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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黄婷婷

粟田梅的头衔不少。
通道侗族自治县牙屯堡镇文坡

村党支部书记、十九大代表、全国三
八红旗手、湖南省劳动模范……

但粟田梅告诉记者，她本人最得
意的称号，还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侗锦织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5月24日， 粟田梅一大早便骑着
摩托车赶往文坡村中国侗锦传承基
地，指导年轻织娘织侗锦，这是粟田
梅每日雷打不动的行程。

粟田梅笑着说：“我这一辈子，尽
围着侗锦打转了。”

孤守织机
———“如果老祖宗的手艺在

我们手上失传，该有多可惜”
不管村里事务多忙， 粟田梅都

会抽时间坐在织机前，磨纱、走线、
串图……这一织，就是40多年。

粟田梅打趣说自己现在年纪大
了眼睛不好使，但记者在中国侗锦传
承基地工作室，看到她即将完成的侗
锦作品，针线细密紧凑，色彩错落有
致，使用的是侗锦纺织中最为繁琐的

“八十八纱”技法，一幅半米宽的龙凤
呈祥纹已跃然“锦”上。

要将彩色的纱线，从右至左织入
1000多根纵向的纱线中， 仅数一次
纱，就得花费半个多小时，数错一根
便要重来。熟练的织娘一天也只能织
上一寸。

飞禽走兽、花鸟虫鱼、瓜果藤蔓
等动植物以及充满侗族风情的人物、
神祗类纹样，就这样在尺寸间，日复
一日地浮现出来。

“老祖宗太聪明了，山上看到什
么， 记在脑子里， 回来就能织到布
上。”12岁的小粟田梅被这种以几何
构图为主的艺术深深迷住了，开始跟
随母亲学习织锦。

从此， 粟田梅一发不可收拾。母
亲不会的，就四处打听，问遍村里的
织锦高手。这项流传了2000多年的古
老技法，细枝末节都印刻在了粟田梅
的脑子里。

从简单的波浪纹到复杂的蜘蛛
纹， 从织小面巾到完成一大块襁褓
……粟田梅就这样织啊，织啊，直到
身边一同织锦长大的小伙伴陆续外
出打工，年轻的粟田梅依然不愿意离
开。

她说：“如果老祖宗的手艺在我
们手上失传，该有多可惜！”

上世纪80年代初，粟田梅进入通
道织布厂，凭借精湛的技艺成为车间
主任。可没多久，通道织布厂在市场

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倒闭了。粟田梅不
死心，带着织机，在牙屯堡镇上开了
家侗锦小店，成为当地仅有的以织侗
锦为生的人。

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她不明
白，为什么如此精美的手艺，大家都
不愿意传承？

如何让大家重新喜欢上侗锦？粟
田梅苦思冥想。

走出大山
———“要不是为了传播侗锦，

打死我也不出门”
2008年北京奥运会给了粟田梅

灵感。
那一年，世界得以看到一个极具

人文风貌的中国。粟田梅心想：民族
的就是世界的，外国人应该会喜欢我
们的侗锦！

怀着这样的念头，粟田梅联系上
广西旅游局，把当时仅有侗族人才购
买的侗锦纹样背包、服饰、头巾等产
品， 卖给去广西桂林游玩的国际游
客。

一个人织锦，不成气候，必须形
成规模，粟田梅朦胧地有了产业化的
想法。

她拿出自己的积蓄，在牙屯堡镇
创办“通道雄关侗锦坊”，召集村里妇
女，免费教她们织锦，织出来的作品，
便卖往广西。

也是那一年，通道侗锦织造技艺
被列入国务院颁布的第二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45岁
的粟田梅被选定为国家级“非遗”传
承人。

“我还不知道‘非遗’是什么东西
的时候，就已经在传承了。”粟田梅有
些得意。

2010年上海世博会给了粟田梅第
二个灵感。

她带着一些侗锦作品参展，一块
半平方米大小的万寿纹侗锦，被一名
美国人当场看中，毫不犹豫地花3000
元买下。

“真没想到侗锦这么值钱！”粟田
梅又盘算起来：如果把侗锦都卖到国
外去， 那织娘们的腰包不就鼓起来
了！

此后， 粟田梅带着大山深处的
侗锦，主动走进北京、成都、韩国首
尔……参加了大小20余个展览会，不
断扩大侗锦的国际知名度，越来越多
人开始关注、了解侗锦。

村里人笑说，别看她四处跑来跑
去，要她出去旅游，那是死活不肯的！

“我晕车晕得厉害，要不是为了
传播侗锦，打死我也不出门。”说到旅
游，一辈子守在织机前的粟田梅连连
摆手：“前阵子从桂林参展回来，我的
手、脚都抽筋了，病了半个多月。”

