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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下海创业辞去大学教师工作

夏华出生在辽宁大连的一个农村家庭， 小时候，
家中的日子虽然清贫， 但却很幸福。

“在我的成长过程中， 母亲对我的影响是巨大且
深远的， 她就是我成长路上的标杆。” 小时候， 因为父
亲身体不好， 母亲便成了家里最主要的劳动力， 挑水、
做饭、 养鸡、 养猪、 看孩子， 大大小小的事情基本都
是母亲在做， 在夏华眼里， 母亲就是天， 只要妈妈在
就觉得很安心。

1977年恢复了高考的那一年， 母亲决定让哥哥姐
姐都把工作辞掉重新参加高考， 后来哥哥姐姐们都考
上了大学， 母亲又把家里值钱的东西用来供他们上学。
一时间， 家里变得更困难了。 可母亲却说， 只有考上
大学才是真正改变命运， 换钱不长久， 换人一辈子。

“虽然我的母亲是一个没什么文化的农村妇女，
但她深知作为人母， 最大的责任就是教育子女成材。
‘窦燕山， 有义方， 教五子， 名俱扬’ 《三字经》 里的
这句话就是母亲一生的信念。”

在夏华的成长过程中， 母亲身体力行， 教会了她
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 让她在成长的路上找到了方向。
可在她14岁那年， 母亲因为气胸突然去世了。 从那时
起， 夏华的世界改变了， 她也因此一夜间长大了。

“如今看来， 气胸不算什么大病， 但当时， 在我
的家乡却没有能够治疗气胸的医生。 正是从那时开始，
我下定决心要努力赚钱， 带家人走出农村， 过上衣食
无忧的日子。”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 夏华以优异的成绩从中国政
法大学毕业， 并留校任教， 在政法大学教书的时候，
她带着学生去福建调研， 看到了很多个体户和刚刚成
长起来的企业， 给了她很大触动， 于是她毅然决定辞
去大学教师的工作要下海创业， 为自己和家庭创造更
加优质的生活！

“在这个过程中， 也有过不被父亲理解的经历，
但是我始终坚定信念， 认准了便不回头， 努力为自己
的事业奋斗！” 夏华激动地说。

创业路上每遇危机都迎难而上

万事开头难， 刚开始创业的夏华经历了人生又一
次艰难的历程， 辞职之后， 夏华也不知道到底要从哪
里开始， 就拎着自己的全部家当在西单商场的台阶上
坐了三天， 她看着来来往往的行人， 就观察他们手里
的购物袋， 哪个品牌的购物袋最多， 那个品牌一定卖
得最好， 她就去了这个品牌当售货员。

夏华做了8个月售货员， 她见到了不同年龄、 各行
各业的顾客群体， 了解了顾客的需求， 并观察到了服
装市场的销售规律， 正是这份最基层的工作让她真正
读懂了顾客、 读懂了市场， 为企业的发展打下了良好
的基础。 1994年， 她正式创立依文集团， 企业在她不
懈的努力下慢慢有了起色， 发展得越来越好。

创业是辛苦的， 其中最大的危机发生在2004年的
夏天， 当时夏华的公司在北洼路租了一个地下室作为
库房存放货品， 每天她都会和员工一起盘点衣服， 看
着出出进进的衣服越来越多， 心里特别高兴， 然而，
谁都没想到那年夏天突然下了一场大暴雨， 给企业带
来了巨大的损失。

那天， 库房管理人员给夏华打电话的时候就哭了，
他说夏总， 您快回来吧， 库房都被淹了， 水已经到腰
了。 夏华赶紧往回跑， 可水太深出租车根本开不进去，
她就蹚着水跑了进去。 保安大哥看她往里冲， 大喊说，
夏总， 里面有电， 不能进， 危险！

“可我哪还顾得上这些， 带头冲进去把衣服都捞
了出来， 可这些衣服却被水泡坏了， 没法再卖了， 面
对几百万的损失， 我没有掉眼泪， 不是因为不难过，
是因为不能哭， 不能让员工害怕。 那一季， 我们一家
一家找工厂， 和他们商量， 将当季的存货拿出来卖，

