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收二手潮鞋，再通过
“独门秘技”翻新后售出，上海
财经大学经济学专业大三学
生朱天一在过去的5个月里，
卖出了519双二手潮鞋，营业
收入113.7万元。

如今，他的团队入驻了上
海财经大学创客空间，接受上
财创业学院的重点“孵化”。

他的鞋店“天天向上”已
经成为圈内小有名气的二手
高品质鞋店。一名30多岁的

“老主顾”在给他的鞋店投资7
万元后嘱咐：“一定要坚持高
品质二手真鞋的定位，做鞋圈
的一股清流。”

年轻人爱“潮鞋”
“鞋圈”是一个属于年轻

人的圈子。朱天一高高壮壮，
穿衣服从来不拉前襟拉链，脚
上总是常备一双潮鞋，走路带
风。

他在大一时获得了学校
公派去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
交流学习的机会。他发现，

“一双落了灰的、打折出售的
紫色科比 11 代实战鞋，只要
30美元。”朱天一学习之余，在
费城的商场闲逛，找到了一双
令他眼前一亮的好鞋。这双
鞋，当时在上海地区售价1000
多元，且买不到。

一年后，当他回到上海，

把这双旧鞋放到二手平台“闲
鱼”上再出售时，竟然也卖出
了 500 元。这个“嗅觉敏锐”
的年轻人发现，二手潮鞋有市
场。

到了大学，朱天一发现，
男生女生都喜欢潮鞋。有一
次，在上海杨浦区五角场的一
个耐克旗舰店里，他亲眼见证
了“一双潮鞋的流转”。

耐克每隔一段时间，会把
限量版的潮鞋放到某个特约
旗舰店内销售。要买到这双
鞋，首先要在耐克官网上“在
线预约”，预约后，官网摇号产
生 100 名可以在线下店内参
与抢鞋的“幸运儿”。这些“幸
运儿”到店后，还要参加新一
轮摇号，产生 10 名可以最终
有幸购买10双限量版潮鞋的
人。

“早上9点开门，基本上8
点已经全部到齐。都是年轻
人，30岁的面孔都算是‘老头’
了。”朱天一那天有幸成为百
分之一的“幸运儿”，见证了耐
克AJ一代和AJ六代两款限量
鞋的拍卖。年轻人们以 1399
元的正价买到鞋后，出门就有
黄牛加价 500 元至 800 元收
鞋，几天后，这两款鞋就有人
挂在网上，卖 2500 元到 3000
元。

鱼龙混杂的市场
近年来，“鞋圈”还出现了

一些所谓“保证正品”的App，
宣称对其所售限量版鞋款全
都做过鉴定后保真出售。但
这些 App 陆续被曝出“洗货”
嫌疑，不少网友在购买鉴定为
正品的鞋后，出现了线下鉴定
为假货的情况。

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开始
找朱天一买二手鞋。最开始
的时候，朱天一只是一个“二
道贩子”，他把别人的鞋倒卖
给下家，从中赚取差价。但做
着做着，他发现自己总是“赔
本”，“经常有客户收到的鞋和
图片不符，东西又脏又臭，根
本没法穿。”这种时候，朱天一
就会自己掏钱赔给客户。几
次下来，就亏本了。

“收鞋”本身就是一门学
问。收哪一款鞋，怎么看鞋的
真假，收多大码数的鞋，收什
么成色的、什么配色的鞋，都
有讲究。

以一双耐克MAX97上海
限定款鞋来说，它的鞋面颜色
是非常浅的湖水蓝色，且鞋面
上有十几层天蓝色的鞋布包
裹，就像一个千层蛋糕一样，
每一层布只要有一点点脏，就
使得整双鞋子看上去很脏。
它的鞋底是透明气垫，透明塑