青出于蓝
———“保护民族遗产 ，我比

老祖宗做得更好”
现在，粟田梅在村里繁忙的事务

之余， 依然定期举办侗锦织造培训
班，免费为全县11个乡镇及周边县市
区的侗锦织艺爱好者开班授艺。

文坡村，200多名妇女陆续捡起
老祖宗的传统技艺，靠在家织侗锦获
得收入，最年轻的织娘是“90后”。

现在还担心侗锦失传吗？
粟田梅咧开嘴笑了：“不担心了，

这些织娘都可以当织侗锦的老师！”
旋即她又严肃起来，她说，侗锦

织法复杂，如果她到时候“拜拜”了，
这些技法还是得有人记录下来才行。

粟田梅联系上湖南工艺美术职
业学院， 提议做一个侗锦数据库，把
2000多年来老祖宗织出的花纹以及
她40多年来印刻在脑海中的侗锦技
艺，一一记录下来，供后人参考。

记者在2016年建造的中国侗锦
传承基地二楼看到，20多位织娘，正
在“吱吱呀呀”地将一些经典纹样织
造出来。

复刻经典的同时，也不忘创新。
到了暑假，粟田梅的传承基地会

迎来湖南大学的设计团队，他们驻基
地1个月，不断跟织娘学习、沟通，将
千年侗锦与国际前沿设计融合起来。
头帕、绑腿、胸巾等侗族传统织物，逐
渐转化为现代都市流行的围巾、腰
带、相机带等日常用品。

粟田梅向记者展示了一条点缀
着人们手拉手图案的哆耶纹围巾。跟
传统侗锦不同，团队创新性地将侗锦
元素提取到亚麻质地的织物上，打开
了英国市场，今年还将销往法国。

侗锦的市场愈发广阔，粟田梅十
分骄傲地告诉记者：“保护民族遗产，
我比老祖宗做得更好。”

■工匠感言
按照年轻人的需求积极创新，侗

锦才会有市场 ，有了市场 ，侗锦技艺
就不会失传。 ———粟田梅

“我这一辈子，尽围着侗锦打转了”
———记省劳动模范、通道侗锦“非遗”传承人粟田梅

湖南日报记者 胡信松

“一有空就想到项目工地上去转
转，这样才能做到心中有数。”

5月24日，天气晴好，下午6时，湖
南路桥集团通泰公司董事长张泽丰
离开办公室，便赶赴平益高速项目工
地，现场了解项目进展情况。

勤下工地是张泽丰1996年成为
湖南路桥人以来就养成的习惯。不管
是在项目上做试验员、施工员、工程
科长，还是做项目经理、公司总经理、
董事长，张泽丰喜欢“泡”工地的习惯
始终改不了。

在张泽丰看来，作为路桥施工企
业，搞好公司的关键是把一个个项目
管理好，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双
丰收。

无怨无悔，献身路桥事业
筑路人张泽丰23年的职业生涯，

就是用一个个高速公路项目串起来
的；长益、益常、衡枣、邵怀、长韶娄等
高速公路，都留下他奋斗的青春与汗
水。

从醴陵大山里走出来的张泽丰
深知：要致富，先修路!�
� � � � 1996年， 大学毕业他第一站就
分到了长益高速公路项目， 也从此
开启了他的“铺路架桥生涯”。出身
农村的张泽丰吃得苦，又肯学，他白
天做试验干好本职工作， 晚上就帮
忙复印整理项目资料。只要有空，测
量员、施工员都喜欢喊他“搭把手”，
不怕吃苦的张泽丰在工地上干得起
劲。

“那时基本上1至2年换个项目，

在工地上摸爬滚打，学到了很多在书
本上学不到的东西。”张泽丰随着“路
桥湘军”，南征北战，从技术员、施工
员干起， 一步步成长为项目经理、公
司经理。2006年8月任邵怀高速1标项
目经理，主持项目全面工作。

