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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7日中午，在张德明的工
作室内，8名年轻女性正在白炽灯
下制作瓷胎竹编。受制于青神竹编
均由手工完成，一个熟练的工人，
每月仅能完成三套瓷胎竹编茶具。

“现在一共15个工人，加上自
己和两名弟子，一年产量也仅有千
套左右。”张德明说，“许多非遗作
品是生产出来没有销路，而我想扩
大规模，但没有高端人才，送上门
的订单都不敢接。”

培养一个高端的竹编工人，
短则半年，长则数年，有些竹编工
人，已经浸润了十余年，但对双线
交叉走丝法，依旧不太熟练。

张德明说，竹编工艺十分繁
琐，每道工序必须精细严密，像分
层分丝这些工序是现代技术和机
器无法替代的。竹丝很细软，要紧
贴着瓷身编织，不仅力度要拿捏
得当，还特别费眼睛。很多人做到
五十多岁，眼睛花了，就不能再继
续做了。整个过程还要做到心无
旁骛，确保不出错。

这也不是张德明一人所面临
的难处，在青神县的几家竹编公司
里，都存在高端人才匮乏的情况：
订单纷至沓来，产出能力有限。虽
然青神县每年都针对竹编人员开
展各种培训，但现实依旧不乐观。

要编出精美的竹编，就需要过硬的
技术，这必须经过时间的积累。

“培训一般以半年为限，一人
领35元/天的工资，包一顿饭，许多
人学会基本的（技术）就离开了，即
便能坚持半年的，也未必能达标，
很少人会再留下来学。”张德明说，
2018年自己培训了20多人，但没有
一名工人能合格地留下来。

“转型不是转行，优质产品还
是核心。”张德明说，除了在资金
投入、品牌合作上加大力度，还要
利用国际大品牌的渠道进行销
售。不过，有一个底线坚决不能越
过：不能降低产品标准。

网上：
15秒短视频
不到8小时30万人点赞

4月25日，一个15秒的短视频
中，一名29岁的巴中通江女子抱着
11个月大的女儿，母女俩都穿着病
号服，在手术室门外等着做肝移植
手术，时间定格在2019年4月24日早
上7点。

视频中的文字表述是“由医生
将妈妈的肝脏移植到女儿身上，以
救治妈妈的心肝宝贝，伟大的母爱
感天动地，天佑母女俩，手术顺利”。
手术地点在天津市第一人民医院。

视频制作者介绍，视频是4月25日
下午3点上传，不到8小时已有500万人
观看，获得30万人点赞。通过知情人透
露，长达数小时手术后，11个月大女儿
已成功移植肝脏，母女平安。

27日，记者联系上视频中的吴
女士，她介绍说，4月26日上午10点，
女儿已经转入普通病房。

病情：
女婴患肝硬化
只有肝移植才能活

吴女士的丈夫杨先生介绍，他
和妻子于2018年5月18日生下女儿
馨馨。在女儿50天的时候，他们发现
孩子有问题，黄疸偏高不能打疫苗。

“我们带女儿去四川大学华西医
院，确诊为胆道闭锁。”杨先生说。

夫妻通过向医生了解，得知这
种病是胆汁不能从胆道顺利排出
来，胆汁淤积在肝内，导致孩子脸色
发黄，最终可能会发展成肝硬化，这

可能是先天性疾病。为了缓解女儿
的病情，在孩子58天时，夫妻俩为孩
子选择了葛西手术。

第一次手术很成功，术后女儿在
医院前后输液输了一个多月才出院，
出院后不到十天，女儿出现大便不正
常，再到医院检查，肝肠吻合的地方
再次被堵，实施了第二次葛西手术。

杨先生介绍，经过三个月的复
查，女儿并没有什么异样。今年2月
24号，女儿再次大便不正常，医生告
知女儿有肝硬化，只能通过肝移植
手术才能延续生命。

两个月前，夫妻俩带着孩子来
到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选择给孩
子做肝移植手术。

母爱：
先捐肝救女
后面就要看孩子造化了

到医院后，就面临肝源寻找和
匹配的漫长时间，只有亲属捐肝来
得最快，但前提是必须匹配成功。吴
女士说：“女儿的病情等不起。”
杨先生介绍，他和妻子下定决心，不
管付出多大代价也要救女儿。

