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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呼和浩特 5 月 27 日电(记者于长洪、朱文哲、王靖)喜鹊图案的手
提包，牡丹花样式的抱枕，昂首奋蹄的蒙古马壁挂，几何花纹的蒙古袍……
这些出自内蒙古兴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简称科右中旗)的极富现代感的刺
绣产品，登台巴黎，亮相深圳，打入国内外市场。

近年，科右中旗将传统的蒙古族王府刺绣，打造为重要产业扶贫项
目，有效带动贫困农牧民增加收入，“绣”出了乡村振兴美好前景。

“蝴蝶”：“飞”临万千绣娘“窗口”

三股线落一根针，在绸布上恣意翻飞，一会儿，一只栩栩如生的蝴蝶“落”
于绸布。这是金星嘎查脱贫户赵桂霞在做王府刺绣。

王府刺绣起源于清代，是旗内图什业图王府世袭传承的一种蒙古族
传统手工艺，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为了传承好这门手艺，同时让贫困户通过产业技能摆脱贫困，2016
年以来，旗里从精准扶贫出发，通过“集中培训、上门辅导、手把手教授”，
在全旗推广刺绣。

“没老师我来讲，没场地就去借，困难遇到一个就解决一个。”旗人大
常委会主任、王府刺绣产业推进组组长白晶莹说。之后，旗里免费为贫困
户发放刺绣工具和原料，定期举办刺绣培训班，还建起了王府刺绣文化博
物馆。

记者在赵桂霞家，看到绣花架子整齐地摆在客厅里。刺绣给他们家
带来了很大变化。过去靠低保生活的她，2018 年通过刺绣赚了 9000 多
元。她高兴地说：“我现在是一级工，接下来还得苦练，争取当上刺绣老
师。”

白晶莹介绍，旗里和赵桂霞一样通过刺绣成功脱贫的“绣娘”有很多。
刺绣产业目前覆盖 173 个行政村，参与人数达 21000 人，其中贫困人口
2895 人。2018 年参与刺绣的贫困人口年均增收 2000 元。

探索：针线“引擎”拉动脱贫

为扩大销售市场，巩固扶贫成果，确保持久稳定增收，旗里成立了由
52 名有想法、有闯劲的青年人组建的大学生创业就业扶贫服务协会，专
职开拓刺绣市场。

安常福是协会副主席、营销部经理。2017 年以来，他和同事们相
继打开了北京、陕西、深圳、长沙、长春等地的市场。“我们对接一些大
学生团队，用优惠的价格为他们提供刺绣产品。这样既能提升知名
度，还能逐步实现规模化发展。”2018 年，王府刺绣销售额达 825 万
元。

让王府刺绣成为与湘绣、苏绣看齐的工艺品，是安常福和同事们的奋
斗目标。“我们在湖南长沙杨开慧纪念馆设置了王府刺绣展台，同湘绣一

同展示，让王府刺绣更好走出去。”安常福说，王府刺绣还登上国内外各种
展台，其中，在深圳一次就签了两年共计 2200万元的订单。
通过“协会下订单、免费供原料、绣工接订单、计件算收入”模式，旗里

探索出一条精准扶贫的产业化发展路子。下一步，他们将出台更多鼓励政
策，加强产品研发，使刺绣产业成为农牧民致富新引擎。

美育：绣出美丽织就向往

如今的王府刺绣，不单是甩掉穷帽子的依托，更是提升农牧民精神风
貌、培育文明乡风的抓手。

在高林套海嘎查，赵霞专心地绣着鸳鸯。她以前是有名的“麻将头子”，
2017 年接触刺绣后，她甩掉麻将，成长为刺绣一级工，2018 年收入 3万元。
她现在收了 40 多名徒弟，以往的“麻友”变成了“绣友”，“大家比拼才艺，靠
能力增收，这可比打麻将强。”赵霞说。

在翁根海拉苏嘎查，农民马八十五平躺在炕上仰头，熟练地绣着一枝
紫色的牵牛花。多年前，一场车祸造成他下身瘫痪，他几度轻生。接触刺绣
后，他着了迷，2018 年，他卖出了 1600 多元的绣品。他兴奋地给扶贫干部
打电话：“我终于能为家里做事了！”

从学习美、传承美，到创造美——— 在大兴安岭南麓的科右中旗，一根
绣花针，绣出农牧民脱贫奔小康的新天地。

针线“引擎”拉动脱贫，“绣”出一片新天地
内蒙古科右中旗王府刺绣带动农牧民脱贫

本报记者张典标

当初，“90 后”姑娘马箫箫兴冲冲返乡创业开了家绣坊，但全县跑下
来，只招来了一个女工。

是妇女都出去了？还是工资低？抑或是干不了这活？
都不是。
马箫箫家在甘肃东乡族自治县。“陇中苦瘠甲天下，东乡苦瘠甲陇

中”，东乡县深陷在黄土高原的褶皱里，是甘肃省贫困发生率最高的
县。在这里，刺绣是每家姑娘打小家里就教的，不会刺绣的姑娘找婆家
都难。这里的生活方式也还很传统，男的出去务工，几乎所有女的都在
家种地、照顾老小，马箫箫给开的工资也不低，一个月预计能有 1500
元。

