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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巾 帼 新 农 人 ”创 业 典 型 案 例 系 列 报 道 ⑥

创 新 传 承 ，让 老 物 件“ 活 ”起 来
氇加工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边巴片多，
利用传统手工技艺，制作、销售既有民族
特色又不失时尚的氆氇和以其为原料的
曲克安哒是藏族传统美
藏服及饰品，发展特色产业，带动了村民
食，制作历史悠久，青海省玉树
增收。
藏族自治州“巾帼新农人”、玉
边巴片多在日喀则市江孜县年堆乡索
树市牧女工贸有限公司董事长
盖村出生长大，中学毕业后进入演唱行业，
白卡对其进行改良，深度研发
多年打拼，
成为在日喀则颇有名气的民间歌
衍生产品，使这一古老手工艺
手。2009 年，边巴片多另觅发展之路，回到
焕发生机，并带动当地妇女脱
索盖村从事氆氇加工与销售。
贫致富。
很早以前，
江孜县就以纺织传统的氆氇
白卡出生在玉树州玉树市一
而闻名，索盖村很多妇女也会制作氆氇，但
个普通的牧民家庭，
成年后进入
大多是自给自足，
未形成产业。边巴片多从
专业院校学习医疗卫生知识。为
小耳濡目染，
成为歌手后经常穿戴用氆氇制
了照顾两个年幼的妹妹，
毕业后，
作的传统藏族服装和饰品，
对氆氇不仅熟悉
她选择留在家乡务工。2015年，
而且十分喜爱。
有了一点积蓄后，
她开始自主创
2009 年，边巴片多建立手工氆氇加工
业——制作、
销售曲克安哒。
作坊，
组织家人和邻居进行制作和加工。她
“曲克安哒”藏语意为香醇
自己也参与设计，结合时尚元素，加工纯手
的奶膏，
是以牦牛奶为原料，
经过
工的藏装、帽子、香包、配饰等产品。她还申
发酵和熬煮提炼而成的牛奶制
请注册了
“片多氆氇”
商标，
自己当产品形象
品，不仅可以食用，还可用来护
代言人，
开展品牌和产品营销。他们的产品
肤。由于工序复杂，
民间会制作
受到歌迷和许多藏族同袍追捧。
曲克安哒的人越来越少。白卡小
为了扩大生产，2013 年，边巴片多牵头
时候经常看奶奶手工制作曲克安
在索盖村成立江孜县片多氆氇加工农民专
哒，
熟悉它的制作过程，
对它的味
业合作社，吸纳 60 多名村民入股。合作社
道更是记忆犹新。
组织当地织娘纺织氆氇，加工氆氇制品，以
白卡先在乡下建了一个小 “片多”品牌统一对外销售。为保证产品适
作坊，带着自己的妹妹和两个
销对路，边巴片多还聘请专业人员，结合现
伙伴，一口铁锅一个灶，按传统
代工艺理念进行设计，
在突出民族特色的基
方法一步步操作，经过一个多
础上，加入更多时尚元素，使产品更受年轻
月的反复试验，终于做出了和
人喜爱。
记忆味道相差无几的曲克安
生产稳定后，边巴片多用更多的精力
哒。为了让更多人特别是年轻
来开拓产品市场。哪里有相关的展销会，
人接受，她加入当地产的一种
她就带着自己的产品去参加，寻求商家合
红糖，降低曲克安哒的酸度，多
作。2020 年 10 月，他们的产品在澳门国
位专家品尝后给予了肯定。
际贸易投资展览会上受到许多外商的青
