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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三个上海人的故事：当年贺昱旻告别电话局的金饭碗，韦祖国“潜伏”进了民企，而今他们和刘世地蹲点的园区只隔一条太浦河……

自从踏出闯荡这一步，便再也离不开
■本报记者 陈抒怡

是在 1994年底，上海市市内电话局
（以下简称“上海市话局”）任局长秘书的贺昱旻
辞职去了江苏吴江芦墟的一家乡镇企业， 这一
消息轰动了整个电话局系统， 其影响力不亚于
在行业内扔了一个炸弹。

当时正在上海市话局修配厂工作的工程
师韦祖国听到这个消息，吃了一惊。他以前在
局长办公室见过贺昱旻，要找局长，必须先经
过贺昱旻。可他没想到，看起来高高在上的贺
昱旻会和他走上同一个方向。

很少有人知道，当时，韦祖国已经在吴江
的这家乡镇企业不声不响当了近 10年的 “星
期日工程师”。周六晚上下班以后，有一辆小轿
车将韦祖国接到芦墟，星期日晚上，再把他送
回上海，夜幕之下的这一来一往，让韦祖国觉
得自己像个“地下党”。

“我不敢辞职。”尽管对芦墟的这家乡镇企
业已经非常熟悉， 但韦祖国当时还抱着这样一
个想法：能在一家单位工作，兢兢业业一辈子，

等到退休的时候，领导、同事敲锣打鼓送来一张
光荣退休证，这是社会对一个人最大的肯定。

贺昱旻不这么想。 上世纪 90年代电信业
发展迅猛， 能在上海市电话局谋到一个职位，

相当于捧上了一个金饭碗，局长秘书的位子尤
其吃香，用贺昱旻的话说：“那时候，我连市领
导家里电话都有。” 但贺昱旻更记得时任上海
市话局老局长问过的一句话：“邮电系统这种
垄断的局面迟早会被打破，你愿不愿、敢不敢
去民营企业的世界里闯一闯、看一看？”

20多年过去了， 芦墟发生了巨大变化，原
来的乡镇企业已发展成为业界知名企业。现
在，贺昱旻已成为公司高管，这些年她的办公
室搬了好几次，但无论在哪里，鲜花、书籍和咖
啡机都是她办公室里的标配。“别人说我是标
准上海人，从性格上来说，真的是上海人中的
上海人。”穿着公司统一深蓝色套装的贺昱旻，

说话轻声细语，但办事妥帖细致。而她的隔壁，

就是永鼎研究院院长韦祖国的办公室，2002年
办完内退手续后，韦祖国正式进入永鼎，成为
贺昱旻的同事。

与上海青浦接壤的江苏吴江、浙江嘉善刚好
位于两省一市交界地，越来越多的上海人、上海
企业走出上海，来到这里，试图打开一片新天地。

从某种角度来看，他们的前进方向，正是乡镇经
济、民营经济大踏步向前的方向。而他们前进的
脚步声，也与长三角地区经济差距持续缩小，区
域经济联系愈发活跃的发展节奏正好合拍。

潜 伏
政策的不确定让韦祖国更加谨

慎，他再三拜托顾云奎和工友，一定
要为他保密。之后，永鼎在上海大世
界附近的上海办事处成了韦祖国和
永鼎的“接头”地点

韦祖国说，自己“像余则成一样”，潜伏了
整整 17年。

1985年， 有行业内的朋友向韦祖国介绍，

吴江芦墟有家做电缆的企业让他去指导指
导。为了表达诚意，永鼎创始人顾云奎特意从
镇政府借了司机， 开着当时厂里唯一的一辆
小轿车，接上韦祖国和他的老婆、孩子一起去
看看。

