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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的濟南，寒風中透着乾冷。于
仁謙身着一襲薄款灰色長袍，頭

戴黑色禮帽，佩上一副墨鏡，悠然地走
在仍保留着許多民國建築風格的芙蓉街
上，彷彿緩緩走過了「玉謙旗袍」店的
百年時光——就在這條街上，于家幾代
人一針一線精心縫製出來的旗袍，驚艷
了多少歲月和流年。
據于仁謙介紹，「玉謙旗袍」店創辦

於1890年，于家從章丘來到濟南，在
芙蓉街開了這家店，主營男士長袍、馬
褂、中山裝及旗袍等。「那時芙蓉街已
是濟南府的中心地段，商賈聚集，買賣
好做。為了生存，祖上這門手藝就一代
代傳了下來。」于仁謙說。
「玉謙旗袍」傳至于仁謙，已是第五

代。新中國成立後實行公私合營，于仁謙
的父親白天到當地服裝廠上班，晚上經常
幫助街坊鄰居做衣服。于仁謙很小就跟在
父親身邊做些力所能及的小活計，遞個物
件、鑲個花邊、盤個扣子，多年耳濡目
染，慢慢掌握了許多剪裁製作衣服的技
巧，父親看其感興趣，便傾囊相授。

甘付「天價」學費研日裝
幾年後，于仁謙從報紙上看到日本服裝
文化函授班招生的消息，決定自費去學
習。「當時我的工資32元（人民幣，下
同），一個普通家庭每月能攢五六元，而
函授班的學費是200多元，要攢好幾年才
行。」于仁謙的做法，在很多人看來不可
思議，但他很清楚自己在做什麼。

「古為今用，洋為中用」，于仁謙把
從父輩學到的傳統技術和西方現代服裝
理念相結合後，對中式服裝的文化和製
作有了更深的理解，技藝再進一籌，可
謂受益終生。迄今，于仁謙獨創的量體
設計方式，以及一次試穿毋須多次假縫
的「絕活」在業內備受推崇，均與這段
學習經歷給其帶來的感悟不無關係。

量體需逾五十個數據
經過幾十年的鑽研和練習，于仁謙的

眼睛就像一台攝像機或掃描儀，大腦像
計算機，「顧客的音容相貌都在我的腦
子裡」。與其他中式裁縫的平面設計有
所不同，于仁謙量體需要五十多個數
據，做一件服裝就像做一個人體軟雕塑

一樣，因此能一次成型毋須多次修改，
很多業內人士都難以置信。他說，這種
功力，沒有三四十年是練不出來的。
于仁謙坦言，執着地堅持了這麼多

年，起初是想把這門手藝傳下去，讓孩
子將來有個謀生的「飯碗」，後來則是
深深地喜歡上這一行。
他根據自己多年經驗創造了立體計算

法和經緯立體測量法，準備開發成一種
大數據量體方式，目前正與上海一家公
司商談相關合作事宜。據其介紹，雖然
很早有人開發人體測量儀，但給出的數
據卻非量體裁衣所需。如果他的大數據
測量法成功面世，很多外地的朋友就不
必千里迢迢趕到濟南，省出許多時間和
金錢上的成本。

山東百年老舖傳承人于仁謙 獨創量身「絕活」

旗袍融西學 絲線連四海
在山東濟南芙蓉街深處，有一家傳承120多年的「玉謙旗袍」店，門面不大卻名揚海外。作為山東省

非物質文化遺產，「玉謙旗袍」的中式服裝製作技藝遠近馳名，店主于仁謙是第五代傳人，獨創量體設

計方式，一次試穿毋須修改的「絕活」備受推崇。如今，他手裡的絲線連着五湖四海，為近萬名世界各

地的友人及華僑做過中式服裝。

■香港文匯報記者殷江宏山東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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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仁謙為近萬名世界各地的友人
做過中式服裝。 受訪者供圖

■■「「玉謙旗袍玉謙旗袍」」有有幾十道製作工序幾十道製作工序，，大大
部分由于仁謙獨自完成部分由于仁謙獨自完成。。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上世紀80年代，「玉謙旗袍」隨着改
革開放的春風在芙蓉街重新開張。于仁
謙在父親的指導下接手了店舖。
有一天，一位台灣的老人來濟南探

