提升了，准备大量采购。

然而之后好几年，在家里，郭大
姐还是用那台老式的缝纫机缝补衣
物。她是一个念旧的人，不太擅长接
纳新兴的事物，“我的不浪费电，你
的速度那么快会切到手。”这是她常
对戴先生说的话。

从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变成四五
十岁的大叔大妈，随着女儿的成家
立业，郭大姐和戴先生的肩上少了
很多经济负担，家里的缝纫机也放
进了杂货间。

前不久，女儿问郭大姐，家里东
西越来越多，你们以后也不常待在
老家了，为什么不扔掉像缝纫机一
样的大件。郭大姐思忖了片刻，觉得
也有道理。不久后，她卖掉了其中一
台缝纫机，同时又留一下了另一台，
打电话告诉女儿说：“还有一台没舍
得卖，等你以后有孩子了，还可以拿
出来做几件小衣服，再秀一下我的
技术。”

成都商报记者-红星新闻记者
戴佳佳 受访者供图

家里还有一台老式缝纫机
没舍得卖掉

从手动到电动“编织”数十年生活

“2018第七届中国上市公司高峰论坛”明日召开

大咖齐聚成都
共话高质量新动能

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
年之际。经过不断深化改革，持续
扩大对外开放，我国经济面貌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党的十九
大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
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由每日经济新闻主办的
“2018第七届中国上市公司高
峰论坛”11月 16日将在成都召
开。届时，800位商界精英、学
者专家、私募大佬将围绕“问道
高质量，增长新动能”的主题，
对资本市场如何深化改革、企
业如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
能等问题进行讨论。

“头脑风暴”：问道高质量发展

当前，如何实现全行业高质量
发展已成为举国上下最为关注的
焦点话题。而适逢改革开放40周年
的当下，我国一大批优秀的上市公
司茁壮成长，已成为行业佼佼者。

传统企业和实体经济如何培
育新动能实现创新驱动？资本市场
如何深化改革，更好地助力实体经
济高质量发展？企业实现高质量发
展又应注重哪些关键因素？11 月
16 日，由每日经济新闻主办的

“2018第七届中国上市公司高峰论
坛”将在成都召开。届时，800位商
界精英、学者专家、私募大佬将围
绕“问道高质量 增长新动能”的主
题，就资本市场如何深化改革、企

业如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
等问题进行“头脑风暴”，发表自己
的看法。

在 16 日上午的主论坛，联办
财经研究院专家、国家税务总局原
副局长许善达；国家信息中心首席
经济师范剑平；清华大学国家金融
研究院副院长、上市公司研究中心
主任王娴；全国人大代表、通威集
团董事局主席刘汉元；华映资本创
始管理合伙人季薇五位业内大咖
将带来精彩主旨演讲。

之后，山东黄金总经理王培月、
美年大健康董事长俞熔、完美世界
CEO萧泓、三七互娱总裁李逸飞、贝
瑞基因董事长高扬以及广誉远中药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斌将围绕

“上市公司和资本市场如何实现高
质量发展”进行一场智慧碰撞。

下午，三场行业论坛也将各自
开场，分别为“2018中国公募基金高
峰论坛”、“2018中国未来商业高峰
论坛”以及“2018中国国际数字娱乐
产业论坛”。在这里，行业专家、企业
精英带来最新的研究观点。

资本齐聚：口碑激发新动能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从主
办方处了解到，“2018中国上市公
司口碑榜”颁奖典礼也将于峰会后
隆重举行。据介绍，继 2011 年~
2017年连续七年成功举办七届“中
国上市公司口碑榜”之后，这已经

是第八届“上市公司口碑榜”。
有了以往的经验，为了力求更

加全面、真实地反映投资者的所思
所想，更加客观、公正地评选优秀
上市公司，打造“中国上市公司口
碑榜”评选活动的新高度，2018第
八届中国上市公司口碑榜在榜单
奖项的设计和评选流程上，都有所
改变和创新。

此次评选全新搭建“中国上市
公司口碑榜评选专用平台”，严格
按照硬数据说话，数据建模同时进
行了一次提升，所有维度的数据模
型都将在一个千万级的数据库中
进行运算评判，通过各严谨科学模
型来筛选出候选上市公司。而“上
市公司口碑榜专业委员评审委员
会”汇聚买卖双方机构的智慧，评
选模式三位一体。

2018年，资本市场经历了种种
困难，举步维艰，但就是在这极其复
杂的股指运行中，新经济产业政策
频繁出台，投资生态又发生新的变
化。因此，在此背景下，2018第八届
中国上市公司口碑榜也进行了全
面的革新：此次“中国上市公司口碑
榜”只保留最佳上市公司董事长（总
裁）、最佳上司公司董秘、最具社会
责任上市公司、最佳上市公司董事
会四个常规奖项，全新增设了10大
行业最具成长上市公司奖项，真正
意义上从各行业中为投资者评选
最优、最具潜力的龙头公司。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俞瑶