韦祖国一听，觉得是件好事。当时永鼎正在
上铅包纸绝缘电缆项目，英、美等发达国家早在
上世纪初就开始大批量生产铅包电缆， 但在中
国，直到上世纪 80年代也只有少数几个厂家能
生产这种产品， 韦祖国所在单位门口经常排着
拉货的卡车， 电缆产量严重不足。 韦祖国想的
是，我们应该和乡镇企业一起，把电信事业搞上
去，他们有需要，我们就要慷慨支持。事实上，当
年苏浙的多家电缆企业都在向韦祖国讨教技
术。那时全国都没有知识产权的意识和概念，长
期身处计划经济、 国营单位的韦祖国根本就没
想到还有“同业竞争”这一说法，爽快地答应了
顾云奎成为“星期日工程师”。

每到周日，韦祖国就到厂里开课，为工人
们普及电缆的基本知识、工艺参数和使用设备
的情况。他记得，当时工人们排排坐在小板凳

上，笔记本就摊在膝盖上，边听边记。虽然大
家基础不高，但接受能力很强，很快跟上了
思路。即便韦祖国画的是一些草图，工人们
还是能根据要求，把产品做了出来，“比想象
得还要好。” 与此同时， 企业发展进入快车
道，“每周去都能看到新变化。”周日晚上，韦
祖国返回上海时，总能带回新鲜的大米、鸡、

鱼等土特产，这也算是报酬的一部分。

但不久之后，韦祖国听说“星期日工程
师”是有争议的。上世纪 80 年代，上海发生
了知名的“韩琨事件”，“星期日工程师”韩琨
业余时间为奉贤一家乡镇企业研制橡胶密
封圈， 让工厂扭亏为盈， 后因为 3400元奖
金，一度被定为“受贿罪”。此事成为当时“重
案大案”，虽然最后被认定“无罪”，可影响之
甚，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的大讨论。

政策的不确定让韦祖国更加谨慎，他再
三拜托顾云奎和工友， 一定要为他保密。之
后，永鼎在上海大世界附近的上海办事处成
了韦祖国和永鼎的“接头”地点。

“严防死守”下，仍难免露出马脚。一个
星期天，韦祖国遇上了前来永鼎联系业务的
上海市电话局供应科科长，四目相对，只剩
尴尬。1989年开始，国内通信企业开始陆续
上马全塑电缆， 当时全塑电缆还存在一些
技术难关未能克服， 有的国营大厂生产的
全塑电缆出现了开裂受潮的情况， 业内都
在担心民营企业的技术能否过关。 尴尬之
后，这位科长舒了一口气，对韦祖国说：“你
在也好，我反而放心了。”

“要搁现在，我真不敢这么做，也不能这
样做，但那个年代没有这种规章，后来有了，

我们已经离不开永鼎了，只能像余则成一样
潜伏着。”韦祖国感慨道。

跳 槽
贺昱旻很肯定地说， 如果回到

1994年，她还是会选择跳槽，当时老
局长说的话一点都没错：“民营经济
的力量虽然还很微弱， 但很快就能
成长为一股不容小觑的力量。”

前几天在整理办公室时，贺昱旻翻出了一
张“退工单”，这是 1994 年的她从上海市话局
辞职后拿到的，虽然跳槽至吴江，但当时上海
的个人档案还没法直接转入吴江，她被所在的
静安寺街道登记为“待业青年”。

那时的吴江确实有点冷清。厂里要招待客
户， 但镇上的卡拉 OK厅下午 5点就下班了，

公司只好问卡拉 OK厅借了钥匙开了门，临时
找几位厂里的工人当接待人员。

让贺昱旻更失落的是从“甲方”变“乙方”。

在电话局时，都是别人求着她要见局长，但跳
槽去乡镇企业后，她和同事去拜访客户，等到
中午肚子饿了也没见到领导， 好不容易见到
了，对方没说两句话就把他们打发走了。“真的
就像泄了气的皮球，别说午饭，就连晚饭都不
想吃了。”她说。

