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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後超級聯絡人推動絲綢「出海」
聘意國專家參與技術創新 打造具影響力中國品牌

握
「帶路」
機遇
搭通沿線國

從 18 歲第一次被父親帶到內地的達利工廠
看到絲綢的成型過程，林典譽就深深愛上了
這份古老的中國文化，雖然他生於香港學在
美國，但在浙江杭州磨礪十載，早已讓他融
入內地的生活。「絲綢的根在中國，未來我
們將利用香港『超級聯絡人』的優勢，讓絲
綢沿着『一帶一路』走出去，打造有國際影
響力的中國絲綢品牌。」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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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或缺的一部分，你將來一定要
幫爸爸將企業發揚光大，把絲綢
帶到全世界。」

從低做起 每日往返深港

達利國際集團由林典譽的父親林富華一
手創辦，成立於 1978 年。「小時候

我只看到父親每天早出晚歸，卻不知道他
在做什麼，直到我 18 歲進大學那年，父
親把我和哥哥帶到位於新昌的達利工廠，
我才知道原來父親的企業已經做到那麼
大。」
「當晚，他帶我們與一位老前輩吃飯，
席間那位老前輩說的一些話，我記到現
在。他說，我們身為中國人，應該要熱愛
祖國，你爸爸做的絲綢，正是中國文化不

■達利在杭州打造的絲綢女裝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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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2006 年從美國波士頓大
學畢業後，林典譽沒有猶豫，就
到達利位於深圳的服裝廠，從最
基礎的跟單做起。剛上班時，正
是暑氣最濃的 8 月。每天從香港到
深圳，在羅湖過關，中間還要轉
一個小時的車，並沒有因為身份
「特殊」而受到特別照顧。
回顧當年，林典譽並不抱怨辛
苦，反倒認為受益良多。「跟單工作最
貼近用戶需求，也最考驗人。一件衣
服，從拿到客戶的一個需求，到把客戶
的需求做出來，然後報價，整個流程要
全面跟進。」

注重研發 提高產品附加值
2007 年，杭州市政府着力打造「絲綢之
府」和「女裝之都」，看到機遇的達利國
際集團隨之資源重組，建設集紡織、印
染、服裝製造及業務於一體的絲綢女裝基

地，林典譽也隨之搬了過來。
2008 年受金融危機的影響，加上絲價、
人工費用的漲價，為順應絲綢行業環境
變化，防範市場風險，便改變經營策
略，從產品的研發和創意入手，為產品
提高附加值，並聘請十餘人的意大利技
術專家團隊到杭州工廠參與技術創新，
林典譽自然成為中方與意方人員溝通的
「聯絡人」。
談及中意雙方的差異，林典譽感觸頗
深。意大利的創意表達在全球都享有美
譽，很多設計都堪稱藝術，在面料設計上
也是細緻入微，將科學性擺在首位。而中
國的服裝產業就稍為傳統，在意的是經
驗。作為「聯絡人」，林典譽要聯結的東
西有兩項，一是語言，二是思維。「要建
立統一的『語言』，簡單來說就是用同樣
的思維方式去處理問題」。為此，林典譽
提出了科學化的改革。「用數據測量的方
法和實驗來驗證對錯，用數據說話讓他們
達成共識。」
擺在林典譽辦公桌正上方的，是吳冠中
充滿詩意的水墨作品，印製在絲綢長卷
上，畫面顯得更加靈動。此前，達利與
吳冠中博物館合作，推出了當代藝術系

列真絲產品，以絲綢為「媒」，推廣中
國文化。
「我的父親非常重視絲綢科技的創新，
早在 1988 年，達利國際集團就率先發明了
砂洗絲綢、真絲重皺、絹絲針織，引領中
國絲綢整個產業鏈的品牌提升和發展。到
了我這一輩，將為絲綢產業的發展注入更
多文化含義，是時候告訴全世界，最好的
絲綢就在中國了。」