成德绵签署共建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战略合作协议

到2020年推进军民科技成果
双向转移转化1000项

11月14日，“成德绵国家科技
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建设推进
会”在成都举行。省科技厅、成都
市、绵阳市、德阳市签署共建成德
绵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
战略合作协议，四川大学华西医
院、成都百年壹号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签署科技成果作价出资成立
公司协议。

今年5月10日，科技部正式批
复支持四川建设成德绵国家科技
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四川省成
为西部第一个国家科技成果转移
转化示范区。今年9月，省政府办
公厅印发了《成德绵国家科技成
果转移转化示范区建设实施方
案》，全面启动示范区建设工作。

根据《方案》，示范区将建立
健全军民科技成果双向转移转
化的体制机制，将成德绵打造为
西南地区乃至全国一流的以军
民融合为引领的科技成果转移
转化高地。

军民融合科技成果：
无人机飞行防相撞 手持仪器查食品

□推进军民科技成果双向转移转化
1000项
□培育孵化1000家军民融合科技型
中小微企业
□布局建设10个环高校知识经济圈
□培育环高校知识经济圈创新创业
团队2000家
□新增高校院所转移孵化项目3000
项，孵化企业1000家
□建设国家新药创制重大科技专项
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基地
□落地转化国家新药创制重大科技
专项成果100项
□聚集生物医药企业超过800家
□全省技术合同交易额突破700亿元
□国家技术转移示范机构50家，职业
化技术经纪人1000人
□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上工业总
产值的比重超过30%
□各级各类专业孵化机构700家
□培养专业化技术转移人才10万名

●建设具体指标 到2020年

作为成德绵国家科技成果转移
转化示范区建设推进会主题活动，
军民融合科技成果对接发布会于
11 月 13 日下午在国家技术转移西
南中心举行。该活动由四川省委军
民融合发展委员会办公室、四川省
科学技术厅、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管理委员会主办。来自省内高
校、院所代表，省内军民融合企业、
高新技术企业和技术转移服务机构
代表约200人参会。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从发
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以来，四川相继
出台了一系列军民融合政策，包括

《关于推动四川国防科技工业军民
融合深度发展的实施意见》《支持军
民融合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财税
政策措施》《四川省军民融合高技术
产业基地认定和管理办法（试行）》

《四川省军民融合企业（单位）认定
办法（试行）》。

这是四川首次对军民融合深度
发展进行系统安排，初步构建起四
川军民融合政策制度的四梁八柱，
也开启四川为全国军民融合深度发
展“趟路子”的新阶段。

6个军民融合科技成果项目在
现场进行了路演，包括无人机防相
撞系统、用于螺栓预紧力检测的薄
膜传感器、用于食品安全检测的手
持式拉曼光谱仪、军民两用无人机
项目、智慧动员信息系统和超声波
气体流量计。

随着无人机技术的发展，无人

机应用于社会各行各业的需求越来
越旺盛，无人机与有人机共域飞行
时的航空安全问题提上日程。来自
西华大学的陈金良教授及其团队，
从 2011 年开始研发无人机飞行防
相撞系统设备。这是无人机机载设
备之一，主要功能是在无人机飞行
过程中，实时感知周围的飞行动态，
自动识别并及时规避相撞风险，确
保无人机与空中其他航空器的飞行
安全。据介绍，目前总体设计方案的
专利申请已经通过国家专利局初审
并进入公示期。

与上述设备专为无人机厂家所
用不同，中物院银河·596科技园高
级科技顾问崔旭东带来的手持式拉
曼光谱仪，更希望能“飞入寻常百姓
家”，让每个家庭都能方便快捷地检
测食品安全。

据他介绍，此类仪器在军事方
面用于爆炸物等危险品检测。“农产
品要出口，需要检测农药残留”，崔
旭东说，通过重新修改数据库，该仪
器已首先用于花椒的检测上，不但
能测出农药残留，还能测出花椒中
微量金属元素的含量。虽然精度不
如传统检验方法，但胜在方便快捷，
他表示，“非侵入式，且几秒钟就能
出结果，是其最大的优势”。他的唯
一遗憾是关键器件尚未国产化，他
希望继续改进既有两款产品，核心
国产化以降低成本，适合普通家庭
消费。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严
丹 钟茜妮

11 月 14 日下午，成都市武侯区
黉门街社区的会议室内，召开了一
场特殊的“股东”大会。数十位社区
居民齐聚在此，见证了成都乐生宜
邻养老院名誉院长的签约仪式。同
时，这也是成都首家服务居民的社
区公司——四川黉门宜邻居民服务
有限公司向社区居民“股东们”的一
场汇报会。因为，成都乐生宜邻养老
院是该社区公司自今年3月30日成
立以来，牵头打造的首个民生项目。
黉门街社区党委书记、四川黉门宜
邻居民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申民辉
表示，下个月将召开发布会，统一对
公司的项目进行梳理发布，送出一
份面向全市居民的“大礼包”。

