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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十四村城乡建设一体化建设规划沙盘。 马洪军 摄 在上个世纪80年代，哈尔滨人尽情享受着改革开放带来
的美好生活。周六周日或节假日的街上，可以看到长长的婚
礼的车队。在推杯换盏的宴席之后，人们还要呼呼啦啦地去
看新房。最让新郎官儿和婆家人露脸儿的，就是婚床上必须
摆着一条或两条“卧虎”毛毯！这就是当时青年人结婚的“标
配”。

纯毛提花的“卧虎”毛毯，是当年高档生活用品，是高级
宾馆和车船卧铺所用。改革开放之后，随着人民生活的不断
提高，进入了寻常百姓家。当然，也是新婚嫁妆所必备，而且
成为了时尚和风光。

“卧虎”毛毯是什么时候诞生的呢？1981年。以生产纯
毛提花毯出名的哈尔滨毛织厂，将传统工艺和现代技术相结
合，全部采用新西兰进口的46支优质羊毛为原料，生产出“卧
虎”牌纯毛提花毯，上市后一举走俏。当年生产了35万条，出
口11万条。

在后来的“国优”评比中，全国几十个品牌的毛毯参加角
逐。在全部遮挡厂名的情况下，评委们一眼就能认出“卧
虎”，因为它与众不同——底绒丰满、水纹牢固、光泽鲜亮和
图案典雅，取得了“国优”产品三连冠！

1993年，哈尔滨毛织厂来了两位特殊的客人。他们是哈
尔滨裕庆德毛织厂创建人之一的吕熙斋的儿子和孙子。“裕
庆德”是哈尔滨毛织厂的前身，始建于 1922年。客人们目睹
工厂的沧桑巨变，对“卧虎”毛毯赞不绝口。

20 世纪初，由于中东铁路的修建，使得哈尔滨迅速发
展。已经成为华洋杂处、融合中西、商贾云集和文化繁荣的
国际都市。但是，这里的纺织业并不发达，市场上的毛毯和
毛呢，被日本和波兰所垄断。

1912年，曾在俄国海参崴等地经商的张道友，因特殊原
因，返回中国。基于中国东北出产羊毛的特点，面对洋货充
斥中国市场的现状，他决心筹办一座毛纺织厂。于是，张道
友召集张用廷、吕熙斋等人，集资 65万元，于 1922年 5月，在
滨江县北二十道街筹建哈尔滨裕庆德毛织厂。当时，该地区
为“四家子”，已经于 1916年划属新市街，即现在的松浦大桥
与友谊东路北侧的交叉处，就是2007年拆除时的哈尔滨毛织
厂原址。“裕庆德”厂区面积 2.6万平方米，在当时，哈尔滨只
有几家工厂，“裕庆德”是仅有的一家中国民族工业企业，

裕庆德毛织厂从筹建之时起，首先是瞄准了世界先进技
术，从德国购入毛纺织染生产设备，形成了产业工人队伍。
其次是在厂房的建筑上敢为天下先。纺织业是机械密集生
产，那么多机器同时生产会有共振，所以要求厂房不仅采光
好，而且不怕震，所以一般纺织厂都是锯齿形的平房，可是裕
庆德的主要厂房却全是二楼。据说，当初盖房子时，地上支
起两口大锅，烧上大木头，水开后，小工把两垛砖头放到锅
里，“咕嘟咕嘟”煮到砖头不冒泡了再砌砖。纺纱、织布的几
十台设备全部在二楼。每天 24小时生产，常年累月的震动，
直到工厂拆除历时80多年，厂房完好无损。

1924年正式投产，生产出中国第一条纯毛提花毛毯，为
哈尔滨创下了一个“中国第一”。“裕庆德”毛毯的注册商标是

“太少狮”牌，其创意取材于中国传统纹样“太狮少狮，同滚绣
球”，寓意“子嗣昌盛”，期望平安。“太少狮”上市后，开始销售
到全国各地。

为了提高纯毛提花毯的质量，厂方又以高薪聘请了波兰
技师，引入了先进的生产工艺，使毛毯毯面立绒、光亮，其毛
毯质量明显提高，可以和波兰高级毛毯相媲美。从1926年开
始出口日本和朝鲜，年产量可达 9万条。到 1931年，“裕庆
德”共生产毛毯、毛呢达到44个花色品种。

进入上世纪90年代之后，哈尔滨毛织厂大力实施名牌战
略，使“卧虎”毛毯形成了系列。原料有新西兰羊毛和马海毛
(安哥拉山羊毛)的，规格有窄幅和宽幅的，花色有两色和三色
的，并且成功地实现了防蛀处理。“卧虎”毛毯的原料和质量，
获得了国际羊毛局的认证，产品得以标注“纯新羊毛”“防蛀
处理”的标识。“卧虎”毛毯享誉全球，先后出口到37个国家和
地区。

“卧虎”毛毯不仅有着严格的工艺标准和全面质量管理
体系，更是生产工人的辛勤劳动的成果。在当时，没有私家
车和便利的公交车，上夜班的女工们有的只能是父亲或爱人
骑自行车来送。纺织行业是机械化连续生产，“歇人不歇
马”，到点了必须准时接班。