不斷創新 吸引年輕消費者
從 2008 年北京奧運會絲綢類產品的特許
經營商，到 2014 年北京 APEC（亞太經合
組織）服裝面料的指定供應商，再到 2016
年杭州 G20 峰會絲巾國禮的研發設計者，
達利國際集團通過多場國際大型活動，將
絲綢文化展示給全世界。
「絲綢作為中國文化的載體，除了質
地細膩，傳遞的感情也十分特別，充滿
東方的神秘感。」達利國際集團去年研
發了真絲牛仔褲和芳香味絲巾，用創新
來吸引更多的年輕消費者。「如果絲綢
服飾能以時尚、現代化的方式推廣出
去，消費者將感受到絲綢不同的魅
力。」

杭州已成「第二個家」
剛來到杭州，林典

/ (/ 譽非常不習慣。每逢
周末，他的固定項目
/
就是與朋友去西湖邊上逛逛，再去港麗酒家
吃飯。而現在講起如果有香港朋友訪杭州會
怎麼安排時，林典譽已儼然是個「老杭州」
了。「我會推薦他們去西湖邊逛逛，再去龍
井山吃農家菜，喝最正宗的龍井茶，再去看
看六和塔，這樣的行程非常舒服。」林典譽
說。而談到美食，他已經不再拘泥於港麗的

隨着「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和實踐，絲
綢作為海上絲綢之路的載體，會越來越受到
沿線國家的喜歡。達利國際集團作為絲綢企
業，更將牢牢把握住這機遇。
在林典譽的積極倡導和策劃下，達利去年
突破行業先例，首次以秋冬絲綢面料為主題
發佈今年秋冬中國絲綢流行趨勢，並與杭州
本地的展覽公司合作，在「一帶一路」沿線
國家展示最具中國特色的絲綢成品，包括服
裝與絲綢配件。「通過這個戰略，絲綢企業
可以提高國際合作，將我們國內的優勢資源
輸出，吸收國外時尚與文化元素。做好跨界
合作，比如我們可以將絲綢與旅遊、文化、
金融等融合在一起」。
「去年 12 月，我們在迪拜世貿中心舉辦
了『2017 秋冬中國絲綢流行趨勢』的發佈
會，雖然每一件產品由於手工縫製都價格不
菲，但仍受到迪拜土豪追捧，說明如果設計
和推廣得當，中國絲綢品牌還很有市場。」

推生態產業園 料2020年落成
林典譽認為，企業的進一步壯大離不開資
源整合，而「一帶一路」所強調的是中國與
沿線國家建立更深度的互聯互通。受此啟
發，達利國際集團於今年在杭州推出「睿創
世界」生態產業園項目，預計於 2020 年落
成，以期吸引絲綢與時尚行業相關的中小型
及初創企業入駐，建立多元化的夥伴關係。
「好比香港將自身定義為『超級聯繫
人』，我們也希望搭建一座橋樑，幫助外國
公司『引進來』、中國公司『走出去』，並
在這個過程中，將服裝業的創意相連，將中
國絲綢與國際舞台相連，提升絲綢文化的國
際影響力。」

精製「花團錦簇」服務G20峰會

粵菜，「我最喜歡梅菜扣肉這道菜，真的是
做到肥而不膩」。
記者在採訪過程中觀察到一個小細節，林
典譽在談話中說「會返香港與家人度周末，
然後工作前再回到杭州」。「回杭州」、
「返香港」，看得出林典譽已經把杭州當作
是他的「第二個家」。在我們指出後，他笑
着說：「是的，我現在覺得回到杭州更像回
家，我已經樂在其中了，杭州的生活節奏更
慢，更溫和」。

2016 年杭州 G20 峰會，達利國際
集團深度參與其中，不僅準備了
6,000 餘份記者禮，還參與了國禮的
製作。那份名為「花團錦簇」的絲
巾禮盒，由達利設計團隊的頂尖設
計師與杭州著名畫家共同創作完
成，絲巾全部採用原創中國國畫，
運用當代寫意、水墨、工筆工藝技
法，採用不同的畫風和畫面結構，
把國畫藝術、絲綢古典文化和西方

