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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奋力实现新时代成都“三步走”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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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2018年全国“两会”特别报道

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四川，深入基层调研考察、看望慰问各族群众，就经济社会发展、城市规划建
设、抓好实体经济、深化改革开放、推进绿色发展、实施乡村振兴、加强基层党建等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

如今，全省、全市上下正牢记总书记嘱托，把总书记的关怀厚爱和殷切希望，转化为实现中国民族伟大复兴
的强大信心，转化为为实现“中国梦”奋斗的无穷动力，奋力书写新时代的四川新篇章、成都新答卷。

全国“两会”来临之际，成都商报记者再次深入总书记来川视察点位，走近当地基层一线亲历者，聆听他们
的心声，见证他们的奋斗。

“总书记和我们在一起！”这，是大家共同的心声。
“请总书记放心！”这，是大家共同的承诺。
今日起，本报将推出全国“两会”特别策划报道——“习总书记和我们在一起”，记录下这个春天，四川、成都

大地上，正在涌动的一股股暖流、一个个变化。

3月3日上午，成都商报“贯
彻‘全面落实年’2018看成都”首
场直播——“揭秘乡村振兴明星
村，走进精彩战旗”准时直播。跟
随成都商报主播的镜头，我们给
网友全方位展示了这位“明星”
的风采，获得广大网友关注。接
下来，我们还将在3月5~8日，分

别走进成都中电熊猫电子显示
有限公司、中欧班列成都国际铁
路港、天府新区规划厅、龙泉山
城市森林公园丹景山观景平台，
为大家聚焦新经济新动能、绿色
发展、天府文化、城市规划等方
面，展现成都建设之美。

成都商报记者 龚靖杰

“不光是发掘发扬，还要真正
形成一个健全的生态链”

2011年蔡世民涉足蜀绣行
业的当口，并不是一个好时机。
整个蜀绣产业还处在企业小而
散、产品单一、市场低迷的状态。

“我在曹家巷长大，街坊有不
少在蜀绣厂上班的大姐姐，耳渲
目染，从小我就对蜀绣有着深厚
的兴趣。”正是这份对传统文化的
兴趣，让从事物流行业的蔡世民
决定圆自己儿时的梦想。“人总得
有点精神上的追求吧？像蜀绣这
种代表几千年传统文化精华的东
西，不光是要去发掘发扬，还要真
正形成一个健全的生态链，带动
更多的人、更多的资本进入，才能
从根本上进行革新。”

因为安靖镇在蜀绣历史上
的独有地位，蔡世民将公司注册
地放在了安靖镇。他将散落在民
间的几位蜀绣大师请了回来，开
始着手打造自己的蜀绣梦。

2013年，蜀绣被授予“国家
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安靖
镇获得“成都国家级文化和科技
融合示范基地蜀绣创意示范园
区”等授牌，成为名副其实的“蜀
绣之乡”。同年郫县成立了蜀绣
办，陆续引进一些企业。蔡世民
抓住了这一难得的机遇，与其他
蜀绣企业开始抱团，成立了蜀绣
产业商会，同时积极探索蜀绣的
发展新路，开始真正面向市场。

“政府的扶持固然重要，但市
场化才是做大做强传统文化产业
的出路。”蔡世民首先从蜀绣的产
品形态着手革新：全新设计图案，
由繁至简，使其合乎现代人的审
美；包装手法向中国台湾、日本、
韩国等民间手工艺品学习；开发
多种延伸产品，如服装、鞋帽、箱
包、车挂、首饰包等……

“传统手工制作是实现精准
扶贫的一个很好的途径。”

绝大多数传统手工行业面
临的最大问题就是人力不足。依
托“蜀绣之乡”的底蕴，蔡世民找
到了一条新路：通过建立合作社
的方式，将人数众多的农村妇女
吸纳进来，不仅可以解决人力的

