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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既要扶智也要扶志

本栏目主持人：刘少华

韩再芬：

嫁给黄梅戏的“徽州女人”
本报记者 杨俊峰

韩再芬韩再芬：：

嫁给黄梅戏的嫁给黄梅戏的““徽州女人徽州女人””
本报记者 杨俊峰

信阳市光山县位于大别山集中连
片特困地区，是中央办公厅定点扶贫
县。17 日上午，习近平来到光山县槐店
乡司马光油茶园考察调研。在油茶园
展厅，习近平仔细了解光山县发展油
茶产业、推动脱贫整体情况。天空飘着
毛毛细雨，油茶园绿意更浓。习近平
同正在劳作的村民和管理人员交流，
实地察看油茶树种植和挂果情况，询
问乡亲们家庭、务工和收入情况。大
家告诉总书记，近年来，通过发展油
茶种植加工产业，贫困户摆脱了贫
困，村民过上了好日子。习近平强
调，利用荒山推广油茶种植，既促进
了群众就近就业，带动了群众脱贫致
富，又改善了生态环境，一举多得。
要把农民组织起来，面向市场，推广

“公司+农户”模式，建立利益联动机
制，让各方共同受益。要坚持走绿色
发展的路子，推广新技术，发展深加
工，把油茶业做优做大，努力实现经
济发展、农民增收、生态良好。

随后，习近平乘车前往光山县西
南部的文殊乡东岳村。该村原有建档
立卡贫困户145户585人，脱贫攻坚战
打响以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2018
年全村实现整体脱贫。习近平来到村
文化接待中心，了解光山县脱贫工作
和中办在光山县扶贫工作情况。这些
年，东岳村大力推进“多彩田园”产

业扶贫，成立了村电商服务中心，把村
里的农副产品销往全国各地。习近平
察看了糍粑、月饼、咸麻鸭蛋、黑猪
腊肉、红薯粉条、甜米酒等“光山十
宝”和光山羽绒服等特色产品，详细
询问产品的市场销路和带动村民脱贫
的作用。他强调，要积极发展农村电
子商务和快递业务，拓宽农产品销售
渠道，增加农民收入。要注意节约环
保，杜绝过度包装，避免浪费和污染
环境。光山花鼓戏列入了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两名花
鼓戏演员给总书记现场表演了一段新

编花鼓戏，赢得热烈掌声。
习近平接见了中办派驻光山县挂

职扶贫的同志，并同当地脱贫致富带
头人亲切交流。习近平表示，光山县
今年退出了贫困县序列，贫困帽子摘
了，攻坚精神不能放松。追求美好生
活，是永恒的主题，是永远的进行
时。脱贫攻坚既要扶智也要扶志，既
要输血更要造血，建立造血机制，增
强致富内生动力，防止返贫。要发扬
自力更生、自强不息的精神，不仅要
脱贫，而且要致富，继续在致富路上
奔跑，走向更加富裕的美好生活。脱

贫攻坚是一项深得人民拥护的民心工
程。党的政策再好，也靠大家去落
实。要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坚强战
斗堡垒，把党中央提出的重大任务转
化为基层的具体工作，抓牢、抓实、
抓出成效。

——摘自《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强调 坚
定信心埋头苦干奋勇争先 谱写新时代中原更
加出彩的绚丽篇章》（人民日报2019年9月
19日1版）

初访季刀

贵州省凯里市季刀寨坐落在巴拉河畔，是一个有着
100 多年历史的古老村寨。车只能开到公路边，下车后
便可眺望到对面依山而建的古寨，错落有致、屋舍俨
然，炊烟袅袅。

季刀寨的生活寂静而清苦，年人均收入在 2000 多
元，而当时全国农村的人均年收入是7000元。在这里我
第一次见到了陈琴，一个20多岁手脚麻利、能说会道的
村赤脚医生。陈琴给我介绍了漾婆婆，那一年，漾已经
70岁了，瘦小驼背，精神却很好，还能挑着担子在青石
板路上慢慢行走。