“做得最难的项目是邵怀高速1
标，第一次独当一面，压力很大。”一
谈起邵怀高速项目，张泽丰依旧感慨
万千。

做就要做最好！张泽丰和项目部
其他同志一起， 日夜蹲守在工地现
场，与业主、监理对接，跟项目班子讨
论方案，完善项目管理、狠抓安全质
量……由于是第一次做混凝土路面，
没有经验，困难很多，但他们没有气
馁，不断到其他标段学习，反复比对，
确保工程质量。

“由于混凝土路面对气温有要
求，只能晚上施工，我们一般是下午4
时做准备，晚上6时至第二天凌晨6时
施工。”作为项目经理的张泽丰，基本
都是通宵守在工地上。“心里总是放
不下，就干脆到工地上守着，解困的
办法就是不停地抽烟。”

对工作如此疯狂，让项目部的同
志又爱又恨，“张三疯”的名号也就在
公司内外叫开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 经过项目部全
体员工的日夜奋战，邵怀高速1标获得
各方好评。

敢拼肯干，“像个高速
运转的陀螺”

正是这种面对困难不畏缩，敢拼
肯干的疯劲， 张泽丰在道贺高速、大
浏高速等项目上大显身手。

2013年8月， 张泽丰担任通泰公
司总经理，2016年12月任董事长。

走上管理领导岗位，大家以为他
不会那么拼了， 家人也劝他歇口气，
好好调理自己在工地上累坏了的身
体。

“拓市场、抓管理、跑工地，他几
乎就像个高速运转的陀螺。”跟张泽
丰搭档多年的通泰公司党总支书记
姜冬秀介绍，“我们都是周末开会，
开始不习惯，但看到张总都这么拼，
大家打心眼里服气， 从有怨言到跟
着干，公司经营业绩不断提升。”

“吃得苦、性子急、要求严”是大
家对张泽丰的一致印象。他工作上要
求十分严格，不留情面，特别是对质
量和安全，总是精益求精。

2017年在长韶娄高速东延工
程任项目经理的刘旦良， 最佩服张
泽丰的敬业精神。“那时工期紧，他
每个月要到工地上来10多次，促进
度、抓质量、解决项目困难……有一
次， 为了解决跨高速钢箱梁难题，
他从晚上8时守到第二天凌晨2时
才回家； 谁知早上天刚亮他又到了
工地上， 与项目部同志一起商定施
工方案。”

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张泽丰就
这样不知疲倦地执着拼搏。23年来，
他和同事们奋战在施工一线， 在平
凡的岗位上诠释着路桥人的奋斗精
神， 用智慧与汗水铺筑了条条康庄
大道。

“走过自己修的公路、桥梁时的
那种成就感和自豪感，是我奋斗的动
力源。我始终相信，一个人想要改变
自己的人生，唯有奋斗，才能让险阻

变通途。”张泽丰说。
“张泽丰生动诠释了湖南路桥人

吃得苦、不服输、能打硬仗的性格特
点，他拼搏进取的精神激励着周围的
人奋力前行。” 湖南路桥集团党委书
记、董事长杨宏伟表示，对于路桥人
而言，爱国情，就是用心修好每一条
路、每一座桥。

爱国情 奋斗者 工地上的“张三疯”
———湖南路桥集团通泰公司董事长张泽丰

通讯员 唐世日 邱发龙
湖南日报记者 左丹

【名片】
赖仙宇 ，1993年出生 ， 江华

瑶族自治县人 ， 上海音乐学院
2018届音乐戏剧系研究生 。参加
上海大剧院 、上海音乐厅10多次
大型演出 。2017年 ， 受邀赴悉尼
参加中澳青年才艺大赛颁奖晚
会演出 ，同年 ，在上海音乐厅成
功举办专场音乐会 。2018年 ，参
与音乐剧 《穿越百年的恋曲 》演
出 。

【故事】
5月4日晚8时许，央视综合频

道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特别节
目“五四晚会”播出。第29个节目
时， 赖仙宇身着蓝色西装款款走
上舞台中央，与其他3位伙伴演唱
歌曲《再一次出发》。一曲下来，远
在两千里之外， 守候在电视前的
赖仙宇母校江华瑶族自治县第一
民族中学的师生们鼓掌欢呼起
来。