幸运的是，医院检查结果是吴
女士的血型跟女儿匹配，并最终确
定在4月24日早上7点过做手术。

吴女士告诉记者，手术比较顺
利，女儿已经转入普通病房，对于自
己的选择，她不知道是不是对的。她
说：“为了年幼的女儿，没有想那么
多，只能选择先救她，不救她只有
死。先捐肝救她，后面就要看她自己
的造化了。”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 张杨 网友供图

4月27日晚，川内多地普降大雨，
部分地区暴雨，个别地方大暴雨。四
川乐山人罗红军在眉山市丹棱县乡
下一朋友家吃过晚饭后，载着6名亲
朋，抄近路回丹棱县城内的家。

20时30分许，刚开上和越野车宽
度无几的土路，暴雨就倾盆而下，罗红
军挂上一挡，双手紧紧握住方向盘。

转弯就下一个约为60°左右的
坡，罗红军轻轻一带刹车，车辆向下
侧滑起来。滑行十余米后，车辆停在
了靠着山崖的路边。

22时许，直到丹棱警方等人组
成的救援队将人全部从车上救援下
来后，罗红军才发现，自己踩了刹车
90分钟的右脚，还在不自觉地发抖
……

10多米的滑行
一车人被困百米悬崖边

20时30分许，当载着全家老小
和朋友7人的面包车，在暴雨夜的土
路陡坡上，向下滑行时，罗红军忍不
住张大嘴发出了“啊”的声音。车窗
外，几分钟前还只是吹着风，现在已
是电闪雷鸣，暴雨交加。

雨量很大，路面上薄薄一层泥
土变得湿滑，一踩刹车，就很容易打
滑。何况，是一辆面包车，在一个接
近60°的陡坡路面上。滑行10多米
后，借着路面上的一个小土包，车辆
停了下来。

车辆虽然停了下来，但横在了
路中，车头前方，是望不见的雨夜，
凭着6年多的驾驶经验判断，车已经
到了路边。不知道车前轮是否还在
路上，罗红军赶快死死踩住了刹车。

24分钟的等待
找来石头卡住后轮

有人建议下车看看，但车厢内
几人刚一起身，车身就摇晃起来，刹
车也“嘎嘎”作响。

车上有一名男性朋友坐在靠后
排车门处，在罗红军的指挥下，他轻轻
地下车一看，证实了罗红军的判断：前
轮已在靠近悬崖的路边，要是路边的
路基松垮，车辆就要滑下悬崖。朋友找
来石头将后轮卡住，罗红军坐得笔直，
脚踩住的刹车，一点没松开。

21时06分，罗红军让老婆拨打了
报警电话。21时30分，前方有了光亮，人
影传动，罗红军知道，救援的人来了。

90分钟踩刹车
害怕一放刹车就坠崖

接到报警后，丹棱县公安局立
即启动应急救援机制，双桥派出所、
交管大队立即组织17人的应急队伍
赶赴现，消防和双桥镇村干部也相
继赶往现场。

丹棱县公安局双桥派出所所长
黎徐回忆，由于暴雨，本已陡峭崎岖
的山路变得愈加泥泞难行，“我们到
的时候，面包车悬在半坡，随时有坠
崖的风险。驾驶员脚踩住刹车，不敢
有丝毫松懈，车上七人中有一个老
人和两个小孩。”黎徐说，所幸车辆
轮胎之前被石头卡住过，否则极有
可能已经滑下山崖。

22时许，驾驶位上的罗红军最
后一个被救下车，他发现自己踩了
90分钟刹车的右脚，还在不自觉地
发抖，“说实话，从8点半到10点这90
来分钟，我真的是一直死死踩住刹
车，我怕我一放刹车，车辆就掉下山
崖。”罗红军说，“真的非常感谢救援
人员，没有他们，可能我们回不来了，
以后再也不会为抄近路冒险了。”

在接受罗红军感谢的同时，黎
徐也认为，除了救援及时，罗红军他
们处理也较为得当，车辆滑行时没
有猛打方向盘和猛踩刹车，而是让
车辆自然靠停，停下后，也立即找石
头先行卡住了轮胎。
周璐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首席