漾是十里八村唯一一位还会双针绕线绣的人。这种
绣法曾是巴拉河流域最具代表性的刺绣针法，如今几乎
没什么人会了。即便是漾婆婆，也是小时候和母亲学
过，母亲去世后，她整理遗物发现一件绣了一半的盛
装。她很想把母亲的这件作品完成，就在和大家不断的
探讨和琢磨中慢慢找回了记忆，重新“学”会了双针绕
线绣法。经过两三年的时间，漾终于完成了母亲那件盛
装作品。

对漾来说，这只是了结一个个人心愿，她没有意识
到，自己无意中恢复了一种几乎失传的苗绣绣法。此后
几年，她闲时也会绣上些小东西，但只是一种消遣，十
里八村还是只有她一个人能熟练掌握这种绣法。

看到漾拿出来的半新半旧的收藏，我们叹为观止。
我想让漾把她的手艺教给村子里更多的年轻人。她摇着
头说了一长串我不懂的苗语。陈琴给我翻译说，不是她
不愿意教，是没有人想学，这个太老了，没人喜欢，也
用不上，大家都穿机织的衣服，虽然机器没有办法绣出
双针绕线绣，可又快又便宜也好看，姑娘媳妇们都为着
生计奔忙，早就不爱也不会绣花了。

我告诉她，这个手艺特别珍贵，我们要让全村的妇
女来跟她学习，拜她为师。漾婆婆善意地笑着答应了，
我知道她心里是不信的。她恢复双针绕线绣已经快10年
了，除了几个老姐妹闲来无事和她玩耍比划一下，三四
十岁的媳妇们都不会了，更何况年轻姑娘们。

苗族是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民族。他们的历史、传
说千百年来靠古歌和刺绣得以保存。过去，一个寨子里
的绣娘带头人，常常也同时是古歌师，一边歌唱本村本
土的故事，一边将歌中的情景画出来，教给村里的姐妹
们，大家都按照她设计的图案来刺绣，古歌师也常常是
绣娘姊妹中的设计师。苗绣对于苗族的意义，不仅仅是
一种穿在身上的手工艺术，女人们把自己这个支系的历
史传说、故事绣在衣服上，天长日久，形成了支系非常
有辨识度的图腾和符号。

季刀是我苗绣旅程的起点，也是我一段崭新人生的
起点。之后，我一次次回到那里，每一次都是回家的感
觉。有一次，从寨门口往上走，迎着入口的第一幢房子
里，住着一位胖胖的、头发花白的婆婆，她在家中二楼
窗户看到我来，就站在窗口大声地对我唱迎客的古歌，
那一刻的幸福感难以言表。

“爬”进展留

从宁静质朴、极具生活气息的季刀出来，我来到剑
河县的展留苗寨。展留苗寨在一座大山的顶部，周围都
是树龄 100多年、单人无法合抱的参天大树，被称为贵
州的小瑞士。展留的交通极其不便，其中一段山路我是
手脚并用“爬”上去的。

展留作为一个建在原始森林里的村寨，自然风光非
常秀美，而生活条件则格外艰苦。展留的很多房屋都是
陈旧不堪，歪七扭八、摇摇欲坠。随便走到一户人家，
几乎都是家徒四壁。因为交通不便，展留只有农耕、养
猪等最基本的生产方式，还停留在靠天吃饭的赤贫阶
段，比季刀更加困顿。

就是这样贫瘠艰苦的展留，保留下了苗绣中最特别
的一支——锡绣。锡绣的手法繁复而特别，也极具代表
性。绣娘是在深紫色的底布上，有蓝色和紫红色的线，
用数纱绣绣出细小的几何图案，这样的配色已经是极致
低调了，但还只是底布。绣娘们再用金属锡打成糖纸一
样的薄片，用剪刀剪成小颗粒，用镊子捏出齿扣，再用
细线订在底布上，闪闪发亮。