招工三道坎

“我一天啥都不干，也只能绣一个荷包，那能有多少钱。”马箫箫发现
自己招工的第一道坎是妇女们压根儿没觉得刺绣是吃饭的本事，也不相
信她能开出工资来。

马箫箫索性带着针线和布串门，让妇女们试着绣，绣好了她花钱来
收。

“瞎折腾，趁着亏得少，赶快停了！”公公婆婆不同意，却也劝不住她。
她当时其实还没有一笔订单，这不是往里砸钱吗？

原来，一次去邻居家串门的时候，马箫箫发现家里的妇女竟然还是躲
在厨房后面，不能出来见客人，只是偷偷看、偷偷听。马箫箫很震惊，大学
毕业的她见过世面，下决心要通过刺绣做一些改变。

到了真正收绣品的时候，马箫箫不敢相信，原本预计一两天就能做好
的小物件，很多人竟然半个月都没完成一半。

“我得喂羊、下地，还得伺候公婆，送孩子上学。忙完这些，每天晚上最
多只能抽出一个小时干这个了。”绣娘也为难。这是马箫箫招工遇到的第
二道坎。

她一狠心，不计件了，都到自己的绣坊里打卡上班，工资按月结，每月
2000 元。这个工资不比他们在外打工的男人少。那时候她还是没有一笔
订单。

紧接着她就遭遇了第三道坎。
“她出门了，家里的活谁干，小孩你给照顾？”有老人打死不让儿媳妇

上绣坊去。
“我还不需要女的帮忙挣钱！”一些当家人也不同意自己媳妇跨出家

门。还有些人将信将疑，在观望。

骑着摩托送媳妇来上班

马箫箫只能带着仅有的几个女工起家。她没想到的是，绣娘们能拿
针，却不会拿笔，马箫箫得一件件先给她们在布上画好图样。

为了提前给女工们画好图样，马箫箫和老公刘子峰经常熬夜到凌

晨三四点。公婆看了都心疼，变了说法，“既然都做了，那就坚持做好
吧。”

发第一笔工资的时候，绣娘们团团围住马箫箫，争着说自己这个月来
了几天，做了多少。绣娘一脸的骄傲和满足，都印在了马箫箫心里。

其实这笔工资是马箫箫自己贴钱发的。那时候，除了偶尔在集市上卖
出几个荷包之外，她也没有其他销售途径。

那会是她最着急的时候。
有一次她带着绣娘和绣品，去当地的杏花节上摆摊，绣娘兴高采烈地

去，连着三天一件东西没卖出去，绣娘也蔫了。
“为啥我们做的卖不出去，是不是做得不好？”有绣娘问。
“你们会的手艺是别人不会的，只是还没有遇到真正欣赏咱们作品的

人而已。”马箫箫只能这么安慰。返乡创业还不到半年，她已经搭进了 9万
元。

一筹莫展之际，正在东乡调研的碧桂园扶贫工作队给她送来了一纸
订单，解了她燃眉之急。不久之后，东乡县电商产业园邀请马箫箫的绣坊
入驻，一些展销会也给她留了位置。

见到马箫箫真的卖出了东西、发出了工资，越来越多的妇女来绣坊报
名。有的女工索性带着还需要照顾的孩子来，那些原来反对媳妇出门的当
家人竟也骑着摩托车送媳妇来上班。

“有了这份收入，妇女们出门也不用和以前一样向公婆报告，脸上涂
个粉也不需要向当家人要钱了。”马箫箫说，“现在绣娘们自信多了，原来
那些一见生人就低头，话也不说的绣娘，竟然也能在记者面前从容地自我
介绍，抢着说一些话。”

马箫箫觉得自己再辛苦也值了。

马箫箫招工

▲马箫箫绣坊里的女工正在工作。 本报记者张典标摄

新华社太原 5 月 27 日电(记者王文化、王劲玉)守窑、废窑、复
窑……窑的变化记录着峰岭底村奔向好日子的进程。

“穷瓷窑，饿瓦窑，实在不行下煤窑。”山西省娄烦县峰岭底村人昔
日离不开窑，窑洞吃住，瓷窑谋生。革命先驱高君宇就是从村里窑洞走
出的。100 多年前，靠着家里烧制瓷器积攒下来的财富，他支持革命事
业的故事仍让村里人津津乐道。后来，这个吕梁山村的村民不再守着窑
过日子了。