记者 蒋麟

一根竹子引领30亿元大产业

回忆起青神竹编从辉煌到冷落再到新生的这段历程，67岁的张德明觉得和自己的经
历很相似。任过音乐教师，做过职校校长，人生数度转折后，他又回到竹编事业之中，并专
注提高技艺。现在，他是四川省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青神竹编传承人，
也是青神竹编圈子中的“四大家”之一。

四川省青神县，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竹编艺术之乡，拥有国际竹编工艺美术大师1
名，国家级竹编工艺美术大师1名、省级4名、市级20名，高级工艺美术师109人。张德明能
获得这样的荣誉，并不容易。

更不容易的是，张德明“策马扬编”三年，让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青神竹编获得世
界某著名奢侈品牌认可，与世界著名奢侈品合作，严苛的制作要求和对工艺的极致追求，
推动青神竹编这一古老工艺与时尚融合，再次闪耀在聚光灯下。

依靠与该奢侈品牌合作，仅张德明一年就可卖出价值近五百万元的瓷胎竹编。
如今，青神县将竹编升级为该县的品牌形象，举全县之力发展竹产业，已形成20家竹

编龙头企业。竹编工艺制品、竹纤维纸品、竹制品……从单一品种到25个大类、3000多种
产品，竹编产品远销欧、美、澳以及东南亚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竹产业总产值达30亿元。

青神竹编联手国际奢侈品牌再扬“编”

张德明等人思考的，其实，
眉山市相关部门也正在努力。

“政府扶持是保障，人才培
养是关键，产业发展是支撑，会
节活动是平台。”陈刚说，如果只
是延续传统做法，这个产业必定
面临滑坡的风险，转型势在必
行。青神县竹编产业园区党工委
副书记、纪工书记陈刚说，这些
年，青神县积极整合力量，推进
青神竹编“非遗”品牌产业化发
展，将竹编产业作为青神县的品
牌形象，不但出台产业扶持发展
政策，每年给予上千万扶持资
金，着力打造国际竹编艺术城。
现在，竹产品已成为青神农林、
旅游、三产等支柱产业。“要让青
神竹编在会节中扬名，在生产中
传承，提升工艺，主动对接市场，
在研发中创新，在培训中弘扬。”

眉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中心主任杨宇认为，当前，眉
山市政府已将青神竹编的保护
与发展纳入“十三五”规划，推动
青神竹编走产业化、市场化道
路，力争在“十三五”时期将竹编
产业做成产值过百亿、带动百万
人就业的“双百”产业。

如今，眉山竹编大师们的态
度，更让杨宇感慨，他说，让传统
工艺成为时尚的缔造者，需要想
象、实干，更需要坚守。这些坚守
的艺人，他们对待自己手艺的态
度，是中国传统工艺传承人的缩
影，也是这个时代赋予传统艺术
的崭新内涵。

郑淼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首席记者 蒋麟 摄影报道

“扬编”不停歇
眉山还在做什么？

作为文化部命名的全国唯一
的竹编艺术之乡，青神竹编不仅
历史悠久，而且技艺精湛，近年来
涌现出一大批竹编工艺大师，张
德明便是其中之一。

4岁时，张德明首次跟着奶奶
学习竹编技艺，也第一次对竹编有
了自己的认识。读书时，张德明编
了十几天的竹编，挣到了自己的第
一桶金：4.8元。之后，张德明开始

学习竹编，上世纪八十年代，青神
竹编作为传统手工艺品，以其独特
的艺术审美价值，曾风靡一时。“当
时川内峨眉山、青城山等景点卖的
竹扇，很多都是青神所编。”

上世纪九十年代，伴随着众多
竹编艺人的成熟，青神竹编手工编
织技艺走向了新的高峰。《中国百
帝图》、《清明上河图》等数以百计
的精品，使青神竹编名扬天下。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由于青
神竹编作为工艺品的实用价值有
限，定价较高，品种单一，受外来竹
编产品冲击，导致竹编这项古老手
艺停滞不前。“同样一套茶具，外地
的做工简单，价格可能就五十元，
青神竹编一度被市场冷落。”而彼
时的张德明，在任过音乐教师，做
过职校校长，人生数度转折后，又
回到竹编事业之中……