先進製造工藝完美融匯於絲綢方寸
之間，表達互聯各國經濟繁榮。
為配合完成該生產任務，達利早
在半年前就成立了「國禮工作小
組」，以最嚴格的標準要求來製
作。「從前期打樣、胚布選擇、面料
檢驗，到印花印染、包裝等全部環節
都設立專人專項，層層把關，連細小
的絲巾卷邊都是由擁有幾十年刺繡經
驗的繡娘一針一線純手工繡製成。」

港生留閩研習 盼弘揚中醫文化
中醫學專業不僅受到內地學生青睞，亦吸引了港台學子求知探
索。福建中醫藥大學中醫學專業大五港生林震溪，今年已考上本校
研究生。在內地學習多年，他對內地的教育和文化有越來越深的認
識。醉心於中醫，他希望能學以致用，把中醫事業發揚光大。
■香港文匯報記者 蘇榕蓉 福州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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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溪2011年曾到廈門旅遊，「印象
林最深刻的就是鼓浪嶼了。在那裡，

別執着於什麼景點，閒庭信步才是最完美
的節奏。」這樣的廈門至今讓他念念不忘。
「選擇赴福建讀書，也有一點點私心在其
中，到內地來繼續行走青春！」

求同存異融入集體
談到留校繼續中醫學習，林震溪認為
「中醫的魅力在於需要不斷探索才能領
悟真正的治病醫術，更在於找到晦澀哲

學理論背後那類似於『道』的東西，所
以我堅持一條路走到底，做堅定的『90
後學醫派』。」對於未來是否留內地，
他表示「最重要的是關注自身快樂與
否，先做好眼前事積攢能量」。他笑着
解釋，他們這一群「90 後」對內地環
境、個性發展等現實有許多新的要求，
這正反映了他們更加注重個體的感受，
尤其是幸福感。
北上福建讀大學，林震溪覺得在語言
方面「沒有什麼障礙」，生活習慣的差
異也不妨礙他和同學們成為好友，反而
開始不大適應的是住集體宿舍，覺得沒
有自己的空間。在學習遇到難題時，林
震溪常與同學們一起探討，「三人行必
有我師」，在差異中融合求同，感受中
醫的博大精深。

在福州市中醫院實習近一年，林震溪
受益良多，不僅了解了內地醫院的運作
和醫患關係緊張的原因，還領悟到理論
知識對臨床實踐的重要性。

感悟中醫職業意義
林震溪說：「在兒科實習時有個案
例，問診的小朋友咳嗽，我沒有處方權
故沒給他開藥。我給家長提供了意見，
讓他們給孩子用藥膳調理，後來病情好
轉了。正是這些最質樸的感受，讓我體
會到中醫這個職業的意義。」
談及敏感的醫患關係問題，林震溪堅
定地表示，任何困難都阻擋不了他學中
醫的決心。他認為，只要用心相處和溝
通，站在患者的角度為他們着想，與患
者成為朋友，不僅看病，而且看心，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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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關係自然就和諧了。
林震溪說，五年的內地大學生活讓他
體驗到與香港不同的教育模式和生活模
式。在他看來，香港高校較重視課外發
展、成人發展，而內地教學風格嚴謹。
「內地學生真的非常勤奮，字也寫得
漂亮，不管是做人還是做事，在這裡
可鍛煉自己認真把細節做好。」林震
溪坦言在內地五年的學習讓他感受到
壓力，這迫使他自覺努力學習，拉近與
內地生的距離，加深對內地的了解。

喜泡茶悟醫道
回憶起第一次到福建中醫藥大學，林震溪笑言，當時
心裡驚呼「學校真大」，因為香港高校面積都不大，
「對比太強烈」，「校園的建築和佈局處處體現中華文
化的韻味和中醫藥的特色，讓我感覺很舒服。」
由於學醫課業較重，平時林震溪絕大多數時間還是待
在學校。熱愛中國傳統文化的林震溪課餘喜歡泡茶，專
門買了茶具在宿舍學習泡茶。「品茶怡情悅性，且能學
習保持平和的態度去面對困難，這點與學中醫有共通之
處。」他認為學習中醫需要靜得下心，沉得住氣，「中
醫的養生非常強調『和』的重要性，這與茶的本性相
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