上世纪90年代末期，哈尔滨毛织厂同样承受了改革大潮
的冲击。尽管哈尔滨毛织厂从城市版图上消失了，但昔日的

“卧虎”毛毯有的人家还用着，那份柔软、温暖依旧。有的老
年人用来“压箱底儿”，保存着的，是那份恋恋不舍的情怀
……

当年裕庆德毛织厂车间，女工正在车间工作。

一台拖拉机背后的
艰辛创业史
□周静

甘南县兴十四展
览馆，坐落于兴十四村
别墅群中间。3600 平
方米的展馆，共10个展
区，有沙盘、有图片、有
实物……走进展览馆，
就仿佛穿越半个世纪
的时光，感受一代又一
代的兴十四人，如何拓
荒 沃 野 ，如 何 快 速 发
展，如何铸造辉煌。

一幅幅图片、一张
张报纸、一个个故事，
记录着兴十四村发展
的点点滴滴。展览馆
的最后一部分，是第一
代拓荒人当时生产生
活实物展区，这里有他
们住过的草棚子，有他
们用过的弯钩梨，拉过
的木推车，其中最引人
注目的，就是该馆的镇
馆之宝——一台现在
还能打着火的拖拉机，
这是1970年，付华廷领
着大伙组装的。

在兴十四村党委书记、富华集团董事
长兼总裁付华廷的办公室里，他给笔者讲
述了这台拖拉机的故事。

“北大荒，真荒凉，又是狍子又是狼，
光长野草不打粮。”付华廷的父辈们 1956
年来到兴十四村的时候，场景就如歌谣中
唱的一样，到处都是荒原。他们成年累月
在地里忙活，靠着弯钩犁、弯钩锄、弯钩镰，
怎么也摆脱不了生产靠贷款、吃粮靠返销、
生活靠救济的窘境，更摘不掉全县最穷村
的帽子。

1970年 7月，付华廷被选为村党支部
副书记。在这样一个“三靠村”当头儿，他
想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怎么能让乡亲们吃
饱肚子。

村里劳力少，土地多，可是“三弯”限
制了人们的发挥，劲儿没少使，就是开不
出多少地。看着附近农场里的拖拉机，一
台顶多少个弯钩犁，他们就羡慕，也想弄
个拖拉机回来。

那时候拖拉机可是稀罕物，是国家控
制商品，不是有钱就能买到的，想买必须
有批件。

付华廷揣着大煎饼，跑到县里，希望
能要个批件。可是跑了几天，到哪儿都吃
闭门羹，没人搭理他。从家走时兜里钱就
不多，折腾几天后所剩无几，在最便宜的
澡堂子住下，就剩下 8毛钱。第二天，他
用 8毛钱买了两个面包和一瓶汽水，两手
空空踏上了返回兴十四的路。

一路上越走越气，越走越快，这几天
受的委屈，化成了他心里一团熊熊大火。
34里路，他就用了 3个小时，走回到兴十
四，他做了个重大决定：“不卖给我整个
的，我就买零件自己装一台!”

说干就干。他和两个村民找到一本
修拖拉机的书，按照目录整理了一份配件
清单，“东挪西凑 8000块钱，村民养羊的
钱、卖猪的钱，反正不管啥钱，都让我给借
出来了。”付华廷说。

背上一袋大煎饼，他就开始四处购买
拖拉机配件。从离家最近的双河农场物
资供应站、甘南县农机公司，到齐齐哈尔
农机公司、黑龙江省农机局，以及内蒙古
海拉尔、阿荣旗等地，足足跑了一个多月，
付华廷连买带赊，连背带扛，弄回来 1130
多个零部件。

“有一次从哈尔滨回来，背了一麻袋
零件，太沉了！下火车的时候一脚踩秃噜
了，袋子掉到了火车下边，我也差点滑进
去，多亏我一把抓住了站台，就那样吊
着。火车没开，我只能卡在那里。好在那
时候我身强力壮，胳膊有劲儿，拽住了，旁
边的人也都拉着我。等火车快开了，我才
爬上来，穿的棉袄棉裤全都被刮坏了。”付
华廷说。“当时连摔带背东西勒的，身上弄
得青一块紫一块的。”

“背回来的还都是小件儿，最沉的是
发动机壳子。”付华廷说，“当时从甘南县
买的。买完了拿不动，就从村里赶了辆马
车去。马车在路上走走停停，我在车上一
直看着。包里带着煎饼和炒的咸菜，背着
军用水壶，饿了渴了，就在车上对付一
口。”

眼瞅着一台拖拉机差不多都凑齐了，
可是油箱买不着。油箱不是易损件，农机
市场都没有卖的。跑了好多地方也买不
到，付华廷愁的吃不好睡不好。有天他听
说双河农场 56团拖拉机多，有个备用的
油箱。付华廷如获至宝，跟团长软磨硬
泡，最后团长特批了卖给他。