时代变化外来冲击 职校校长回归竹编事业“落”编

反复精研新技艺 三年牵手国际奢侈品牌“扬”编

2008年，一家国际著名奢侈品
牌打算创造一批结合时尚和传统
的高档竹编产品推向全球市场，他
们找到青神，挑中了张德明。

双方达成意向后，张德明派
自己作坊里的骨干张师傅驻扎上
海编制竹编样品，以方便和品牌
方直接当面沟通，自己则在青神
和张师傅遥相呼应。

喜欢什么样的风格？品牌方
的要求很模糊：你们随便编，我们
看着好就行。

这个没有标准的标准，其实

很难拿捏。左思右想后的张德明
提出用两根丝交叉起来编的想
法，也即是双线交叉走丝。

所谓双线交叉走丝，当经篾
增加至两根，编篾也增加这两根
时，编制的空间就发生了变化，又
创造出另一个图谱来，一层层攀
援经篾而上的编篾，交织成两种
图案，本来紧扣在瓷胎上的线条
开始流动起来，变得生动。果然，
双线交叉走丝法，得到了对方的
初步认可。

第二年，接替张师傅的刘师

傅，尝试用更细的竹丝编织，让作
品的线条变得更加生动，所选用
的0.43毫米竹丝是张德明迄今为
止使用过最细的丝。“这种竹丝的
要求特别高，每100斤慈竹原料中
最终只能采用8两竹丝，制作中哪
怕有一点点的瑕疵只能放弃重
来，每完成一套作品，我们差不多
要耗去将近2000个工时。”

“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太好了。”
对方相关负责人在看了他们的最终
作品时，眼中闪过一丝亮光。这距离
最初提出合作，已整整过了3年。

在没与这家世界奢侈品牌合
作之前，张德明做过平面竹编和
瓷胎竹编，一年销售额不过几十
万元。而今，仅依靠和这家世界著
名奢侈品牌合作，张德明一年就
可以卖出近五百万元的瓷胎竹
编。4月18日，记者联系上该国际
著名奢侈品牌的相关负责人，其
证实张德明与他们合作多年，如
今仍在为他们提供竹编产品，不
过因双方签署了保密协议，相关
细节不便透露。

在四川省青神县，张德明并
非唯一与大品牌合作的竹编人。

青神县委宣传部数据显示，
青神县20万人，有上万人在从事
竹产业，青神竹编产品远销欧、
美、澳以及东南亚等50多个国家
和地区，竹产业总产值达30亿元。

张德明认为，与世界著名奢
侈品合作，严苛的制作要求和对
工艺的极致追求，推动青神竹编
这一古老工艺与时尚融合，促使
更多的青神竹编人以全国乃至全

球品牌标准提升技艺。
“以前我们的竹编人，编一套

瓷胎竹编，只能卖几百上千元，与他
们（国际奢侈品牌）合作后，一套就
卖上万元，这不光是几百上千元和
上万元的差距，还有一个认知上的
差距。”青神县竹编产业园区党工委
副书记、纪工书记陈刚介绍，现在，
张德明等许多青神竹编人都有了
自己的公司和品牌，其中一些品牌
早就走出国门，提升了整个青神竹
编、在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名气。

竹编和时尚结合 推动工艺极致追求“新”编

缺高端竹编人才 送上门的订单无法满足“扩”编

视角视角

11个月的女儿肝脏硬化
29岁妈妈义无反顾捐肝
4月24日早上7点，天津市第

一中心医院手术室外，29岁的妈
妈吴女士抱着11个月大的女儿，
因女儿病重，她要将自己的肝移
植给女儿。母女俩在手术室门外
的场景，被亲人用手机拍下，制作
成视频之后上传到网上。网友们
纷纷为这位母亲点赞，不到8个小
时，点赞已超过30万。

据了解，吴女士女儿两个月
时出现黄疸，后来通过检查确诊
为胆道闭锁，胆汁不能从胆道顺
利排出来，导致身体发黄，经过两
次手术后，病情转重，肝脏硬化，
需要肝移植手术，吴女士愿意将
肝脏移植给11个月大的女儿。通
过手术，目前母女平安，都已经转
入普通病房。

这位捐肝的母亲说：“这是我
们夫妻的最后决定，先捐肝救她，
后面就要看她自己的造化了。”

暴雨夜 一车七人被困崖边
车主死死踩住刹车90分钟

张德明拿着一把编好的茶壶细细端详

制作好的竹丝如秀发轻舞飞扬

张德明正在指导制作瓷胎竹编

吴女士抱着女儿在手术室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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