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梦栖小镇俯瞰

运河村 八字桥

良渚的桥

桥名片

八字桥位于良渚运河村，名为八字，其实是东

西相邻的两座桥，远看呈“八”字，故坊间统称这两

座桥为八字桥。其中，东西向的称为东八字桥，桥

名为福寿桥，现存运河村17组，因河道变宽已经废

弃。南北向的称为西八字桥，桥名为资福桥，1995

年前后拆除。东西八字桥皆为三孔石桥，始建年

代不详，长约20余米，宽约1.5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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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

近日，良渚新城管委会、梦栖小
镇创新发展服务中心、浙江省工业
设计协会与梦栖小镇入驻企业负责
人齐聚一堂，梳理企业发展基本情
况，回顾2019年上半年取得的业绩
以及存在的问题，分享对人才引进、
企业成本管控等方面的理解与感
悟，共同探讨未来产业转型、企业高
效管理，为企业与小镇发展碰撞思
想火花、共话行业未来。

记者 金晓榕 通讯员 朱伟炜

吻吻鱼科技

“吻吻鱼”入驻梦栖小镇刚好满一
年。负责人倪裕伟说，来到小镇后，一
直让他操心的办公场地得到了有效的
解决。宽敞舒适的办公环境让公司运
营获得了很大的提升。今年上半年的
营收相较去年上半年翻了近一倍，资
金状况也有所改善。

但是鉴于经济下行的大环境，整
体大市场包括各销售渠道较疲软，尤
其是电商下滑较严重。“吻吻鱼”的应
对方式是分散和拓展销售渠道。倪裕
伟称，2019年是吻吻鱼的“渠道年”，他
们会放缓新品投入的速度，明年才是

“新品年”。

源骏设计

于“源骏”而言，过去的这一年算
是“挑战年”：去年年底入驻梦栖小镇
后，企业人员经历了比较大的调整，核
心团队的支撑问题是挑战之一；源骏
也正处在转型瓶颈，产品多样化、公司
规模化等都是需要正面和直视的发展
实际问题。此外，源骏的产品孵化尚
处在投资阶段，又增购了设备，资金方
面也造成了一定压力。

“迎接挑战，我们必须鼓足精神，
全力以赴！”源骏创始人徐洪军表示，
接下来，源骏将积极探索公司业务多
样化和核心团队资源问题，进一步提
高企业运营管理能力；争取开源节流，
包括成本控制和提升销售；与同行间
相互支持，抱团发展。同时，他也希望
政府继续出台相关政策引导和扶持企
业发展。

热浪科技

“热浪进驻梦栖小镇近两年，开展
的业务版图主要有两块，产品配套设
计以及与客户联合开发家电类产品。”
热浪设计董事长范纯说，热浪目前在
开发的食品等快消品是能够迅速形成
复购的品类，将是接下来参与产品孵
化的重点，企业也会致力于做市场推
广。“今年小镇组织的‘设计+制造’‘设
计+资金’等‘设计+’系列活动特别好，
及时为企业提供了各种资源对接渠
道，我们会在后期进一步实行沟通。”

据悉，今年热浪科技的设计服务
收入估计 2000万左右，上半年已完成
目标的 60%，获得奖项比较多，签单量
也在逐步上升，总体发展喜人。

凸凹出品

“在双创时代，相信许多企业都有
面临资金、渠道不通畅的问题。从设
计服务转向产品孵化，凸凹与许多设
计公司一样，经历了难以言述的阵
痛。”作为一家转型升级公司，如何进
行逆袭？凸凹创始人李立成给出的答
案是：化时代压力为时代竞争力，通过
精简人员提高工作效率、业务阵容调
整等实现突破。

博乐设计

“设计品牌孵化，帮助中小型制造
企业转型升级，仍是博乐最核心的服
务方式和内容。”博乐设计联合创始人
沧泠介绍说，在今年过去的 6个月，博
乐迎来了良好发展，如落地在良渚的