问题，也能使农民实现增收。
2013年，蔡世民在三道堰镇

青杠树村和战旗村建起了合作
社，“合作社的模式可以让村民在
照顾家庭的同时实现就业增收。
生产主要集中在农闲和旅游淡季
进行，让劳动力得到充分运用。”

合作社模式让合作的多方都
尝到了甜头。2013年，刚从遂宁嫁
到青杠树村的张勤成为率先进入
合作社的村民，如今已经成为蔡
世民公司在该村直营店的店长。
2017年，蔡世民在天府新区正兴
镇官塘村建起第三个合作社，吸
纳更多的农村妇女从事蜀绣。

2018年3月1日，蔡世民指着
青杠树景区内一处热闹的农家
乐对记者说：“这家的女主人以
前就跟我们合作过很久，后来开
了自己的作坊，还联系了好些绣
娘，现在做得很不错。”

这样的局面是蔡世民乐于
看到的：“有更多人进来，更多人
关注，对传统文化产业的做大是
一件大好事，如此才能形成一个
良好的生态圈。”

据介绍，如今仅青杠树村就
有绣娘100多人，每人靠蜀绣平均
年收入增长在2万元以上。而整个
蜀绣行业也在这一系列的变革中
得以快速成长，2017年，成都蜀绣
产值达到了4.6亿元，仅蜀绣产业
商会就有从业人员5000多人。

蔡世民已着手将合作社模
式向四川更为偏远的地区进行
推广。“传统手工制作是实现精
准扶贫的一个很好的途径。在偏
远山区，富余劳动力更需要得到
释放，也有更大的释放空间。”

蜀绣行业的变化经由当地
政府这些年来的大力扶持和蔡
世民们这些年来的努力而来，由
上千名以针代笔以线代墨、方寸
之间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绣娘
而来，由切实实现了农民增收进
而改善了农村面貌而来。

2018年2月12日，当习近平总
书记走进战旗村，拿起一幅精美
的蜀绣细细欣赏时，正是蜀绣这
些年来的变革和其为保护中华传
统文化和振兴乡村所做的点滴努
力，令一旁的蔡世民底气十足。

成都商报记者 陈舸帆
摄影记者 刘海韵

习近平总书
记在成都市郫都
区战旗村考察时
强调——

党的十九大党的十九大
提出实施乡村振提出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兴战略，，这是加这是加
快农村发展快农村发展、、改改
善农民生活善农民生活、、推推
动城乡一体化的动城乡一体化的
重大战略重大战略，，要把要把
发展现代农业作发展现代农业作
为实施乡村振兴为实施乡村振兴
战 略 的 重 中 之战 略 的 重 中 之
重重，，把生活富裕把生活富裕
作为实施乡村振作为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的中心任兴战略的中心任
务务，，扎扎实实把扎扎实实把
乡村振兴战略实乡村振兴战略实
施好施好。。

2018年2月28日，大年十三。成都市
郫都区唐昌街道西北路186号的门楣
上，一副鲜红的春联依旧散发着浓浓的
过年气息——上联：华夏风采万里路始
于足下；下联：川派特色千层布纳入鞋
中；横批则点明了这家店铺的身份——

“唐昌布鞋”。
快60岁的赖淑芳一大早就在店里忙

碌着：协助儿子艾鹏处理来自全国各地的
订单、剪裁鞋面的布料、招呼进店的客人。

这不过是做了40多年手工布鞋的赖
淑芳平凡的一天，唯一不同的是从2月12
日开始这半个多月时间，她的“唐昌布鞋”
店接到的订单几乎是以前的10倍。

2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到郫都区
唐昌街道战旗村考察时，亲手买下了一
双赖淑芳的手工布鞋，令“唐昌布鞋”几
乎在一夜之间走红全国。

老一代传人的坚持
“总书记对我们寄予了这么重的
期望，我们只有更加努力干”

