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4年2月9日，先一步完成的《张家界》《岳阳楼》运抵
北京。

其中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工人在安装《张家界》背面
的诗词绣《沁园春·长沙》时，不小心留下两个手指印。“其实
指印从正面看并不明显，但本着精益求精的原则，我们重新
绣制了一幅， 利用湖南厅有限的空档时间， 高效完成了替
换。”王坚毅说。

2004年9月20日，《毛主席和五十六个民族》 启运北京
人民大会堂湖南厅。

“由于担心南方的木材到北方之后会发生开裂，我们决
定将绣作带到北京进行装框。”王坚毅再次担起北上安装的
任务。选框、请人、制作、上墙，均需亲力亲为。“最难的就是
上墙，《毛主席和五十六个民族》 这张作品我们请了30个人
一起抬才安装成功。”

2004年国庆节前， 三幅绣作全
部安装完毕。至此，任务圆满
完成。王坚毅介绍，省湘
绣研究所提前两个月
完成了省委、 省政
府下达的任务。

2018年3月
8日下午，十三
届全国人大
一次会议湖
南 代 表 团
第四次全
体会议向
媒 体 开
放。 从走
进人民大
会堂湖南
厅的那一
刻，成新湘
便 给 其 他
代表当起了
讲解员。

“单 面 绣
《张家界》 和双面
绣《岳阳楼》当时分
别创下了湘绣单、 双面
绣尺幅之最，而《毛主席和五
十六个民族》当时创下了中国刺绣
史上最大尺寸纪录。到目前为止，《毛主席和
五十六个民族》仍然是湘绣史上最大尺幅人物绣像。业内人士
认为，这三幅作品都具有极高的收藏价值。”成新湘说。

介绍完毕， 成新湘请身旁的代表为其在三幅作品前分
别留影。

成新湘与三幅作品的合影在其朋友圈一经发布， 省湘
绣研究所的新老绣工们如同14年前接到任务那般沸腾了。
“我不禁感怀， 一名普通绣工通过不懈奋斗成为工艺大师，
还当上全国人大代表，这不仅是对她个人能力的肯定，更是
对湘绣艺术的肯定。”王小辉说。

至此，万里长征才走了十分之一。
对于这群手艺人来说，他们面对的是湘绣

史上最大尺幅人物绣像的挑战———《毛主席和
五十六个民族》(7m*3m)， 是西洋画与国画结
合的挑战———《张家界》(4.9m*2.3m)， 是仅一
棵松树就要用上四五种针法的挑战———《岳阳
楼》(4.25m*2.05m)。

2003年10月，任务进入绣制阶段。这一阶
段首要工作是由创作者将画稿蓝本画上刺绣
底料，业内称“上稿”。

《岳阳楼》的创作者凌文虎说，这幅画作他
足足画了一个月才完成。“挨着地的就跪在地
上画，连着天的就搭凳子画。”

说起上稿的情景，《张家界》的创作者李艳
笑出了声，“我有恐高症，可我每天都要搭三四
条凳子登高作画，站在上面腿抖个不停。时不
时还得一上一下，远看、近看，横看、侧看，反复
比对和修改。”

上稿之后的工艺是上绷，即将底料的上下
两端分别塞进两根绷棍的卡槽内，并随绷棍向
内平卷固定，以使底料总体保持端正。刘爱云
介绍：“经纬均直是上绷的原则， 因尺幅巨大，
《毛主席和五十六个民族》 的绷子上了四次才
成功。”

接下来就是绣制了。
《毛主席和五十六个民族》不仅是湘绣史

上最大尺幅人物绣像，也是省湘绣研究所首次
创作的人物最多的作品。成新湘说，一名成熟
绣工绣一幅人物肖像通常需要一年，而他们要
在10多个月内绣57个人物，“简直是不可能完
成的任务。”

为了如期完成三幅作品绣制，省湘绣研究
所在车间附近为绣工定好宾馆，80多名绣工齐
齐上阵，三班倒不停，人停绷不停，开始了持续
12个月的辛劳。 成新湘说：“每天睁眼就绣，下
工就睡，大家却干劲十足，没人喊累，没人请
假。加上前期创稿的时间，这三幅作品花费了
约14个月时间。”