先是离开窑洞。“窑洞冬暖夏凉，但常有田鼠打洞，下雨就漏水，采
光也不好。”72 岁的王常明说。20世纪 80 年代起，活泛起来的村民开
始搬出窑洞。年过七旬的村民王铁栓仍记得，那时盖间房，光用料就需
近两千块，为省钱，他和老伴自己盖，3间房竟然盖了 6 年。

在王铁栓家院里现在还能看到山坡上破败的旧窑洞，二百来米的
距离见证着他盖房的痛苦与离开窑洞的快乐，他说：“搬下来吃水、用电
方便，给儿子说媳妇的人家也愿意来了。”

接着是舍弃煤窑、瓷窑、瓦窑。村支书王旭珍说：“村里原有 4 个煤
窑、4 个瓷窑、两个瓦窑，一半村民在窑口干活。”然而煤窑开采破坏地
下水系，瓷窑、瓦窑在烧制过程中会产生大量污染物。地处汾河上游的
峰岭底村，为保护水源，十多年前窑口陆续关停。村里不再像过去那么
热闹，但没了污染，村边的汾河水越来越清，村里的咳嗽声也逐渐消减。
日前，村头正在建设汾河湿地公园。

高爱青曾是瓷窑技术工，后到太原等地打工。但近三年他没出去，
因各项扶贫措施到位，他在村里工作就有不错的收益，虽然没再在窑口
干活，高爱青也成功脱贫了。王旭珍说，在政府部门帮助下，村里发展中
药材和马铃薯种植，推广光伏项目，2018 年底，整村都脱了贫。

峰岭底村被列为山西省旅游扶贫示范村后，窑洞和瓷窑成了重点
打造的旅游产品，如今村里正着手恢复瓷窑和窑洞。高爱青正忙着把瓷
窑工艺在高君宇纪念馆复原展示，他说：“高君宇家当年经营瓷窑，作为
高君宇的本家，我们有着把传统技术传承下去的责任。”他准备复建个
瓷窑，帮助游客现场制作产品，“瓷窑污染主要在烧制环节，我们展示技
艺可做半成品，不大量烧制。”王旭珍也告诉记者，作为红色旅游的体验
项目，村里正准备把山坡上的废弃窑洞改造成农家旅舍。

峰岭底村的“窑变”

我是彝族娃，学前就会普通话！
零距离感受大凉山“学前学会普通话”行动

小宗林果梨城“突围”

新华社成都电(记者吴光于)“阿姨好！叔叔好！”5 月的清晨，走进大
凉山腹地的昭觉县洒拉地坡乡姐把哪打村的幼教点，拖着长长尾音、奶声
奶气的童音顿时驱散了高山上的寒意。

“阿姨你从哪里来呀？你衣服上画的是苹果吗？”5 岁的吉能小飞圆圆
的小脸红扑扑的，拉着记者不停地问这问那。仔细一听，小朋友的普通话
还挺标准！

记者还记得 2016 年年底第一次来这个村子时的情形——— 几个小脸
脏脏的孩子背着更小的弟弟妹妹站在村口，怯生生地看着陌生人，对记者
的搭话毫无反应，不一会儿就害羞地跑开了。

现在，在易地扶贫搬迁聚集点旁的幼教点里，孩子们穿戴得整整齐
齐，在老师的带领下用普通话朗读《悯农》。

在大凉山，千百年来，彝族群众习惯用彝语交流。由于交通闭塞、经济
落后，与外界沟通甚少，很多彝族群众一辈子没有走出过大山，也听不懂
汉语。随着义务教育的普及，大凉山儿童不会汉语的问题日益凸显，上学
后听不懂、跟不上，暴露出学前教育的短板。

为斩断贫困代际传递，凉山州于 2015 年 10 月启动了“一村一幼”计
划，在尚未覆盖学前教育资源的行政村和人口较多、居住集中的自然村设
立村级幼儿教学点，截至目前全州已开办幼教点 3117 个，招收幼儿
12 . 61万人。

依托“一村一幼”，2018 年 5 月 27 日，国务院扶贫办、教育部、四川省
政府在昭觉县四开乡启动了“学前学会普通话”行动。

“这一行动是国家聚焦深度贫困地区，帮助凉山州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的又一重要措施，旨在帮助儿童在学前学会普通话，听懂、敢说、能说普通
话，并形成普通话思维习惯，帮助他们顺利完成义务教育，为上高中、大学

打下基础。”凉山州委副书记、州长苏嘎尔布表示。
21 岁的昭觉彝族姑娘罗英毕业于川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是姐把哪打村幼教点的两名辅导员之一。“小学二年级之前，上课完全
听不懂老师讲的话。”说起在老家四开乡上学的经历，她不好意思地笑
了。