总共50多平方米，相邻的两间店铺
构成了赖淑芳“唐昌布鞋”作坊、店铺、
库房的所有。狭窄的空间里堆满了原
料、纳底机器和各种工具以及等待发货
的成品。嘈杂的机器声中，赖淑芳说：

“总书记对我们寄予了这么重的期望，
我们只有更加努力干嘛。”

布鞋，在中国有着3000多年的悠久
历史。成都郫都区的唐昌布鞋，隐藏在
唐昌街道偏僻一角，是赖淑芳2007年从
老街搬迁至此开设的。店铺的面积比以
前扩大了许多，生产的工艺却一直没有
变过。除了纳底能够借助机器的帮助，
浸泡、剪裁、托里、托面等多达30多道工
序仍然全靠人工完成。赖淑芳三姐妹加
上赖淑芳的妹夫、儿子，招聘来的工人，
8个人撑起了所有的环节。

1998年，赖淑芳开始了制鞋卖鞋的
营生，之前，她在一家鞋厂干了近20年。
2007年初，有游客来镇上玩，发现了这
家藏于深巷的小院居然还有手工布鞋
售卖，于是有热心人在网上发帖，赖淑
芳的小店渐渐有了名气，同年搬至现在
的位置并扩大了生产规模。

但传统的手工布鞋依然摆不脱市

场日渐萎缩的境况。2013年，赖淑芳决
定关店。那时她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是四
川最后一家用传统手工技艺制作布鞋
的工坊。这个传自她的祖辈、父辈，伴随
了她大半生的手艺眼见就要彻底消失，
毕业于名牌大学、在彭州一家国企上班
的儿子艾鹏得知后，劝说母亲继续开店
并辞职回来扛起了“唐昌布鞋”的大旗。

“当时也没有想得很清楚，只是觉
得我们家已经做了三代这个手艺，就这
么丢掉了可惜。”时隔5年，艾鹏回忆起
当时的选择依然十分感慨。

出身名牌大学，艾鹏却一直对传统
文化情有独钟：“去外地旅游，景点可以
不去，但博物馆一定会去。”从小置身于
布料、糨糊的氛围之中，令艾鹏对传统
手工制作的布鞋更有难以割舍的情怀。

新一代传人的思考
“既要继承传统，更要创新创造，
只有这样，700多年历史的‘唐昌
布鞋’才能保持它的生命力”

成长于互联网时代，艾鹏有着与老
一辈不同的看法和做法。

让古老的工艺在工业时代体现独特
的价值，是艾鹏接手“唐昌布鞋”的第一
步。2016年，在当时县、镇两级的帮助下，
在唐昌致力于传统手工艺挖掘和古镇打
造的背景下，“唐昌布鞋”成为成都市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这一称号的获得令唐昌布
鞋有了与其文化价值相匹配的荣誉。

但艾鹏面对的困境并不比母亲赖
淑芳少。首当其冲的就是人力的缺乏。

艾鹏接手之前，作坊的产量一直维
持在1000多双/年，通过制作流程优化、
产品重新分级等手段，艾鹏将产量提升
到了4000双/年，但人力不足一直是他最
大的心病。“一个熟练工人培训至少要1~
5个月。”培训时间长是一方面，工人难招
最大的问题还是薪酬。“2008年到2014
年，我们的布鞋就卖120元一双。看起来
也不便宜对不对？但一方面由于我们原
材料进货量小，没有议价权，成本价格自
然下不来；二是全手工的制作流程需要
很长时间来完成，人力成本摆在这里。”

如今，订单暴增令“唐昌布鞋”幸福
地“苦恼”着。2018年2月28日，一边翻看
厚厚的来自全国各地的订单，赖淑芳一
边吩咐不停查看手机的艾鹏：“那个辽
宁的44码松紧鞋发出去没有？”艾鹏头
也不抬：“搞不赢，只能推迟了。”