零部件准备全了，他们到甘南县里找
了个老司机杨占明，又从村里找两个精明
小伙打下手，加上付华廷，四个人轰轰隆
隆开始装拖拉机。这些零部件是东拼西
凑的，所以不配套“不合牙”是常有的事
儿。比如发动机是 54马力，可买的后桥
是 75 马力的，他们就想办法加工一下。
村里没有车床也没有电焊，他们就拿着零
件去双河农场，去甘南县的大修厂，钻眼
儿、电焊、改装……一次次返工一次次磨
合，元旦前，拖拉机终于试机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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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人奔走相告，咱们兴
十四有自己的拖拉机了！

这个消息，很快也传到了
县里。“县农机科的人听说后，
来了 4 个领导，说你们自己装
拖拉机，这还了得？目无国法，
拖拉机得没收！还要罚我。我
害怕了，我是怕拖拉机被没收，
这可是乡亲们血汗钱一点点凑
起来的。如果真被没收了，我
怎么给父老乡亲交代啊。地没
开成，钱还都霍霍没了。”付华
廷说。“我就领他们到我家，整
点土豆丝、花生米，让我媳妇去
供销社赊了两瓶肉罐头，喝点
酒、吃点饭。我鼻涕一把泪一
把地向他们汇报。他们问我，
为什么装拖拉机？我说为了开
荒。他们又问为什么开荒？我
说为了多打粮食让乡亲们吃饱
肚子。我说我装拖拉机，不是为
了投机倒把出去卖。这几个领
导看我态度诚恳，也的确不是干
坏事儿的人，回去一商量还把我
推成了典型，在全县表扬我们，
并总结经验，说我们兴十四村一
不等、二不靠、三不伸手向上要，
自己动手搞配套。”

拖拉机留下了，兴十四村
接着成立了农机具革新小组，
研究与拖拉机配套的犁铧、播

种机等等。没有钱，就在国营
厂的废铁堆里寻找废弃的农机
具，上废品站去买能用的废铁；
没有电焊机，就用大缸盛上咸
盐水，搞土电焊；没有电钻，就
把机件背到双河农场去钻眼。
大家连拆带修带装，农机具革
新小组不但搞出了五铧犁、七
铧犁、磙子、割晒机这些普通农
机具，还创造了县里都没有的
除草机、深松机等 14 件农机
具。

转年春天，大地慢慢融化，
付华廷开着自己装成的拖拉
机，轰隆隆一开动，大家不由自
主地欢呼起来。

看着油亮亮的新土从犁下
翻卷出来，大家都激动不已。
这台沾满了大家汗水的拖拉
机，仿佛也理解村民们迫切开
荒的心情，成了一台“疯铁牛”，
一天就能开地 200 亩，赶上全
村人一年干的了。

1971 年 兴 十 四 村 开 荒
4000 多亩，当年打了 100 多万
斤粮食，村民们第一次领到了
余钱。1972年，在省农机局、地
区和县里的大力支持下，他们
又买了2台拖拉机，到1979年，
兴十四村基本实现了农业机械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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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兴十四村，投资
4000多万元建成大型农机专业
合作社，拥有各类先进农机500
多台套，作业面积辐射兴十四
村及周边耕地 40多万亩，每年
产粮 6亿斤。土地全部实现连
片种植，规模化经营，全村耕地
由村里 2%的劳动力种植，98%
的劳动力成为二三产业工人。

从利用资源发展畜牧养殖
到白手起家大办农业机械化，
从改土造田兴修水利到植树造
林改善生态环境，从兴办五小
工业增加群众收入到借船出海
华冠科技鸣锣上市……付华廷
也实现了 1972 年他当选党支
部书记时向乡亲们许下的诺
言，“绝不让一个人受穷，绝不
让一户掉队。”

展览馆中央是一块沙盘，
浓缩着兴十四村的历史和未
来。

2002至 2006年间，兴十四
村按照高标准的社会主义新农
村规划建设的四个花园别墅小

区，共计136栋；
建设了 50 万吨玉米精深

加工项目，10万吨无公害水稻
加工厂；

还有生物制药厂、花亭生
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煎饼厂
和粗粮加工厂;

由于沙盘建设较早，村里
的万吨智能库、有机肥厂、空心
砖厂在沙盘没有显现；

现代农业高科技示范园区
模块，核心项目是万米智能温
室，主要用于新产品的试验展
示及推广，旁边就是设施农业
区，现有日光节能温室大棚和
1331栋大棚……

“三年之内我们温室大棚
总数将达到 10000 栋，还将利
用 30 万吨秸秆发电项目的余
热建一个全国一流的三百亩连
栋智能温室，使之成为‘黑龙江
的小海南，兴十四的小三亚’，
使兴十四成为‘冰雪果蔬、采摘
之都’。”展览馆的负责人陈利
艳自豪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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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甘南县兴十四展览馆有一件镇馆之宝——一台现在还能打着火的拖拉机，

这是1970年领头人付华廷带着大伙用1130多个零部件自己组装的——

“卧虎”毛毯
曾经的婚房标配

□秦世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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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史展览馆里的拖拉机。 周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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