这才度过了燃眉之急。”
也是那一年， 夏华决定不再自己管理库房， 要创

新， 找到最好的第三方物流公司， 以最现代的方式管
理库房。 那一年， 夏华又带领员工跑遍了三百多个供
应商工厂， 拿到了更多的好衣服， 依文登上一个新的
台阶， 他们又创造了一个市场销售第一名的好成绩。

“创业路上诸如此类的困难比比皆是， 可我从未
退缩， 总是迎难而上， 每一次问题解决都会为企业迎
来新的发展机遇。 我不会忘记过去， 更不会忘记那些
艰难贫穷的日子！” 夏华坚定地对记者说。

帮助深山绣娘靠传统技艺实现就业

随着企业不断发展壮大， 夏华曾受邀参加过一个
全球的品牌大会， 并有幸成为第一个代表中国品牌发
言的企业家。 可到了会场夏华才发现， 前面发言的十
位来自世界各国的企业家最开始都讲述了自己品牌悠
久的历史， “他们介绍的方式如出一辙， 均是四到六
个老头， 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就创建了这个品
牌开始， 我当时就想， 要怎么介绍依文呢？ 于是我默
默地在PPT第一页打下了 ‘5000’ 这个数字， 心里一
下就有了底气， 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和文化， 足以让我
挺直腰杆在这里跟大家来一次平等地对话。”

这次会议结束后， 夏华意识到， 中国那么厚重的
文化， 老祖宗留下的那些讲究的东西， 国人都应该把
它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 这份对传统文化的尊敬与热
爱激发了夏华内心向中国传统手工艺致敬的情怀， 她
开始了第二次创业： 建立依文·中国手工坊！

马上开始行动！夏华带着他们的设计师与团队走进
大山，寻找中国手艺，一个村子一个寨子的去寻找那些
有手艺的老人家，他们把绣娘们的绣技、绣品从大山带
到都市，试图帮助她们用自己的手艺养活自己养活家。

“最开始的时候， 这个项目是被董事会否掉的，
但是每当我进入大山， 看见这些绣娘们绣的老绣片，

看着这些蕴含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手工艺有可能会
被时间遗忘， 看到这些有一身好手艺的老人家都放下
了手中的针线， 去卖水果的时候， 我就下决心一定要
为这些绣娘们做点什么。”

于是夏华反复和设计师沟通， 琢磨如何将这些大
山中的传统纹样和时尚元素相结合， 让它更能被都市
消费者接受。 她带领她的团队往返于都市与大山之间，
一个村落一个村落去找寻绣娘， 找寻这些传统的美学
纹样。

从2013年开始， 依文·中国手工坊启动 “绣梦扶贫
计划”， 通过培训到人、 订单到户、 数据化、 产业化等
精准帮扶方式， 帮助绣娘承接订单， 并对其绣品进行
收购、 销售， 让绣娘不离村不离寨，背着娃，绣着花，养
活自己，养活家。在此期间，夏华每年都会带领团队多次
深入黔西南大山深处，寻找最美的绣品及手艺最精湛的
绣娘。 功夫不负有心人， 一次次地艰难跋涉， 一次次
地深入交流， 他们的团队终于得到了当地人的认可，
他们也终于找到了隐藏于山间的一位位手艺传承人。

“明星绣娘”潘奶奶年收入达百万

与依文·中国手工坊合作的绣娘中， 有一位七十多
岁的老人， 被称为潘奶奶。

潘奶奶有三个女儿， 老伴儿身体不是很好， 过去，
家里的经济负担很重， 老人家靠着自己的刺绣手艺勉
强支撑， 日子过得十分艰难。 第一次见到潘奶奶， 夏
华就惊叹于她精湛的技艺， 也决心一定要帮助这位老
人过上好日子， 让更多人看到她的绣品。