相对于双针绕线绣，锡绣保留得算好，全村百余名
绣娘中，有十几位妇女都还掌握锡绣绣法，其中包括一
位锡绣大师——龙女三九。

第一次见到三九是在她剑河县城的家里，她的丈夫
很早就出来在县城工作。因为三九锡绣手艺精湛，会有
一些苗绣藏家找到她，定制传统的锡绣苗服，价格不
菲，这令三九的收入和寨子里的绣娘有了天壤之别。

我们告诉三九我们的刺绣扶贫计划，她非常高兴。
她说寨子里的姐妹们手艺悬殊很大，即便她手里有订
单，也很难分给大家，如果我们可以用奖励的方式激励
绣娘们练好手艺，未来的机会还是很多的。

一年中我们在展留开展三四次刺绣培训，每次培训
三九都会和我们一起跋山涉水来到寨子里给姐妹们上
课，组织大家进行评比，从一开始展留村就有六七十名

妇女参与。最可喜的是很多20多岁的年轻绣娘也开始学
习锡绣，她们的进步也是最大的。

三九为了更好地带动姐妹们，成立了刺绣小组，小
组由三九和另外 4名积极分子组成。她们自创了一种黄
豆计数法：每次刺绣评花时，把绣娘们的绣片放在寨子
公共坝场上，每个绣片前面都放一只碗，绣娘们给自己
认为最好的绣片前面的碗里投 3 粒黄豆，比较好的投 2
粒黄豆……每次评比，会有 10%一等奖，20%二等奖，
30%的三等奖，其余的是积极参与奖。碗里黄豆最多的
10%会获得最高的奖金，以此类推。

因为有三九的示范作用，展留寨是我们遇到质疑和
犹豫最少的村寨，也是最早自发组织成立自我管理的绣
娘小组。经过一年的培训，展留苗寨是我们第一批三个
村寨中最早拿到订单的——一家世界 500强公司要给公
司年会订制200份礼品。

伴随着这批订单，这家公司还有一个要求，希望每
个参与刺绣的绣娘可以回答一个问题：幸福是什么？那
一次我们看到了很多意想不到却无比真诚的答案。

“幸福是老人和孩子都不生病。”
“幸福是家里的猪长得壮壮的。”
“幸福是妯娌和睦不吵架。”

“幸福是孩子爸爸可以回家过年。”
……
我们请每位绣娘捧着她们的绣片拍了一张照片，下

面配上姓名和基本家庭状况以及她们对幸福的理解。手
工的魅力就在于，每一件作品背后都有一个活生生的人
和热气腾腾的生活，那么真实。

后来，展留接到第一批订单的绣娘主动提出，拿出
她们收入的5%，作为刺绣小组的基金，平时买些针线、
底布，学着女性幸福基金的工作方式，无偿提供给那些
手艺不够精湛的绣娘，让她们在家多练习，也许下一次
订单来了，她们就能接到活路了。这些是令我最感动的
地方，她们在困顿中哪怕只有一丝光，也会想到分给伙
伴们。

携手金钟

我们第一批扶持的三个村寨中，金钟村以破线绣见
长。这是一个就在公路边的寨子，因为交通便利，寨子
里不少人外出打工，赚到钱回家第一件事是吃饱穿暖，
第二件事就是翻新老宅。出门在外有过一些见识的老乡
们自然而然模仿起城里人混凝土建的楼房，灰白色的小
屋混杂在黑褐色的苗寨吊脚中显得格外扎眼。

金钟村的妇女祖祖辈辈擅长破线绣，顾名思义，就
是把一根丝线破成很多股，据说老一辈有16股、32股的本
领，丝线往空中一抛，因为太轻，能飘浮着掉不下来。

现在金钟的绣娘里已经看不到这样的奇观，所谓会
破线绣的绣娘也就是能将丝线破 4 股来刺绣，能破 8 股
丝线的少之又少，传统破线绣老衣的光滑细腻已不复存
在，只有照猫画虎的形似而神散。