孙建春展示他们制作的新型耳枕。
于是，白卡成立公司，并注
睐。回到日喀则后，她立即申请办理进出
册商标，尝试开拓曲克安哒市
口贸易许可证，着手将产品带出国门。从
场。纯手工制作限制了产量的
2020 年开始，她玩起了直播，亲自出镜带
提 高 ，产 品 质 量 也 不 太 稳 定 ，
货，吸引了众多网友的关注，产品订单纷
2016 年，在一位爱心企业家的
至沓来。在边巴片多的推动和经营下，氆
资助下，白卡引进了提取器、搅
氇产业越做越强，索盖村及周边的村民也
拌机、烘干机和包装机等生产
大幅增收。
设备，曲克安哒的产量有了提
升，口味也更为醇厚。她将曲
点评
克安哒做成“棒棒糖”和小袋装
藏糖，还将产品细分为有糖和
传统手工艺是中华传统文化的
无糖两类，以适合各类消费群
重要组成部分，许多传统手工艺在
体的需求，
市场逐步打开。
现实生活中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2017 年，作为手工藏糖州
和发展空间，在引领乡村振兴中发
级非遗传承人，白卡到北京参
挥着独特作用。用传统手工艺生产
白卡展示他们研发的曲克安哒产品。
加了传统工艺研修班和创业班
出来的产品要成为市场青睐的现代
的培训和学习，开阔了视野，拓
商品，必须有所创新，使其能够更好
展了创新传承传统手艺的思
地满足现代消费者的物质需求和精
路。回到玉树后，她着手研发
神需求。
曲克安哒新的衍生产品。2018
如何创新？三位“巾帼新农人”
年，她与一家生物科技公司合
的成功实践，
为我们提供了示范。
作，挖掘曲克安哒的护肤功能，
为了让传统耳枕焕发新生机，
孙
研发曲克安哒面膜。经过三年
建春从产品样式、
制作材料等方面进
试验，2020 年底，新产品获准上
行改良，使新耳枕更加实用和美观，
市，她的公司很快拿到了 23 万
能满足不同年龄段人群的需求。为
元的订单。
了让曲克安哒更受年轻人喜爱，
白卡
如今，
白卡的公司已入驻玉
加入红糖，降低其酸度，引进机械加
树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体验中心，
工，
使其口味更醇厚。边巴片多设计
他们生产的曲克安哒糖果、曲克
氆氇制品，在突出民族特色的基础
安哒面膜、
曲克安哒香皂等产品，
上，加入时尚元素，使产品受到年轻
除了在体验中心等实体平台售
人追捧。
卖，
还通过他们开的微店、
网店等
当然，
对传统手工艺和传统产品
线上渠道销售，
公司获得可观的
样式的创新，
前提是必须保持传统手
经济效益同时，
带动了当地牧民
工艺的核心技艺，
产品应该体现手工
增收致富。
技艺的个性化和唯一性。此外，
利用
传统手工艺发展相关产业，
必须研究
业效益也大幅增长。
“农村很多东西并不过
消费者的需求，搞活营销，让好产品
加入时尚元素，传统藏服受追捧
时，关键在如何利用。我们所做的就是把农
能够生产出来，也能卖出去，并且卖
村的一些老物件进行改良、优化，把它们推
氆氇是藏族手工生产的一种 羊 毛 织
出好价钱。
“巾帼新农人”
们的经验值
销出去，让它们更好地融入现代生活。
”
孙建
品，用来缝制藏族服装和服饰。西藏自治
得学习和借鉴。
春夫妇表示。
区日喀则市“巾帼新农人”、江孜县片多氆