“第一次登上央视舞台，观众
的掌声就是对自己的肯定 。”近
日，赖仙宇接受采访说，“其实，自
己也没有想到能登上央视的舞
台。”

赖仙宇从小跟着在江华民
族歌舞团工作的爷爷生活。“每
天都能听到歌舞团的演员练歌，
目睹他们排练，自然而然地对唱

歌产生了兴趣 。6岁 时 登 台 演
唱，还拿了个一等奖。”赖仙宇回
忆。

高二时， 赖仙宇开始接触乐
理、 视唱练耳等音乐专业领域知
识，先后获得省“三独”比赛一等
奖， 唱响瑶山比赛银奖。“那时，就
下定决心走音乐专业道路，报考音
乐学府。”赖仙宇说。

2013年，赖仙宇独自来到上
海参加艺考，与他人租住在不到
10平方米的隔间里。 在租住地，
因练声扰民被投诉，没有地方开
声。赖仙宇灵机一动，租住地在
第35楼， 上下电梯有一定的时
间， 何不在电梯里面练声发音
呢？

电梯里常常有人上下， 练声
时间不确定。 赖仙宇就利用乘坐
电梯的人走后，再乘坐一遍。晚上
10时后，上下电梯的人少了，电梯
就成了他练声发音最好的地方。
经过半年系统的学习，2013年，赖
仙宇考上了梦寐以求的上海音乐
学院。

进入大学后， 为了倒逼自己
提升音乐修养， 赖仙宇多看多听
多感受。 课余时间都泡在听音乐
会里，从声乐、交响乐到舞蹈乐，
甚至戏曲都不会错过。“音乐是
相通的， 这样才能提高视唱练
耳、 乐理等音乐素养， 以实现快
速识谱，有效学习声乐作品。”赖
仙宇说。

为提升自己的声乐水平，赖仙
宇积极参加舞台实践。他走进上海
大剧院、上海音乐厅、上海交响乐
团、上海东方艺术中心、上海保利
剧院、 贺绿汀音乐厅等音乐厅，参
加100余场次歌手大赛、国际音乐
节、新年音乐会、专场音乐会等大
型演出。2017年8月在上海音乐厅
还成功举办了专场音乐会。2018
年， 为了实现进一步深造的愿望，
他考上了上海音乐学院音乐表演
专业全日制研究生，并获得了入学
奖学金。

赖仙宇说， 他将继续踏实学
习，提高专业素养，找到更大更广
阔的舞台，希望将来有能力帮助那
些有天赋并且热爱歌唱的孩子们
实现梦想。

瑶山娃唱响
央视舞台

� � � � 2017年6
月6日，通道侗
族自治县牙屯
堡镇文坡村，
粟田梅（前中）
在侗锦织造技
艺培训班上为
学员传授侗锦
技艺。（资料图
片）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湖南日报5月26日讯（通讯员
吕志 记者 左丹）今天，记者从湖
南农业大学获悉，在5月19日结束
的第三届中国国际茶博会上，该校
刘仲华教授宣布,其研究团队在茶
叶里面发现一种新成分，能够防止
肌肉萎缩，可以增加肌肉量的生化
成分。

刘仲华教授团队发现的茶
叶新成分 ， 名叫线粒体激活因
子，英文名叫MAF，该成分是在
发酵茶如红茶和半发酵茶如乌
龙茶中发现的，是大家所知道的
茶叶中儿茶素的聚合体。刘仲华
在报告中表示，“在红茶和半发
酵茶加工过程中，儿茶素之间发
生酶促氧化会形成茶黄素，MAF

是儿茶素没有达到完全氧化程
度的聚合体。”

这种成分的魅力究竟在哪里
呢？刘仲华在报告中指出，他们团
队经过对这种成分生物利用度、
生物活性与功能作系列研究后发
现，MAF成分可以提高小鼠跑步
的耐力， 增长小鼠跑步的时间和
距离。MAF尤其可以起到增强骨
骼肌发育如腿部肌肉的作用，而
这一作用具有非常好的实用价
值。此外，刘仲华教授团队研究发
现MAF还具有显著的降血糖、降
血脂、 减肥及防止肌肉萎缩的作
用， 该成分在红茶与乌龙茶中的
含量可以达到百分之一至百分之
二。

刘仲华团队在茶中发现
新成分可防止肌肉萎缩

赖仙宇 通讯员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