如今， 潘奶奶已经成为明星绣娘， 2018年收入达
到百万元， 她的女儿也因此重拾针线， 跟随母亲一起
刺绣， 想要将这份手艺传承下去。 更值得一提的是，
潘奶奶现在已经成为消费者们追捧的 “明星秀娘”。

“生活在都市里的人们一方面对老人家织布、 纺
线、 刺绣的手艺赞叹不已， 另一方面更感动于潘奶奶

身上所特有的质朴、 自然的独特魅力， 久居都市， 潘
奶奶一针一线亲手制成的绣品， 仿佛成为治愈我们疲
惫心灵的良药， 每一副绣品里的温度与深情值得我们
去细细品味。” 夏华不无赞叹地说。

夏华说， 每次见到潘奶奶， 她总是在微笑， 总是
在感谢， 她说不仅仅是感谢依文带领她及像她这样的
千千万万的绣娘脱贫致富， 更是感谢这样一个平台让
她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深山匠人的价值。 虽然已经七
十多岁， 但在今后的日子里， 潘奶奶还想要继续为推
广传统手工艺尽自己的一份力。 也正是千千万万如潘
奶奶一般的深山绣娘们在激励夏华他们不断努力， 将
依文·中国手工坊这项事业做得更好！

独臂绣娘的绣品走上了国际舞台

在依文·中国手工坊众多签约绣娘中， 还有这样一
位 “明星绣娘”， 因其刺绣的蝴蝶纹样栩栩如生， 被亲
切地称为 “蝴蝶仙子”， 她就是布依族独臂绣娘梁忠
美。

七岁时， 梁忠美不幸失去左臂， 但基于对刺绣的
喜爱， 坚持跟随母亲学习绣花技术。 长大后， 在长达
十年的打工时间里， 梁忠美始终没有放弃刺绣， 苦练
本领， 仅靠独臂就能飞针走线。 在与依文·中国手工坊
合作之前， 梁忠美的月收入仅仅是1000元左右， 而现
在， “深山集市” 里销售的蝴蝶作品， 每一副的单价
都超过2000元， 受到都市赶集人的喜爱和追捧， 梁忠
美的月收入也增加到了上万元。

梁忠美绣出的蝴蝶能够呈现出如此不同的形态，

一方面得益于从小扎实的绣工基础，更重要的是，她的
丈夫经常会去捕蝴蝶，梁忠美得以观察到各种不同的蝴
蝶，并将其牢记于心，这才能够创作出形态各异的作品。

梁忠美用一只手撑起了蝴蝶飞舞的天空， 带着布
依族的精灵飞到了都市， 她的作品经过精心打造， 已
经分别带到伦敦时装周、 北京时装周， 并作为 “国礼”
送给各国友人政要。

“现在， 梁忠美将自己的手艺传授给了更多的深
山绣娘， 与依文·中国手工坊携手打造绣梦工坊， 让更
多的深山绣娘能够不离家乡， 靠手艺赚钱。 如今， 梁
忠美的绣梦工坊已经从最初的两三个人发展到如今的
七八个人， 在梁老师的努力下， 古老的传统手工艺正
在原始村落中逐渐恢复生机。” 夏华说。

“深山集市”将传统手工技艺带向世界

夏华说， 通过刺绣， 深山手艺人真正走向了脱贫
致富的道路， 同时也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美与精髓传
承了下去， 并带出大山， 走向世界。

在依文·中国手工坊成立至今的15年来， 夏华不断
探索新的商业模式， 打造了公益扶贫与商业运作并行
的 “深山集市” 项目， 深山集市把最原生态大山里的
手工艺品还原到城市，集市中近十万款现代设计感的文
创、服装、配饰、首饰、家居产品涵盖了数十种传统民族
工匠技艺、技法，吸引了数百万人驻足欣赏、 采购体验。

夏华告诉记者， 通过 “深山集市” 不仅真正让绣
娘体会到了承接订单， 改善生活， 靠手艺赚钱的幸福
感， 同时 “深山集市” 作为新零售消费扶贫的代表模
式改变了目前产品设计单一 、 品牌趋同的问题 ， 将
“新零售” 理念贯彻上升到 “心零售” 层面。 通过深山
集市这个平台， 将都市与大山连接， 让大山与世界连
接， 让都市人过一把 “赶集瘾”。