绣工们绣得昏天黑地，一旁的技艺老师们
也不断指导绣工根据人物装束、表情、姿态的
不同来调整针法、色彩、虚实、阴阳。

以最难绣制的面部为例，油画人物色彩丰
富，不能有反光，否则会导致人物变形，而传统
绣像是通过丝线折射光线使人物生动有神。刘
爱云说，以往绣油画以乱针绣为主，只能远观。
此次，他们则以交叉针为主，施以鬅毛针、混针
等绣制人物脸部肌理，配合绣线粗细来体现质
感。

李露是面部主绣之一，为了将毛主席身边
的解放军的脸绣好， 她花了近三个月时间;罗
利香是人物身体和服饰的主绣之一，她和同伴
一起三班倒，花了两个半月才绣好毛主席身边
红衣大娘的手脚和衣服。

为了将毛主席的面部绣得与原作一致，王
玉辉(已故)更是在刘爱云、饶碧友、宋定国的指
导下，琢磨针法、色彩、明暗关系，“一次不行，
拆了重来，毛主席的面部绣制整整花了半年时
间。”

据统计，绣工们光绣制《毛主席和五十六
个民族》就花了216天。三幅作品用到的针法近
百种，几乎涵盖了湘绣所有的针法，各色丝线
的色阶总和也有400种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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绣一针也是荣耀
———人民大会堂湖南厅三幅湘绣的故事

2002年9月，省湘绣研究所接到一个特殊的任务。时任总
工艺师王小辉回忆说：“当年， 人民大会堂湖南厅即将重新装
修，省委、省政府决定在厅内陈列大气魄、大制作、高水准的湘
绣，同时也是向国庆55周年献礼。为了保证绣品质量，这个任务
交给了我们单位。”

具体的要求紧随其后。“其中一幅最大尺寸的绣作要依据
画家侯一民的油画《毛主席和五十六个民族》进行再创作，其余
两幅绣作由所里自行创稿绣制。”王小辉说。

接到任务时，上至所长，下至普通绣工，均感“压力山大”。
撇开所里当时的生产任务不说，与画家侯一民的对接工作谁去
做，去哪找三米宽的绣制底料，上稿由谁执笔，能够挑起大梁的
退休绣工怎么请回所里，全体绣工的动员工作如何开展，诸多
问题横亘在大家面前。

困难当前， 全所上下却弥漫着兴奋的空气。“绣工们都争着参
加，大伙都说，自己参与的作品能挂进人民大会堂，绣一针也是荣
耀。”成新湘回忆。

很快，一面印有“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出色完成好人民大会堂
湖南厅巨幅湘绣任务，为湖南人民争光”的横幅，悄悄挂进了车间。

“使命神圣光荣，责任重于泰山。”王小辉说，2002年9月至
2003年10月间，定人、定稿、寻找底料等前期工作在长沙、北
京、苏州三地同时推进开来。

听说所里要给人民大会堂湖南厅绣制作品，当时已经退休
的湘绣大师们“不讲一分钱条件”，回到了所里。

“这些‘定海神针’一来，我们就心安了。”王小辉介绍，刘爱
云、饶碧友等湘绣大师负责制作技艺的指导，王玉辉、胡利云等
湘绣名手则负责关键部位的绣制。

与此同时，另一拨人马不停蹄奔赴北京，他们必须尽快与
省驻京办的同志会合，随即前往《毛主席和五十六个民族》原作
者、画家侯一民处，与其商量版权和表现手法等事宜。

省湘绣研究所时任副总工艺师王坚毅回忆，事前听说有人
曾用其他绣种再创侯老画作，但因绣线较粗，成品颗粒较大，看
不出渐变，效果不佳。为了让侯老放心地将作品交给湖南，去侯
老家拜访那天，王坚毅带上了一幅双面绣的《猴子》。果然，湘绣
独特的鬅毛针技艺打动了侯老。

作为《毛主席和五十六个民族》画稿的再创作人，时年63岁
的工艺美术大师宋定国也在拜访侯老的队伍中。“侯老家住北
京西山，我们那天坐了很久的车，宋老师晕
车十分厉害， 可为了亲眼看到原作
以便后续创作，宋老师一直忍着。”
王坚毅说。

《毛主席和五十六个民
族》版权问题落定，长沙方面
工作人员开始物色《岳阳
楼》和《张家界》的画稿。通
过海选， 凌文虎和李艳的
画稿脱颖而出。

一切就绪，只欠底料。
为了找到适合的底料，

王小辉联系上苏州大学一位
专门研究织染的教授。 然而，制
作宽幅三米以上的底料对于这位
教授来说，也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