就在村子坝场旁边，我们遇到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奶
奶在老织机上，织着一段非常漂亮的织物。原来她和几
个姐妹一直尝试用土纱纺出来的线加上丝线来织围巾，
可以令织物有光泽。可致命的缺点是没办法收紧，戴一
段时间后围巾就秃噜着散开了。临走时老婆婆执意送了
我一条她织的围巾，很抱歉地说：“你戴几个月可能就
坏了，这样的东西我也不敢卖给人，就是自己想想试
试，因为土布围巾实在卖不上价，你不要嫌弃就收下，
戴坏了就丢了吧。”那个围巾漂亮极了，也脆弱极了，
就像金钟村的刺绣手艺，看上去很美，其实经不起推
敲，也没有实际的价值。

和季刀与展留比起来，金钟的平均物质条件稍胜一
筹，但收入悬殊大，一个家里夫妻俩都能外出打工的境
况会好很多，也因此产生了大量的留守儿童。如果只能
去一个，甚至一个也出不去的家庭，就过得非常艰难。
我们思量再三，决定把首批的第三个村寨定在金钟，一
来是为了保护蜕化严重只剩空壳的破线绣法，二来我们
能感受到这个村寨妇女内在的一股力量，只要稍给她们
一些动力，就能焕发出极大的主观能动性，很有可能事
半功倍。

真实的幸福

女性幸福基金在经过三四年的运作之后，越来越成
熟：先是技法培训，恢复一两年后开启商业订单，这形
成一套良性的自循环。最早开展苗绣培训的三四个村寨
已经不能满足于这样的单一模式，我希望找到一条更理
想的方式，让绣娘们彻底离开基金会的扶持，依靠互联
网，不用走出深山也能和外面的世界接轨，在市场上去
试炼。这时候，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DP） 的加入给
予我们很大支持。

现在，苗绣工作开展得最红火的村寨都有自己的带
头人：展留有龙女三九，季刀有陈琴，猫猫河有李敏，
梅香村有顾兰花，他们生活在自己的村寨里，姊妹们有
任何问题都可以互相讨论协商，有困难了，也由她们来
和我们沟通对接。她们是我们乡村工作真正的基石。

曾有人问我，苗绣有一百多种绣法，贵州有这么多
贫困人口，你这样一个寨子、一种绣法的做，什么时候
才能做完呢？

我从来没想过这件事情会“做完”，我只能做好自
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七八年过去了，我们也只做了十几
个村寨，十几种绣法，甚至谈不上聚沙成塔集腋成裘。

在外人眼里，这是各种各样的数据，收入从 3000
元/年提升到7000元/年，从3个寨子变成15个寨子，从
100多人到 1000多人，从 3个绣法成长为 17种绣法……
可在我心里，她们是王瑛，是李敏，是陈琴，是漾婆
婆，是龙女三九。
我做的一切，是为
了真实存在的每一
个人和她们背后的
每一份生活。这一
切让我的幸福感很
真实，也很踏实。

苗寨绣娘让苗绣走出大山
邓 立

苗寨绣娘让苗绣走出大山
邓 立

图片说明：
上图：生活在山顶的展留村绣娘至今仍保留着在山林间刺

绣的习惯。
左中：作者邓立 （右） 和季刀村的黄西九大姐合影，黄西

九继承了漾婆婆的衣钵，是双针绕线绣手艺最好的绣娘之一。
左下：金钟村的代表绣法——破线绣绣出的凤凰。
右图：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女性幸福基金的工作人员在季刀

古寨与苗寨绣娘合影。
资料图片

本栏目主持人：严 冰

双针绕线绣、锡绣、破线绣……在中国
西南部的贵州，坐落着许多古老的苗寨，长
久以来，苗寨绣娘们的传统手工艺很难走出
大山。曾在时尚杂志担任主编的我，做过若
干濒临失传的传统手工艺及手工艺从业者传
人的报道。我想，也许从保护传统手工艺着
手改善绣娘的生活，并利用时尚圈的资源，
让绣娘们拥有可持续发展的机会，一举两得。

经过三四个月的筹备，中国宋庆龄基金
会女性幸福基金于2011年3月成立，我是基
金的发起人，也是践行者。从2011年5月开
始，我们在贵州走访了十几个村寨，寻找第
一批开展工作的项目点。我和苗寨绣娘的故
事就这样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