去北京给客户送甲鱼，客户不会做，贺昱
旻只好跑到水产市场，出钱让卖鱼的师傅帮忙
处理， 然后再用两只手指捏着血淋淋的甲鱼，

一路走到客户家。在家“连青菜都不炒”的贺昱
旻，第一次卷起袖子洗甲鱼，硬把甲鱼壳搓到
发白，后来听别人说才知道自己拼命搓掉的是
好东西。

离那段最难适应的时候已经过去了 20多
年，“小贺”变成了“贺总”，贺昱旻依然坚持每

天开车往返于上海与吴江之间。由于高速公路
的打通， 每天的往返单程从 20年前两个半小
时，缩短至现在近一个小时。

到底为什么跳槽来这里， 是不是因为收
入？“收入确实增加了，但如果说只为钱，就有
点浅了。” 贺昱旻经常对下属说，“钱多钱少是
其次，能力也是可以培养，但公司整体氛围、团
队协作状态很重要，愉快地工作且能有所收获
和成长是关键。”

民营企业的决策效率让从国有体制出来
的贺昱旻感到惊讶。任何人都可以向老板直接
提意见，老板总会说：“那你先去弄，弄好了再
看。”生产工艺上要调整改进技术，只需要跟负
责的总工聊一聊，就能先试起来，等数据出来
后见分晓。 公司内部有一套意见反馈系统，基
层工人的意见通常当天就能得到批复。

贺昱旻很肯定地说，如果回到 1994年，她
还是会选择跳槽，她觉得当时老局长说的话一
点都没错：“民营经济的力量虽然还很微弱，但
很快就能成长为一股不容小觑的力量。” 事实
证明，确实如此。

融 合
二三十年前，来自上海的智慧、

技术、理念向江苏吴江、浙江嘉善一
带流动，如今，来自上海的科创力量
也正在为这一区域创新不足、 产能
过剩的企业谋划新的发展之路

与贺昱旻、韦祖国的办公室隔着一条太浦
河，另一名上海人刘世地正在浙江嘉善县西塘
镇纽扣园区蹲点服务。与韦祖国长期“地下潜
伏”不同，去年，西塘镇与东华大学签约建立了

纽扣产业研究中心，刘世地作为东华大学信息
科学与技术学院教师，从去年 8月份被学校派
驻西塘，每周往返于上海与嘉善之间。

西塘是 “中国纽扣之乡”， 年产各类纽扣
700亿枚，全世界人均 10枚；纽扣产业年产值
约 65亿元，约占西塘镇工业总产值的 25%。但
数字的光鲜掩不住产业的软肋，西塘纽扣长期
存在企业单体规模不大、产品附加值低、创新
能力弱、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让当地纽扣业
主颇为尴尬的是， 曾有一份国外订单发到西
塘，但当地 600多家纽扣生产企业竟然无一能
生产出达到对方标准的纽扣，最终只好眼睁睁
看着订单花落他家。纽扣这一传统产业已经到
了不得不转型的时候。

然而， 理想与现实总是有差距。 从去年 8

月开始，刘世地几乎天天往纽扣企业跑，发现
很多企业连生存都困难，产能严重过剩，企业
只能通过互相压价来抢订单。“能不能介绍些
订单？能不能带个大客户过来？”这是当地企业
最关心的问题。至于创新升级、智能生产、转型
发展，大多数人一听就摇头：“你们做的是锦上
添花，我们需要的是雪中送炭。”

再问有什么需求， 有的纽扣企业老板提
出，需要培训计算机和学习“非会计专业的会
计学”，一些企业管理者不会用计算机，也看不
懂报表。“这让我们感到很吃惊，我还以为这个
问题早就不是问题了。”震惊之余，刘世地拿来
了上海计算机培训教材，还联系了学校的会计
学老师，准备今年针对这些需求正式开课。

“政府，高校，企业在政产学研合作的初始
阶段不免都会存在一定的供需脱节和偏差，各
方的诉求点也不尽相同。今年我们要针对企业
家的痛点，把合作推向深水区。”东华大学信息
科学与技术学院副院长张义红是西塘纽扣产
业研究中心负责人，目前他已经列出了今年要
完成的几大任务， 包括首次发布纽扣白皮书、