最后， 在双方的共同探讨下，决
定用两台机器拼机的方式制作宽幅
超三米的底料。起初，因受力不匀，两台
机器衔接处的布料不太平整。大家继续想办法，通过加大顶部两头
的固定力度，使布始终保持水平，经过五六次试验，终于妥了。

湖南日报记者 李国斌

【观点】
健全完善企业征信体系， 提高信息透明

度，优化全社会信用环境，缓解中小微企业融
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背景】
中小微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支

柱作用。2017年9月末， 全国注册登记的个
体工商户5600万户、 企业2907万户， 其中
90%为中小企业和非公企业。 与此同时，中
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十分突出。 研究报告

显示， 我国中小微企业潜在融资需求达4.4
万亿美元， 融资缺口达1.9万亿美元。 据调
查， 湖南省规模以下的小微企业24.2万户，
只有约5%的企业能获得银行贷款。 其关键
原因在于中小微企业可抵押质押资产不
足，在企业征信体系建设不健全的情况下，
中小微企业相关财务信息透明度和可获得
性差，金融机构融资调查难度大、成本高，
极大阻碍了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对中
小微企业的信贷意愿。

【建议】
全国人大代表曹慧泉建议 ， 运用大数

据技术整合分散在各部门 、 各单位的信用
信息资源 ，建设统一平台 ，实现信息互通共
享 。建立健全中小微企业信用评价体系 ，将
企业及法人代表诚实守法守信情况 、 产品
质量 、员工保障 、社会责任和社会形象等内
容纳入企业评级主要指标 。 强化企业守信
失信奖惩机制执行力度 ， 进一步强化对失
信企业及其法人代表采取 “一处失信 、处处
受限 ”措施 ，优化全社会信用环境 。推动金
融机构在此基础上加强对中小微企业的支
持力度 。

（湖南日报北京3月19日电）

湖南日报记者 李国斌

【观点】
在行政管理事项中拓展信用信息应用，

让守信一路畅通，失信寸步难行。
【背景】
国务院2014年6月发布的《社会信用体

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实施时
间已过半。虽然各省（市、自治区）纷纷出台
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 下发了
“关于在行政管理事项中使用信用记录和信
用报告”的文件，但很多地方执行情况不理
想，除了列入“黑名单”联合惩戒的对象外，
对市场主体的信用度没有优劣之分，这实际
上是目前各地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瓶

颈。
【建议】
全国人大代表屈胜建议，在社会信用体

系建设中，政府各部门要在行政管理事项中
强化使用信用信息的意识。除了列入“黑名
单”联合惩戒的对象外，要把企事业单位的
信用体系建设，作为现阶段社会信用体系建
设的工作重点。

要充分调动第三方征信机构在社会信
用体系建设这个系统工程中的积极性。为已
有的征信机构提供条件，提高大数据征信信
息的运用能力，推动征信机构加速建立市场
主体信用记录。在行政管理事项中坚持使用
信用信息和征信建立信用档案。

（湖南日报北京3月19日电）

全国人大代表曹慧泉———

完善征信体系 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

全国人大代表屈胜———

让守信一路畅通 失信寸步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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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突如其来，责任重如泰山1

全国人大代表、湖南
省湘绣研究所新蕾刺绣
部主任成新湘。 童迪 摄

� � � �《张家界》画稿照片。 湖南省湘绣研究所 供图

� � � �退休老绣工与在职绣工一起绣制《张家界》。
湖南省湘绣研究所 供图

完成湘绣史上最大尺幅人物绣像，他们做到了

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王为薇 通讯员 方菁

2018年3月8日，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湘绣研究所(以下简称“省湘绣研究所”)新蕾
刺绣部主任成新湘，在人民大会堂湖南厅见到了自己14年前参与绣制的三幅作品。

成新湘将这次邂逅称为“一场奇遇”，“我没有想到自己能成为全国人大代表，也没
有想到能在人民大会堂湖南厅与这‘三个孩子’再次相遇。”

《毛主席和五十六个民族》《岳阳楼》《张家界》， 这三幅湘绣作品由近百位画师、绣
工历时14个月合力完成。自2004年国庆节起，它们便成了人民大会堂湖南厅的重要装
饰品。直到今年全国两会，三幅作品背后的故事，才因成新湘全国人大代表这一身份
而走到幕前。

“定海神针”归来 “不讲一分钱条件”2
3

提前两个月完成任务4

� � � � 凌文虎（二排右四）、刘爱云（二排右五）与刺绣《岳阳楼》
的部分绣工在作品前合影。一排左二为成新湘。

湖南省湘绣研究所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