“邦先生智能电动晾衣架”品牌，公司
的销售额在6月破了千万，预计今年可
以破一个亿的销售额。此外，公司与
华东地区最大的小家电运营商合作打
造的DeTi迷你无线熨烫机，6月在天猫
销售额突破150万，在“6·18”当天创造
了一个品类传奇。今年还将有十款不
同的小家电产品会在DETI品牌里快
速地增长。

在突破了原有的“设计+供应链”
制造瓶颈后，博乐在思考对孵化项目
进行赋能的新变革。包括如何更好地
通过创新设计，去撬动流量的资源，如
何更好地抓住互联网活跃用户，去带
动产品的销售，从而更好地实现领导
一个品牌的孵化。

飞鱼设计

“从单纯的设计服务转向做项目
设计和品牌化公司，这个过程非常痛
苦，这是大家所面临的共性。我们以
前只懂设计，现在要做品牌、做销售，
我们唯有不断地补课，思考如何有效
整合和打通渠道资源。创新设计也
好，资源对接也好，只有呈现出团队设
计，才有力量。大家把资源叠加后，可
以减少很多的精力和资金方面的浪费
和损耗。”飞鱼设计董事长余飚说，去
年到今年的上海家电展、深圳礼品展，

小镇把企业集合在一起，抱团参展，这
对整合资源打通渠道提供了很多有益
的帮助。针对企业面临的人员招聘难
题，飞鱼希望在梦栖小镇有更多的资
源能进行整合共享。

地平线设计

“地平线”于去年 6月入驻梦栖小
镇后，定位一直比较清晰：集合周边资
源，做以设计为中心的产业升级，即与
周边一些制造企业嫁接合作，打造一
个个新品牌。

“我们的设计一切以市场为主，贴
合用户进行设计。”地平线设计总经理
吴国军说，“地平线”中的智慧家具系
列去年获得了中国设计智造大奖，今
年又获得了红点奖。销售渠道也保持
比较稳定，以欧美市场为主。合作的
电商平台主要有亚马逊、一条、尖叫
等，目前的设计产品主要是可回收的
家具，设计亮点就是环保可持续。今
后，“地平线”还将结合高校资源，开发
文创产品，同时也会涉及范围更广的
环保产业。

龙创汽车

龙创汽车设计有限公司主体业务
是为国内知名汽车主机厂完成汽车整
车开发设计服务。迄今为止，由龙创
完成主体设计任务的车型上市或即上
市的已达40余款。龙创的整车企业用
户现有60多家，其中包括北汽集团、长
安福特、长城汽车、比亚迪汽车、吉利
汽车等。

龙创汽车科技金融经理张梦娇
说，汽车行业经济活跃，但集聚性不
高，希望政府能够打造国家级企业研
究中心的综合服务平台，牵头打造校
企合作项目，为企业培养更多具有专
业知识与实战经验的优秀人才，更好
地助力企业发展。

+星影业

+星影业是一家以技术为核心、内
容为特色的视觉公司，拥有十年以上
行业经验的国际专业技术团队，曾服

务于SONY、工业光魔、数字王国等，依
托强大的视觉技术研发和多年的特效
制作管理经验，为出品方提供最优化
的视效全流程服务。

“未来期待与余杭良渚有合作项
目，也希望在企业宣传片、产品视频等
方面能为小镇兄弟企业服务。”+星影
业常务副总郑欣华表示，+星影业将通
过控制人才成本，加强日常绩效考核，
扩大业务客户群体范围，让企业产值
最大化。

奥格设计

“设计公司面临的问题是，随着企
业的发展，越会发现自身存有很多短
板，无论是设计深度、高度，抑或广度，
都尚有上升空间，值得大家好好探
讨。”奥格设计董事长章炜说，设计要
想转型，没有捷径可走，唯有一步一印
迹，一点点积累积淀，也非常期待小镇
政府部门能将服务性工作和平台化支
撑走向纵深。

海涛设计

海涛设计入驻梦栖小镇已三年有
余，前两年的设计服务稳打稳扎，加上
企业开创后积累下的基础，拥有了稳
定流量的粉丝群，保证了量化销售，也
顺利推动企业转向品牌化运作。