深度研发，
手工藏糖增效益

宁夏盐池春雪文化产业园有限公司制
作的枕头和其他手工艺品。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史玉根
我国乡村富集了众多传统手工艺，一批
“巾帼新农人”通过挖掘传统手工艺的价值
和优势，引入现代元素，对其进行创新和产
业化发展，让一度边缘化甚至面临生存危机
的众多“老物件”
“ 老工艺”重新焕发生机。
作为传统手工艺的新生代力量，
她们活跃在
乡村振兴的舞台上，在传承传统文化的同
时，也带动了农民增收致富。

产业化开发，
千年耳枕换新颜

边巴片多讲述自己的创业经历。

耳枕曾是流行于北方地区的传统手工
产品，拥有上千年制作历史。宁夏回族自治
区吴忠市
“巾帼新农人”
、宁夏盐池春雪文化
产业园有限公司负责人孙建春和丈夫锐意
创新，使这一民间老物件重新
“活”
起来。
孙建春在吴忠市盐池县农村出生长大，
早年出外务工，经营家纺产品多年。2013
年，她和丈夫回乡创业，经营文化旅游产
品。刚开始，他们主要制作、销售普通的荞
麦壳枕头，产品缺少技术含量、附加值低，企
业利润微薄。一次偶然的机缘，
家乡的老物
件——耳枕进入他们的视野。
耳枕因枕头中间设有小孔以保护耳朵不
受头部压迫而得名，
具有一定的保健功能，
据
记载，其制作工艺已有上千年历史。但由于
缺乏创新，这一传统手工艺未能在当地发扬
光大。孙建春夫妇决定进行产业化开发。
不同于普通枕头，
耳枕的制作过程比较烦
琐，
难度更大。孙建春夫妇拜民间耳枕制作能
手为师，
边学边做，
领悟到这一传统手工艺的
精髓后，
开始对耳枕的样式、
孔数、
制作材料进
行改良：
传统耳枕的孔眼只有单孔、
双孔，
他们
增加孔数，
设计出6孔耳枕、
14孔耳枕、
24孔耳
枕，
以满足不同年龄段消费者的需求；
传统耳
枕面料颜色单调、
纹饰老旧，
他们设计有艺术
感的纹饰，
精心组合搭配不同色彩的面料，
使
产品更加美观；
传统耳枕的填充物主要是碎布
料，
他们增加了荞麦壳、
糜子、
薰衣草、
艾绒等
材料，
产品舒适度和保健功能更强。
几年间，孙建春夫妇研发设计出了 30
多种耳枕，产品投入市场后受到游客和消费
者的喜爱，一个普通的荞麦壳枕头仅卖 30
多元，而他们制作的耳枕最高卖到了 600 多
元。许多产品达到了手工艺品的标准，
被游
客买回家收藏。
如今，他们创办的文化产业园已成为集
旅游购物、民俗观光、研学教育、技能培训等
于一体的产业融合体，馆厅里展示的各种枕
头及其他工艺品、美术品琳琅满目，游客和
参观者络绎不绝。产业做起来后，孙建春夫
妇的公司带动了当地许多农村妇女就业，企

“ 这 是 我 的 选 择 ，更 是 我 的 职 责 ”
去年下半年，我被派往陕西省陇县堎底
下村担任村党总支书记助理。驻村不久，我
主动请缨，要求到村民家里动员发展产业，
宣传贴息贷款政策。村书记苟小红说：
“你
的想法很好，
我支持你！”
堎底下村由 4 个自然村合并而成，全村
有 1244 户 5189 人 ，是 全 县 数 一 数 二 的 大
村。我和 4 个自然村的负责同志一起，花了
两周时间走访了村里 400 多户脱贫户。出
乎我的意料，虽然路没少走，话没少说，但结

果不尽如人意。有的村民似乎根本没有意
愿发展产业，有的嘴上说愿意，却迟迟不见
行动。
我了解到村民刘建军有养殖经验，便去
动员他发展生猪产业。没想到老刘听到
“贷
款”
二字直摇头，
说：
“养猪可以，
万一猪肉价格
下来了，
亏了拿啥还贷？
”
工作没有任何进展，
我情绪非常低落，
苟书记安慰我：
“农村工作讲
究技巧，
耐心聆听，
真心服务，
让农户知道能够
得到切实利益，
他们自然会主动来找你。
”
第二天，我振作精神，联系村里的一名
致富带头人，
请他跟我们一同去刘建军家做

工作。果然，
这名致富带头人的一番话消除
了老刘的顾虑。随后，刘建军签订了 5 万元
贷款养猪。今年春节，他家卖了猪，收入增
加 1 万余元。在他的示范带动下，许多脱贫
户要求贷款发展产业，目前，腾退贫困户获
贷率已超过一半，不少家庭依托贷款政策，
搞起了种养产业。
去年 10 月 3 日凌晨，一阵雷声把我从睡
梦中惊醒，屋外狂风大作，暴雨倾盆。手机
响了起来，苟书记急促的声音传来：
“小张，
咱村里枣园路段一座桥梁被冲毁、大柳树路
段发生山体滑坡，
你赶紧往村上走！”