親，專程到芙蓉街請于仁謙的父親再為
其做一次旗袍。原來，她在上世紀40年
代出嫁時就在「玉謙旗袍」做嫁衣。
于父搖頭拒絕：「我已經老了，沒辦

法再做了。」對方很遺憾，問掛在店裡
的旗袍是誰做的。于父告訴她是小兒
子。「老于家後繼有人呀！」老人的一

句話一錘定音，把做旗袍的任務交給了
于仁謙。

攻克真絲爛花絨縫製難題
于仁謙回憶，當時大陸的布料和顏色

還比較單一，老人從海外帶回來的幾塊
布料震驚了全店。「顏色鮮艷亮麗，料
子是真絲的，看起來流光溢彩，十分華
麗，我以前從沒見過那麼好看的布料，
壓力很大。」
現在想來，于仁謙仍然記得當時的每一

個細節，包括老人和陪同的侄女穿了什麼
顏色的衣服。當時有一塊布是真絲爛花絨
的，超薄且帶有彈性，加之是雙面色，不
僅剪裁和縫製難度很大，就連熨的溫度高
低也會直接影響顏色效果，直到現在這種
布料仍是業界攻克的難題。
于仁謙為此請教了許多業界人士，亦

查閱了很多資料，在父親的指導下完成
了旗袍的製作。而今，真絲爛花絨製作
已成為于仁謙的一項絕活。
據悉，老人穿上旗袍後非常滿意，多

年夙願因此得以完成。自她返回台灣
後，許多海外華僑便慕名而來。除了旗
袍，還有外國駐華參贊從北京專程趕來
芙蓉街做中式長袍。

代父製作 圓台胞夢

走進「玉謙旗袍」店，只見各種綾
羅綢緞琳琅滿目，尤其是幾款已經做
好的旗袍，靜靜地散發着一種獨特的
東方韻致。在于仁謙看來，衣服是人
的第二層皮膚，與人的修養氣質、神
態動作自成一體，因此在設計服裝時
會綜合考慮對方的性格特徵，甚至包
括學識、職業等多種因素。
量體、剪裁、縫製、車褶子、合肩

線、縫暗扣、開叉止點，「玉謙旗
袍」有幾十道製作工序，大部分由于
仁謙獨自完成。
談及工廠化流水線的加工方式所帶

來的衝擊，于仁謙直言，中式服裝特
別是旗袍必須要定製才更合體，工廠
式生產並不適合。他說：「旗袍是有
靈魂的，穿得不好它會哭的。」

倡產業園納傳統文化項目
已過花甲之年的于仁謙感歎時光易

逝，還有許多事情未能完成。于仁謙
說，中式服裝在海外有很大的吸引
力，希望未來能成立一個中式服裝國
際品牌，使中國的傳統服飾走向世
界。他坦言憑一己之力很難做到，希

望能得到相關部門的鼎力扶持。
「中國的傳統技藝大多在慘淡經營，但這些

手藝人一直在不懈努力。很多時候，其實
我們需要的不是資金，而是一個發展的
空間。」于仁謙說一直想擴大規模，
但因為空間有限，只能把工
作室放在家裡。
他直言，現在政府

規劃很多產業園，歡
迎高科技項目；
若能把更多傳統
文化項目納入其
中，將「善
莫 大
焉」。

台工作人口比率跌至10年新低 京「惠台55條」細則出爐
為台胞送上新春禮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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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商返鄉路 廿年大不同
「永和豆漿」林建雄：昔日花一天 如今個半鐘

在上海多年，林建雄稱自己有「兩個
家」。海峽這邊的大陸，是事業根

基所在，海峽那邊的台灣，則有令他牽掛
的母親和手足。
農曆新春舉家返鄉，一直是林建雄每年
最重要的日程安排。回憶起初到大陸打拚
的那些年，林建雄感嘆「回趟家真不容
易」。

兩岸一日生活圈 更多台胞願登陸

林建雄說：「從上海啟程，需要在香港
或者澳門轉機飛往台北，往往要花上一

天。如果航班延誤，時間會更長。」
事實上，這也是當年眾多在大陸工作生
活的台胞們共同的困擾。好在2003年台灣
航空公司首度執飛台商「春節包機」，2005
年「春節包機」實現雙向對飛、不經停，
2008年12月兩岸終於實現空中雙向直航。
「航程短了，航班也多了。如今去台北

辦事，上午出發，當天可以趕回上海吃晚
餐。」林建雄說，「兩岸一日生活圈」為
台胞台屬提供了便利，也令更多台灣人願
意到大陸來「追夢」。
上世紀90年代，有意到大陸創業的林建