海涛设计总经理宋微介绍说，海
涛设计计划在 2020年深挖目标人群，
形成社群化经济，同时期待与小镇企
业有更多的合作，希望小镇给予更多
的支持。

推进优质资源整合和开放共享
等方面将是小镇发展的方向。经过
3年发展，梦栖小镇已具备一定基础
与实力，目前正以实现设计服务与
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为目标，对园区
实现腾笼换鸟，产业优胜劣汰。小
镇重点以智能制造企业、延伸设计
产业链和设计开放大学三方面为抓
手，全面推动科技、人才、项目融合
发展。截至6月底，累计完成投资
67.67亿元，集聚设计产业项目452
个，引进设计人才2860余名。

翻开尘封的历史，良渚运河村村民口口相传的这
座八字桥犹如一幅画卷，徐徐展开。这幅画卷像极了
清明上河图，沿着河岸，是生活百态。

今年66岁的运河村民徐跃庭，5岁时搬到运河郁
宅，便住在八字桥头。

福寿桥、资福桥，两座桥，两条河，相交构成了这
座特别的八字桥，桥下来来往往的是各地的船只，岸
上是热闹的街市，这是大约60年前的景象。那时候，
徐跃庭还只是个七八岁的孩童，他坐在茶室的木椅
上，看着过往行人，数着一天天长大的日子。

“我家就是开茶室的，八字桥边头一家，那时候的
八字桥岸是街市，方圆七公里，只有这里是街市，买卖
都要到这里，相当热闹。”徐跃庭至今仍记得清清楚
楚，八字桥边一共有三间茶室，茶客们饮茶说书，道尽
世间沧桑事。

做豆腐的殷家，推着三轮车跑到临安偷偷贩盐和
卖商品的罗家，专门做篮子、席子等竹器的钱家，开中
药店的姚家……在村民的口述中，我们仿佛看到了时
光的回溯，一幕幕只有在电影中才能看到的画面跃然
眼前。

解放前后，运河村只有这么一条街，它在大大方
便了附近百姓生活的同时，也让此地名声远播。

“仁和八字桥、三墩八字桥，我们这个叫作草鞋八
字桥，那是几十年前最有名的几座八字桥了，而且要
数我们这座最有名，即便是现在，杭州拱宸桥那边年
纪大些的人也都知道我们这儿的。”徐跃庭说。

卖鱼的，走货的，甚至还有赌场拉客的小船，大小
船只停得满满当当……这儿是整个运河村最值得记
忆的事了。

解放后，商店改成了供销社，再后来，慢慢地，随
着陆路的发展，这儿就散了。到了上世纪 70年代前
后，运河村八字桥沿岸已经基本失去了往日的繁华，
大多数人家都转为种田务农。

和其它石桥一样，这两座不到两米宽的石板桥，
再也承受不起时代的变迁，它太小了，不能通车，也不
方便，于是人们开始在八字桥边造新桥以便替代它
们。

“1995年前后吧，水泥桥建好了，所以从那时候
起，老桥基本就不用了，再往后，年轻人也不太知道这
两座古桥对于整个运河村和良渚的历史价值与意
义。”运河村原书记沈忠培说。

先被拆掉的是资福桥，也就是西八字桥，几年前，
运河村拆迁，桥被施工方给拆了。对此，徐跃庭说：

“桥本身废弃已久，而且也不属于文保范畴，但确实挺
可惜的。”后来，福寿桥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这一次，
徐跃庭和村民坚持不让拆除。

原来的街市变成了社区，重新规划的河道变宽
了，福寿桥孤零零地在河道中央，靠不到岸，显得非常
奇怪。

“对于我们来说，这座桥是记忆，是乡愁，八字桥
已经少了一座桥了，这一座万万不能没了。”徐跃庭
说，以前家里院子都能挖出银元来，可想而知，这个地
方曾经是多么兴盛，保留着这座桥，就能保留住那段
历史，如果连东八字桥也没了，过去的故事迟早都会
湮没掉。

徐、罗、殷、钱、姚……运河村 17组，曾经的商贾
人家依旧在，只是再也听不到昔日的吆喝声了，八字
断了一撇，是否还能承载这段往昔？

据说，附近正在造一座新桥，桥的名字村里打算
取名八字桥，而这座福寿桥也将保护起来，并将马上
启动保护修缮工程，通过增加两孔，将原来的三孔石
桥，拓宽到五孔，修缮后，福寿桥将不会再孤悬在河当
中了。