蜂拥的订单、人手不足、场地狭小、
设备缺乏……这一切都令30多岁的艾
鹏一刻不停地忙碌着。然而艾鹏考虑得
最多的还是如何将“唐昌布鞋”在他的
手上做得更好，将这门蕴藏着3000多年
文化的手工艺适应时代的需求，令其文
化和商业价值发挥更大的作用。

“唐昌布鞋现在是一个热点，热度
之后，我们更需要社会对传统文化的认
可，对唐昌布鞋品质的认可。这样的认
可，不仅仅是对传统技艺的欣赏，还要
把这种欣赏转化为消费才能让它更为
持久和深入。”艾鹏说，自己这几年做得
最多的就是如何让自己的布鞋更适合现
代人消费习惯、如何提升品质。“四川以前
做布鞋的几家老厂我都去拜访学习过。中
国手工布鞋最出名的就是北京的内联升，
他们的产品和手艺是我一直追赶的标
杆。”艾鹏向记者出示了一个纸盒，里面
是几双被拆散的内联升布鞋。“他们对
品牌的深入挖掘、文化价值和工艺流程
的不断提升，就是我们的榜样。”

家传的唐昌布鞋手艺传至艾鹏已
经是第四代，对于将来他有着清楚的认
知：“总书记的视察给了我们很大的鼓
励和信心，也让‘唐昌布鞋’传承发展的
思路更加清晰，既要继承传统，更要创
新创造，只有这样，700多年历史的‘唐
昌布鞋’才能保持它的生命力。”

习总书记
和我们在一起

成都商报
全国“两会”特别策划

一双布鞋一幅蜀绣
天府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绘出成都乡村振兴新画卷

【。开栏语】

“什么时候能让这些传统
文化不再是受保护的对象，而
是有着强大的自身造血功能
和完善的生态链，能够很好地
服务于乡村振兴，这是我们的
终极目标。”采访中，蔡世民的
这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唐昌布鞋”第四代传人
艾鹏、蜀绣狂人蔡世民，他们
正在走的，正是这一条路。

这条路任重道远。天府文
化的意义不仅是传承，更是创
新。千年的底蕴固然珍贵，不
懈的创新才能让其拥有源源
不断的生机和活力。艾鹏和蔡
世民们面临的压力和现实困
境是众多传统文化当下共同
的面对，他们一直在努力。

这条路关乎万众。对于传
统文化的认知和接受，还需要更
多的公众深入了解并以实际行
动支持。传统文化的变革与发展
其实已经走到了一个新的时期，
我们不能再以老眼光看待这些
传承千年的文化。我们不但要敬
畏，更要行动起来支持。

这条路事关民生。广大的
乡村对于传统文化从来都是
生存的核心所在。传统文化产
业的挖掘和兴盛，对于振兴乡
村也是天然的土壤和优势。需
要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需要
各项得力政策措施的扶持，需
要营造优化的大环境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今年初在成
都考察期间所作的指示，无疑为
这条路指明了光明的前景，鼓舞
了这条路上所有的前行者。

传统文化的兴盛
是乡村振兴天然的

土壤和优势

唐昌布鞋
延绵四代的传承之旅

画卷 1

画卷 2

蜀绣狂人
振兴乡村的圆梦之路

记 者 手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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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

2018年3月1日，成都市郫都区三道堰镇青杠树村景区的一道
牌楼上，“中国蜀绣第一村”的大匾在春日下闪闪发亮。

“为什么我们要说锦绣中华、锦绣山河？因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锦
与绣都代表着富足、美好。”成都蓉锦蜀绣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成
都市蜀绣产业商会会长蔡世民对蜀绣的研究已经有着相当的水平。

蔡世民涉足蜀绣才7年时间，但短短7年，已让他成为行业翘
楚：拥有5家直营店，专职绣娘100多名，年产值5000多万元。

成都商报“贯彻‘全面落实年’2018看成都”
今天再启系列直播

赖淑芳正在制作布鞋

2月28日，成都郫都区唐昌镇，唐昌布鞋手艺传承人赖淑芳（右）一家三代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