举办中国西塘纽扣产业可持续性高峰论坛、在
爱丁堡艺术节科技旗袍秀上对接展示西塘纽
扣的科技元素、撮合知名品牌服饰企业和西塘
纽扣商会进行合作、 帮助有志愿的企业家、学
生在西塘创业。在采访中，他再三强调：“接下
去的工作重点就要针对企业家痛点以及纽扣
行业发展难点真抓实干。”

与一些龙头企业的合作已经有了苗头。比
如行业龙头企业嘉善天惠服饰有限公司提出：

以前生产纽扣的磨具需要人工分辨是否发生
磨损，误看率很高，是否可以由机器来解决这
个问题？很快，由企业和东华大学创新研发的
纽扣瑕疵检测生产线正式上线，“机械眼”取代
人眼，误看率直降为零。还有的“钮二代”企业
家向西塘纽扣产业中心提出：能否帮助联系一
些自由设计师，以提高纽扣的附加值？最近刘
世地已经帮忙联系了相应的自由设计师群体。

在西塘纽扣产业中，来自上海的力量不仅
于此。2014年， 来自上海的一家纽扣企业入驻
嘉善纽扣工业园区，现在已经成长为行业龙头
企业。“我们需要这样的‘鲇鱼’，无论是管理理
念、智能制作、品牌设计、展示营销，还是公司
文化，都高出其他企业一大截，现在很多当地
企业都在看着学。” 嘉兴综合保税区 B区管理
委员会副主任胡水根这样评价。

与此同时，西塘的纽扣产业创新服务综合
体也正由上海的一家公司负责整体打造。根据
当地媒体报道，一场以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建
设驱动纽扣产业改造提升的“大戏”，正在西塘
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二三十年前，来自上海的智慧、技术、理念
向江苏吴江、浙江嘉善一带流动，使技术力量
匮乏而生产上不去的乡镇企业迅速获得生
机，如今，来自上海的科创力量也正在为这一
区域创新不足、产能过剩的企业谋划新的发展
之路。反过来看，这些区域也为上海企业、上
海高校、上海人提供着展示发展和自我实现的
平台。

今年春节公司举办年会， 看到已经 82岁
高龄的顾云奎坐着轮椅出现时，韦祖国热泪盈
眶。和贺昱旻一起表演完回顾公司发展历程的
诗朗诵后，他下台后第一件事就是附在顾云奎
耳边说：“你十多年前跟我说的一句话，我记到
现在。你说，韦工，你在永鼎一直做，做到 70岁
都没问题的。现在，我真的已经 70岁了。”

遗 失
▲本人范蓉，于 2001年取得
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级
别：中级，此证书遗失，红色印
刷号：0078080，现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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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8 故事片: 反诈风暴之罪

恶来电
18:17 故事片:洋妞到我家
20:15 故事片:逆时营救
22:16 译制片:开战日（丹麦）

央视十一套
13:56 CCTV 空中剧院： 璀璨

梨园-戏曲演唱会 （京
剧专场三）

19:00 戏曲采风

19:20 评剧:五女拜寿
22:02 影视剧场: 于成龙 (23-

25)

电视节目预告仅供参考
以电视台当天播出为准

迁址公告
解放日报广告门市部由原汉

口路 281 号搬迁至威海路 755 号
4202室。

电话：63510135、22898558

讣 告
上海财经大学教授、原研究生部部长、离休

干部张淑智同志，因病于 2019年 2月 7日 4时

03分逝世，享年 92岁。

逝者已去，风范长存。张淑智同志虽然离开

了我们，但他那种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精神，

脚踏实地、一丝不苟的作风，精益求精、学无止

境的风范，将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

特此讣告。

上海财经大学张淑智同志治丧小组

2019年 2月 27日

在上海的枫泾科创小镇，一个创业团队正在路演中心开会。作为长三角路演中心，科创小镇化身跨界资本、技术、人才和信息的交流展示交易
平台，提供技术转移、上市融资、商务配套等功能性服务。 东方 IC 供图

1988年，韦祖国在日本交流学习。 2019年 2月，贺昱旻与外商交流中。 均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