梦栖小镇设计企业齐聚一堂

碰撞思想火花 共话行业未来

本报讯（记者 金晓榕 通讯员 沈
丽芬）“加油加油！”近日，梦栖小镇 8号
会场传出阵阵欢声笑语。由余杭区工会
女职工委员会、余杭区良渚街道总工会
主办的“助力全域美丽 工会来牵线——
2019“余杭缘”青年职工交友联谊会在这
里火热举行。

来自金恒德集团、博多控股、虎哥环
境、道同衣业、千年舟等良渚辖区内的40
位青年职工齐聚一堂，参与别出心裁的

“垃圾分类”小游戏，既巩固垃圾分类小
知识，又展现个人才华与魅力。

每抽取一轮丝线后，职工们根据所
抽取的丝线颜色，分成“可回收物”组、

“有害垃圾”组、“厨余垃圾”组、“其他垃
圾”组四个小组。在指压板运输游戏中，

大家轮流将写有垃圾名字的小卡片传送
至垃圾分类员手中，由分类员投放进垃
圾桶内，用时最短、分类最正确的一组获
胜；在吸纸片环节，组内每人一根吸管，
将带有垃圾名称的纸片吸出依次传递，
最后正确分类，用时短的获胜；在默契考
验中，2人比划 3人猜，比划的人不能说
话，20个词（垃圾分类词汇）不能过，用时
短的组获胜。在欢乐的气氛中，大家渐
渐熟络起来。

“能够认识这么多年轻朋友，能够忙
里偷闲一起做游戏，这样的活动让人难
忘。”活动结束后，来自勾庄工业园区的
小陈表示，通过这样的活动既拉近了青
年职工之间的距离，又能结合全域美丽
工作，一举多得，希望能够延续下去。

本报讯（通讯员 陈俏莹 记者
金晓榕）近日，良渚街道团工委组织
良渚文化村社区、北秀社区、良渚村、
良港村等 9个村社 40多名小朋友开
展暑期绿色夏令营活动，带领小朋友

走进虎哥环境。
在绿色课堂环节，老师讲解了垃

圾的危害、处理方式、如何分类等，小
朋友们认真听讲，积极提问，并分享
自己所知道的关于垃圾分类的知识，
整个课堂气氛十分活跃。

随后，大家走进虎哥垃圾处理仓
库，现场观看垃圾处理全过程，了解
不同垃圾的处理模式。在虎哥大数
据中心，小朋友看到了虎哥每天的垃
圾回收、积分兑换等情况，对垃圾分
类回收工作有了更加直观的了解。

整个活动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
结束，小朋友们纷纷表示，回家后要
做好垃圾分类，争做环保小卫士。

助力全域美丽 工会来牵线争做环保小卫士
良渚街道团工委举办暑期绿色夏令营

本报讯（通讯员 范丽芬 记者
金晓榕）在第 28个国际母乳喂养周
来临之际，良渚街道邀请了杭州易嘉
产后管理创始人、高级母乳喂养指导
师吴菊芬，为准妈妈们上了一堂“产
后72小时母乳喂养”的公益课。

在课堂上，吴菊芬讲解了肌肤接
触的重要性，手把手演示了摇篮式、

交叉式、侧躺喂、橄榄式等哺乳姿势
要点。宝妈们如能熟练掌握，还能有
效降低和预防乳腺炎的发病率。

最后，吴菊芬就孕期乳房护理和
新生儿摄入评估问题向准妈妈们作
了经验分享。一些准妈妈还对自己
孕期碰到的困惑向吴老师求教，均得
到了耐心热情的解答。

产后喂养公益课为母婴家庭赋能

通讯员 金良瓶/文 记者 金晓榕 实习生 金颖慷/整理
材料由良渚街道办事处提供

孩子们参观“虎哥回收”

指压板运输游戏中进行垃圾分类 吸纸片环节传递带有垃圾名称的小纸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