夏华说， “在这一过程中， 我们遇到过很多困难，
但始终如一的态度与坚持不懈的信念让我们一直所坚
守的事业在十五年后终于开花、 结果， 让都市读懂大
山，让未来读懂过去， 让世界读懂中国。”

创建了全国最大的绣娘及纹样数据库

目前， 依文·中国手工坊团队逐渐完善了 “电商扶
贫+深山集市+文旅扶贫”的销售方式，以公益的初心与
商业化的手法打造了产业扶贫的模型———通过对深山
匠人与绣娘进行工业化培训 ， 建立了多条 “深山供
应链”，实现了深山手工艺术的可持续的量产输出，并建
立了“深山制造”的载体———16座村寨博物馆与上千座
家庭式绣梦工坊，使绣娘们实现了再就业。

夏华告诉记者， 最大的博物馆是兴义市泥凼镇将
军布博物馆， 至成立以来， 在州、 市、 镇等相关领导
和部门的关心帮助下， 逐渐发展壮大起来， 从原来的
小作坊发展到现在拥有生产加工绣娘200多人， 展馆三
座， 共计300多平方米， 带动了当地的刺绣产业发展，
同时也带动了当地的绣娘脱贫致富。

“以前， 这些深山绣娘的家庭地位都比较低， 做
很重的活， 家庭都比较贫困。 建立了绣梦工坊之后，
我们把绣娘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 提供给她们很
好的工作场所， 我们通过订单式培训的方式， 让这些
绣娘的收入有了很大的提高， 她们在家庭的地位也发
生了很大的改变。 绣娘们可以背着娃， 绣着花， 养活
自己养活家。”

依文集团在15年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过程中， 走
进大山， 将发现的村寨绣娘、 纹样、 技法、 工艺等归
类整理、 创新应用， 创建了全国最大的绣娘及纹样数
据库 ， 数据库涵盖村寨绣娘8000余位 ， 可应用纹样
5000余种， 数据库与全球设计师共享。 夏华他们将民
族纹样通过通过时装秀等时尚方式助力中国民族文化
国际化。

“依文·中国手工坊让深山绣娘的收入有了很大提
升， 很多在外打工的绣娘们和绣娘的孩子们也都回家，
和妈妈一起做起了刺绣。 这不仅解决了当地的就业问
题， 同时， 让中国传统手工艺得以继承和发扬。 未来，
希望在我们的努力下， 更多人能够有机会通过双手改
变命运， 中国手工艺可以在更大的舞台散发恒久的魅
力。” 夏华满怀深情地说。

夏夏华华：：
把把深深山山绣绣娘娘的的传传统统技技艺艺
带带向向国国际际时时尚尚市市场场
她在服装产业深耕25年， 并用了15年的时间， 在中国大山深处的民族村寨发现、 挖掘、 整理即将消逝的美学记忆， 创立了依文·中国手工坊，

打造了精准扶贫与商业运作并行的 “深山集市” 项目； 她建立的16座村寨博物馆与上千座家庭式绣梦工坊， 使绣娘能够 “不离村、 不离寨， 背着
娃， 绣着花， 养活自己， 养活家”； 她以公益的心和商业的手法， 帮助深山匠人与绣娘通过手艺改变命运， 让更多沉寂的深山村寨焕发勃勃生机，
她就是依文集团董事长暨依文·中国手工坊创始人———夏华。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余余翠翠平平

夏华和绣娘挑选新纹样 夏华和绣娘们在伦敦合影 绣娘们走在异国他乡的街头 夏华与绣娘评价刺绣作品 绣娘的精湛技艺吸引了外国友人

夏华在贵州山里与绣娘们交流

从从售售货货员员做做起起,,创创立立““依依文文””品品牌牌，，改改变变了了自自己己命命运运；；
用用1155年年帮帮近近万万绣绣娘娘实实现现就就业业，，改改变变了了一一群群人人命命运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