■ 叶金福

前段时间，一些地方政府的相
关部门发出公开信，号召农民朋友
积极开展撂荒耕地复耕复种，为提
高粮食自给率、保障粮食安全做出
更大贡献。看到这些新闻报道，笔
者深有感触。
近年来，各地加大了对耕地撂
荒现象的治理，但一些地方仍有部
分耕地被撂荒，
究其原因，
既有劳动
力不足的客观制约因素，也有农民
种植积极性不高的主观制约因素。
因此，
笔者以为，
遏制耕地撂荒仅仅
发几次公开信远远不够，还需要多
方发力。
首先，
政府部门要发力，
通过给
政策、
帮促销等多种方式，
提高农民
朋友的种粮积极性。其二，农技部
门要发力，一方面要加大农业科技
推广和农技服务的力度，帮助农户
实现粮食增产增收，另一方面也要
按照
“宜粮则粮，
宜经则经”
的原则，
引导农民朋友因地制宜调整种植结
构，发展优势产业，实现粮经互补。
其三，法律也要发力。有关部门和
村组织要加大监督力度，对耕地长
期撂荒而又拒不复耕的，应依法给
予承包者一定的处罚或暂时收回其
承包权，
督促其复耕复种。
当然，农户自己也要给力。比
如，有些农户如果确实因劳动力不
足而无法耕种，
应主动以流转、
代种
的方式，把自家的耕地交给本村或
邻村有能力的村民去耕种，
这样做，
耕地不撂荒，自己也能获得土地租
金收益。
耕地是农业发展之基，也是农
民的安身之本。笔者相信，
只要政府部门、
农技部
门、
村组织和执法部门共同发力，
农户积极配合，
从
而形成合力，
就一定能有效遏制耕地撂荒的现象，
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贡献。

兴农 富民
四川内江：

西瓜种出品牌效应
立夏前后，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郭北镇的西
瓜陆续进入成熟期，
瓜农们每天忙着采摘、
运往市
场销售。
郭北镇有种植西瓜的传统，
由于土质好，
又实
行了科学种植，所产麒麟瓜皮薄个大、含糖量较
高，
被四川省有关部门评为
“优质西瓜”
，
形成品牌
效应，
产品不愁销。近年来，
郭北镇引导西瓜种植
户成立专业合作社，
打造西瓜种植基地，
实行统一
种植、
统一技术、
统一管理、
统一品牌销售模式，
促
进西瓜产业健康发展。目前，郭北镇西瓜种植面
积稳定在 3200 亩，
平均亩收入达 1.5 万元。
兰自涛/摄

农技 新知
亩产超 400 公斤，含油
量达进口油菜水平

油菜新品刷新
长江流域高产纪录

驻村 手记

■ 张文新

三农 时评

遏制耕地撂荒需多方发力

挖掘传统手工艺的价值和优势，引入现代元素，对其进行创新和产业化发展，一批“巾帼
新农人”
在传承传统文化的同时，
也带动了村民增收致富——

我马上套上衣服，从镇政府赶到村里，
和村干部们分头行动，挨家挨户动员群众
撤离，疏通拥堵路段，在断道处设置警示
标志……由于处置及时，村里的群众都平
安无事。这件事过后，
我走在路上总会有村
民热情地和我打招呼。
我刚来村里时，有村民议论说：
“研究生
娃娃咋来我们村？可惜了！”现在如果还有
人这样议论，
我会自豪地回答：
“这是我的选
择，
更是我的职责。”
（作者为陕西省陇县堎底下村党总支书
记助理）

近日，
中国农科院油料所联合襄阳市农科院，
现场测产油菜新品种“中油杂 501”。经过测算，
该品种的油菜籽单产达到每亩 419 公斤，刷新了
长江流域油菜的高产纪录。
“中油杂 501”是中国农科院油料所攻关 11
年的新品种，
在前期全国油菜新品种试验中，
连续
两年荣获油菜籽产量的单产第一，
拥有抗病、抗倒
伏和更加适合机械化种植的优点。每亩地的油菜
种植密度，也从 1.5 万株提高到了 3 万株。专家表
示，
“中油杂 501”的含油量达 50%以上，在国内的
油菜品种中名列前茅，达到了进口油菜含油量的
水平。目前，
中国农科院油料所正联合相关企业，
加速
“中油杂 501”
大规模种植推广。
（据中国农科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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