胶本身就很容易自然变黄、老
化。这双鞋当时的发售价是
1299元，现在新鞋市场价3929
元，而二手鞋经过处理后的价
格，朱天一报价约2800元。

翻新二手鞋的“技术壁
垒”在哪里

很多人不敢相信，如果说
二手包包还有人愿意埋单的
话，二手鞋怎么会有人愿意为
此付费？一方面鞋子是一件
消耗品，每天穿在脚上、踩在
地上，鞋底、鞋面每天都会有
磨损；另一方面，“潮鞋”大多
是运动鞋，很多人穿着这些鞋
打篮球、跑步，磨损严重，且容
易出脚汗，鞋子内部很容易产
生臭味。

“不要说处理过的，就算
是没有处理过的旧鞋裸卖，现
在都有人要。”朱天一告诉记
者，处理旧鞋与处理旧包不
同，前者比后者更难，壁垒更
高一些。比如，旧鞋涉及除
臭、水晶底去氧化、补漆、前脚
掌去皱褶、鞋底胶固定等，每
一个单项，都要一些“独门秘
技”才行。

仅以鞋内除臭为例，就能
难倒一大波人。朱天一试过
奶奶教的茶叶包除臭法、头疼
粉除臭法、热水大洗除臭法等
多种方法，试坏了十几双鞋，

都没能找到合适的除臭办法。
“茶叶包成本太高，一包茶叶放
进去再拿出来，基本全都黑了，
没法二次使用；头疼粉除完臭，
鞋子里一股药味儿；热水大洗
后，味道是没有了，但鞋底也开
胶了。”朱天一后来通过上财创
业园找到了除臭方面的专家，
开发出一种试剂专门除臭，使
用这种试剂在配合酒精擦拭、
消毒、紫外灯照射等，基本能祛
除旧鞋内的臭味。

此外，鞋面补漆后掉漆，
也是二手鞋处理的一大难
点。二手潮鞋的一个重要特
点是“配色惊艳”。

“但是如何固色，外面如
何镀一层保护膜，就很有难
度。”朱天一说，不同材质的鞋
面，其固色保护膜也都不同，
这也成为“二手翻新”市场的
一个重要门槛。

朱天一称，下一步，他还
会在上海财大创业学院老师
的指导下，尝试与人合伙开设
线下实体店，并拓宽二手市场
的思路，“除了二手鞋，还想试
试能不能开拓一下二手潮牌
服装的市场。”

朱天一朱天一：：二手潮鞋创业有秘笈二手潮鞋创业有秘笈
□ 王烨捷

本版责任编辑本版责任编辑 胡利娟胡利娟
LjhuLjhu20002000@sina.com@sina.com

双创时代·32020年1月16日 星期四大学生科技报

在瓷都江西景德镇，陶瓷行业因为生产链长、资金要求高，以往许多有
梦想有能力的年轻陶瓷设计师很难独立完成产品设计、生产、销售。而传统
型企业则受困于设计缺乏新意无法对接年轻消费者。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景德镇探索本地大型国企与年轻陶瓷艺术家签约
合作等方式，年轻陶瓷艺术家提供产品设计思路，公司提供贷款和现代化生
产线，产品同时打上设计师和企业的两个商标。设计师的品牌得到孵化的
同时，企业也获得更多盈利。

目前已有超过200家陶瓷创客品牌正在通过这种方式与企业实现互惠
互利。

新华社记者 周 密 摄

每天上午9点，王子豪都会探访养
牛场，手持平板电脑，认真地记录信
息，“我在记每头牛每餐的食量。”他指
着一头牛耳朵上的“耳标”说，“这里面
的信息量很丰富。”

王子豪是湖南省衡阳市浩德盛农
业开发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拥有美国
名牌大学双学士学位及美国注册会计
师证，原本可在国外或一线城市找一
份高薪工作，他却毅然回到衡阳，成为

“牛仔”，实践着科技养牛和生态养牛
的梦想。

王子豪的养牛场“中西结合”，饲
养了进口的西门塔尔牛、夏洛莱牛、安
格斯牛及湖南名牛“湘中黑牛”，一共
300多头。他指的牛“耳标”，在每头牛
耳朵上都有，“这相当于牛的‘身份
证’，记录了每头牛的性别、年龄、属于
哪一代、食量等数据。”