据介绍，乐生宜邻养老院是四川
首家城市社区公司——四川黉门宜
邻居民服务有限公司牵头打造的首
个民生项目，该项目紧邻华西医院，
坐落在电信路1号，将于下月底正式
营业，总计规划约1700平方米、91张
床位，并提供有康复、老年医疗、社区
养老等服务。

此次聘请的名誉院长池雷霆教
授，是知名的骨科专家，曾在四川大
学华西医院、四川省骨科医院、成都
市第一人民医院等多家三甲医院从
事医疗服务和管理工作，具有丰富而
专业的临床经验和管理经验。他的加
入，也将助推乐生宜邻养老院形成区
别于一般的养老院的品质服务。同
时，公司将引入可穿戴医疗设备。“除
了高端的设备，社区医养服务方面的
基层人才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愿意
投入这项事业。”在签约仪式上，池雷
霆教授称。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董馨

成都首家社区公司
首个民生项目落地
这家养老院，开在华西医院旁

紧接01版 成都有着强大的时
尚品牌聚集力与时尚消费能力，品
牌数量和年销售额一直位于全国前
列，因此多年前被媒体评为中国“时
尚第三城”。从国际一线品牌门店数
与品牌入驻数来看，成都目前位居
全国第三——品牌数达到 155 个，
门店数更是高达200余家。去年，成
都时尚再次得到国际媒体的认可，
成为美国媒体眼中的中国“新时尚
之都”。《2017中国城市商业魅力排
行榜》中，成都的城市商业魅力、商
业资源集聚度排名第一，成为新一
线城市之首。

3463家书店、2078家酒吧……
“中国时尚一线城市”如何炼成

“一座城市发展时尚的最佳方
式之一就是举办时尚周。”欧洲设计
中心主席代言人费德里克·波塞利
表示，一到成都双流国际机场，就感
受到这座城市的时尚氛围。“无论是
从机场还是到本次国际时尚周的盛
大会场，都让人即刻感到这个城市
的时尚感。”

与时装秀一样亮眼的，是成都
的时尚度。

此前，《新周刊》发布《2018 中
国城市时尚指数报告》（以下简称

《报告》），将成都命名为“中国时尚
一线城市”。

在“时尚魅力”这一体系中，成
都凭借对外来人才与新科技的包容
度以及强烈的市民归属感位列“时
尚魅力”排行榜榜首。《报告》显示，
无论全国人才净流入率还是人工智
能接受度，成都均处于全国第三的
领先位置，网约车包容度更是居于
全国之首，在“2017 年中国幸福城
市论坛”上，成都也连续第六年蝉联

“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
一些与都市生活方式息息相关

的考量指标方面，成都也成绩亮眼。
报告援引相关研究数据显示，成都
有近1万家茶馆、3463家书店、2078
家酒吧，在全国分别位列第一、第
二、第三，并曾荣获“2017年书店之
都”名号。报告称，“书店能揭示一座
城市的阅读氛围和文化指数，酒吧
能够衡量和探测一座城市的夜生活

时尚浓度，而深入市井生活，则是成
都的文化特色。”

成都还在消费方面表现出较强
的“战斗力”。数据显示，成都目前拥
有国际一线品牌155个，门店达200
余家，国际一线品牌入驻数量仅次
于北京和上海，在护肤品消费、奢侈
品网购方面，也仅次于北京、上海。
报告更将成都的时尚案例看作中国
城市在时尚领域探路的一个范本。

天府文化孕育时尚成都
世界文化名城正在崛起

“灵感的来源，不仅是服装服
饰，而是文化。我在这里确确实实找
到了我想要的灵感，也结识了很好
的朋友。”美国帕森斯设计学院时装
学院前院长西蒙·柯林斯说，中国处
处给予他灵感，尤其是成都。

根植于底蕴厚重的天府文化，
成都在经济高速发展与生活时尚优
雅中找到了新的平衡点，同时位居
商业魅力新一线城市榜首和中国最
具幸福感城市榜首。

今年初，成都举行了生活性
服务业发展大会，既从产业发展
的角度，明确了“到 2022 年，形成
商贸、旅游、文化、餐饮、康养 5 个
千亿级消费市场，生活性服务业
增加值达到 5000 亿元以上”的目
标，更从让市民生活更美好的角
度，提出要让居民幸福感、生活品
质显著提升，高水平实现幼有所
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
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
扶，居民发展型、品质型消费支出
持续增长，恩格尔系数达到富足
水平，文化、时尚、体验等多元化、
中高端消费领先发展。

在文化立城上，成都还有更大
的谋划。在世界文化名城建设大会
上，成都提出要凝练城市时代精神，
遵循城市发展规律，打造世界文创
名城、旅游名城、赛事名城和国际美
食之都、音乐之都、会展之都国际标
识，提升城市文化沟通力和全球传
播力。明确“到本世纪中叶，天府文
化享誉全球，建成独具人文魅力的
世界文化名城。”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叶燕

郭大姐家的缝纫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