2017 年，当得知老家的村村寨寨都建起了“一村一幼”，正招聘辅导
员时，她立刻选择了回乡。“一天天看着这些孩子从淘气变得乖巧，好习惯
慢慢养成，普通话越来越流利，我就知道我的选择是对的。”

下课后，吉能小飞拉着记者的手去了他家，活泼的小男孩喜欢恐龙，
说起霸王龙来头头是道。他的母亲以孜莫是彝族家庭妇女，过去和丈夫一
起在甘肃打工，由于语言不通，只能在工地上给工友们做饭。自从把孩子
送到幼教点，小飞每天“热炒热卖”，把学来的普通话教给妈妈。

“学前学会普通话，影响的不仅仅是孩子，还有孩子背后的一个个家
庭。”罗英说。

这样的故事，在记者走访的大凉山十几个深山里的幼教点处处皆是。
所到之处，无论是幼教点辅导员、村组干部，还是学生家长，都告诉记者，
自从有了“一村一幼”和“学前学会普通话行动”，孩子们变得更加开朗活
泼，甚至成了家里的“外联部长”。

作为一项扶贫领域的创新工作，“学前学会普通话”行动第一阶段已
在凉山州 11 个深度贫困县的农村，以及安宁河谷县市民族乡镇的“一村
一幼”幼教点实施，覆盖幼儿 11 . 28万人。

苏嘎尔布表示，在民族地区帮助学生学好普通话的同时，还将充分考
虑民族语言文化背景，结合实际开展双语教育，通过开设民族语言课程和
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课程，传承和发扬本民族的优秀文化。

新华社乌鲁木齐 5 月 27 日电(记者李志浩、关俏俏)天山南麓的库
尔勒市是一座梨城，55万亩香梨享誉全国。四个汉子告别本职工作，在
这里“剑走偏锋”种起了桃子和樱桃，一种就是 3600 亩，果品高价热销
一二线城市。

2009 年，从事了 9 年水果收购大宗贸易的郭连学、郭连彬兄弟俩，
决心进军产业链最上游，自己种果子。

当时，历经十多年产业结构调整，南疆各地已形成“一县一品、一乡
一品”的区域林果产业特色。在库尔勒所属的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大
宗果树蔚然成林。库尔勒香梨、若羌红枣、轮台小白杏以及焉耆葡萄，以
共计 100 余万亩的面积“统治”了林田。

现成的果苗和种植技术就在面前，兄弟两人却绕路而行。“光热资
源充足，土地广阔，南疆这么好的条件，要种就种最好的。”眼见南疆各
地大宗林果步入白热化竞争阶段，熟悉内地中高端消费市场的兄弟俩
决心另辟蹊径，从小宗林果入手，盯住高端消费群，最终选定了桃子和
樱桃。

2009 年，兄弟俩在大连开始育苗，从零开始学艺。2012 年，他们根
据南疆的土壤、气候条件量身定制的新品种问世。2013 年，兄弟俩带着
果苗回到新疆，在库尔勒包下 800 亩地，开始试种樱桃、桃子。

闯出新路注定要历经坎坷。尽管已做足准备，但土壤与气候还是成
了小宗林果“突围”梨城的巨大障碍。雄踞塔里木盆地的塔克拉玛干沙
漠深刻定义了南疆的气候与土壤：干旱，蒸发量数倍于降水量，盐碱不
断从地下往地表泛。桃子和樱桃生长艰难。2014 年，三成的桃树、七成
的樱桃树死了。

中和土壤酸碱度是关键。因为偏离了主业，兄弟俩入不敷出，却拒
绝了当地通行的推土加漫灌的治碱办法，而是高价用生物菌肥、农家
肥。土壤碱性在降，有机质在增。

在关键的 2016 年，苦苦坚持的两人迎来转机。两位前石油人卢廷
雷、张轶喆加盟了，兄弟俩多了两个帮手和合伙人，种植规模当年即扩
大到 3600 亩，累计投入达 4500万元。

2018 年，笨方法结出的果子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个大肉黄，口感
极佳。“味道就像小时候吃的一样”，一位内地顾客的评价让他们难忘。
当年，70 余吨桃子以每公斤 50 元的收购价空运销往东部中高端市场。
而他们在田间种植的 11 个品种，则确保从 4 月到 11 月每月都有桃子
上市，销售周期被大幅拉长。

目前，多家知名企业已与四人签约合作。卢廷雷介绍，不出意外，他
们的投入到明年将全部收回，而利润更高的樱桃届时也将上市。

他们的林果标准化种植模式，引起当地政府注意。今年，近邻的博湖
县将 1600 亩果园流转给他们，鼓励他们带着当地贫困户一起脱贫致富。

当前，为帮助农民脱贫增收，作为“瓜果之乡”的新疆正大力推进特
色林果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而加快推进产品标准化建设，提高果品质
量，即为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四人的林果“突围”无疑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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