雄首次踏進上海，就被這座充滿活力的城市
吸引，並決定從這裡起步拓展大陸市場。
20多年間，「永和豆漿」成長為大陸頗

具知名度的快餐連鎖和食品品牌。「讓全
世界有華人的地方都能喝到永和豆漿」的
夢想也逐步實現。返鄉之路變了，「回家
過年」的習慣卻始終未改。

在林建雄看來，兩岸美食也是「年味」
的重要來源。「台灣人過年要吃髮菜、年
糕，必不可少的還有一道寓意『年年有
餘』的魚。」
林建雄說，茶餘飯後一家人圍坐暢談新

一年的計劃和目標，這將成為他節後返回
上海「繼續奔跑」的動力。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1

日一大早，永和食品（中國）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長林建雄便帶着家人

踏上新春返鄉路。「從上海浦東機

場到台北松山機場，只需短短一個

半小時航程。早上出發，中午就可

以和老母親及眾多兄弟姐妹們團聚

了。」林建雄的語氣裡，有掩飾不

住的開心和期待。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
灣內務部門昨日公佈，去年底15到64
歲 的 工作年齡人口佔總人口的
72.52%，創近10年新低，加上少子化
趨勢，台灣人口紅利預估在2027年將
消失。
據統計，截至去年底，台灣戶籍登

記人口為2,358萬8,932人，其中工作
年齡人口為1,710萬7,188人；65歲以
上者343萬3,517人，佔14.56%；0到

14歲者有304萬8,227人，佔12.92%。
觀察近10年人口結構趨勢，0到14

歲的幼年人口，由2008年底的16.95%
逐年下降至2018年底的12.92%。
65歲以上老年人口比例逐年上升，

10年間由10.43%升至14.56%。
而工作年齡人口比例則由2008年底

的72.62%升至2012年底的74.22%高峰
後，逐年下降至去年底的72.52%，為
近10年新低。

此外，老化指數自2017年2月起破百
後，去年底攀升至112.64，該指數10
年來增加51.13。

少子化成趨勢
台灣內務部門說明，老化指數是老

年人口與幼年人口的比例，當老年人
口大於幼年人口時，指數會大於100。
全台各縣市中，去年老化指數低於

100的縣市（即老年人口少於幼年人

口）僅有五個縣市，其中新竹市最
低、為69.34；其餘縣市皆超過100，
並以嘉義縣202.38為最高。
此前台灣內務部門公佈的人口數

據，去年新生人口僅18.1萬人，創下8
年來新低，相較於前一年大減1萬多
人。去年結婚對數也僅有13.5萬對，
創下9年來最低。截至2018年底，台
灣20到 40歲人口，高達442萬人未
婚，40歲以上也有100萬人未婚。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
道，1日晚，兩岸間客滾輪
「中遠之星」載着近300位兩
岸旅客從浙江玉環大麥嶼港
駛至台灣基隆港，赴台歡度
春節。該航程的海上直航迎
來了第十個「情牽兩岸」的
春運。
據了解，作為繼福建平潭

後，大陸第二個開通的對台海
上定期客滾航線的口岸，玉環
大麥嶼港成為台灣同胞返鄉過
年的便捷選擇已十年，累計運
送旅客超19萬人次。
1日的船班上，24位在大陸
執業的台籍醫生專程體驗「海
上春運」。在上海工作12年的
台籍醫生張育瑛表示，「中遠
之星」船班多、價格低、服務
貼心。
張育瑛說：「晚上6點從大

麥嶼港發船，第二天早上8點
半就能到基隆港了。」「在春
運往返飛機票達五、六千元的
時候，只花一千多元船費就能
回家了。」
去年春節前夕，因台當局限

縮兩岸飛機航班，眾多台胞難
以趕回台灣過年。「中遠之
星」加開船班，不僅票價打
折，還開通免費接駁，保障了
台胞順利返鄉。
浙台（玉環）經貿合作區管

委會主任許敏表示，「海上春
運」在歡送台灣同胞回家過年
時，也歡迎他們來年帶着親人
朋友，到大陸就業創業。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北京市政府台灣事務
辦公室會同相關委辦局發佈《關於深化京台經濟文化
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簡稱「55條措施）實施細則
10條。此次是繼上月首批發佈23條實施細則後的第二
批落地條款，為台胞送上新春禮包。此次發佈的10條
細則涉及台企和台胞，包括參加北京事業單位招聘、
獲取證券期貨基金行業資格、繳存使用住房公積金、
台企參與北京政府採購、參與北京國企混合所有制改
革、台資農業企業享受農業優惠措施。

■林建雄展示永和豆漿的「全球版
圖」。 網上圖片

■■「「永和豆漿永和豆漿」」董事長林建雄感嘆從大董事長林建雄感嘆從大
陸返台的方便程度今非昔比陸返台的方便程度今非昔比。。圖為台北圖為台北
桃園機場桃園機場11日清晨日清晨，，人潮湧動人潮湧動。。 中央社中央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