在他的计划里，这些数据将为后
一阶段的自动化饲养打下了坚实基
础。下一步，他将在每头牛的“耳标”
上生成专属二维码，当养牛场内的机
械投料器扫描二维码后，将按食量为
每头牛精准投料，从而实现精细化饲
养。更重要的是，牛出栏进入市场后，
即使变成肉块，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
查询到原牛信息，为牛肉的质量安全
提供可追溯的保障。

王子豪的人生原本跟养殖业没有
任何联系。

与很多人一样，他最初的人生轨
迹也是“读书——考大学——找工
作”。不同的是，他的学历和经历更为

“耀眼”。
他回国与父亲王浩宇的经历有

关。2014 年，原本从事服装和贸易生
意的王浩宇转型创办了衡阳市浩德盛
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以生态特色养殖
为主业。奋斗5年，公司遇到了发展瓶
颈。

彼时，王子豪在美国顺风顺水，美
国四大会计师事务所都向他伸出了

“橄榄枝”。但父亲公司遇到的困境让
他颇为担忧，“毕竟父母年纪大了，养
殖业投入大见效慢，又很辛苦，我在美
国不放心。”

王子豪纠结不已，思虑再三，选择
了回国重振家业，发挥自己会计及营
运管理的专业特长，努力把粗放的“家

庭作坊式”养殖场变成精细管理的现
代化养殖场。

父母没有想到的是，王子豪动静
很大，玩的都是硬科技。

在“浩德盛”饲养幼牛的牛棚里，
有一层黑黑的、厚厚的“土”。这不是
一般的“土”，而是生物垫“床”，是王子
豪科技养牛、生态养牛的另一个尝试。

众所周知，牛的大小便都直接拉
在牛棚里。如果人工铲运牛粪，再到
发酵池中发酵处理，人力成本较高；如
果不处理，容易产生病菌危害牛的健
康，还会污染周边环境。怎样既节省
人力，又变牛粪为有机肥料呢？生物
垫“床”能解决这个难题。

生物垫“床”底层由蘑菇渣和一种
特殊的发酵菌种构成。牛大便后，牛
粪落在垫“床”上，牛不断走动踩踏，无
需人力就把牛粪与蘑菇渣及发酵菌均
匀混合。在发酵菌的作用下，牛粪分
解成高养分的有机肥，再送到地里成
为“桂牧1号”牧草的肥料。用有机肥
种出来的牧草，又成为牛的主草料。
这样，就形成了低污染甚至是零排放
的“绿色循环”。

王子豪称，生物垫“床”技术是他
在美国考察大型养殖场学到的一项新
技术，目前在幼牛棚中试验，一旦技术
成熟，将在养牛场全面铺开。

企业是带动乡村脱贫的有力载
体，“浩德盛”也不例外。

东阳渡镇光辉村小岭组64岁的村
民朱启辉是“浩德盛”的员工。多年
前，一场车祸导致他右脚残疾，丧失了
外出打工能力，家里也陷入贫困。“浩
德盛”开办后，他成了养牛场的饲养员
之一，在家门口实现再就业。“每天给
牛喂草料，活儿不重，每月能赚 2400
元。”朱启辉笑着说。

与朱启辉一样是“浩德盛”资深员
工的还有另外4位贫困村民，他们或种
植收割牧草，或打扫卫生，每月工资也
是2400元。此外，还有52位贫困村民
属临时用工，按工时计算工资。

现在，王子豪每天与牛相伴，用
专业知识降低养牛成本，提升养牛效
益，实践着科技养牛和生态养牛的梦
想。他深信，随着公司进一步转型升
级，将带动周边更多贫困户实现脱
贫。

“名校海归”高科技养牛有新招
□ 王 靖 洪克非

景德镇：多形式支持年轻“瓷创客”圆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