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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灯人：传布文艺灯火的使者
� � 2018 年 1 月 9 日，一个平常
的冬日上午。

这一天，灯火计划的“点灯
人”杨洋老师，正在收拾行装。 她
即将开始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
治州花垣县合兴村的驻地工作。

“点灯人”，其实是对“灯火
计划”文艺志愿者的一个亲切的
称呼。 每一位点灯人，将会根据
民众们的需求，到当地进行为期
一周的文化普及教学工作。

鲁迅曾经说道：“文艺是国
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
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 ”

而点灯人，则是传布文艺灯
火的使者。

苗家绣娘们的希望

80 后的杨洋，是一位时尚设
计师和刺绣专家。

早年毕业于人民大学经济
学、 从事金融投资行业的她，可
能也没有想到，有一天竟会被刺
绣这门古老而美丽的手艺吸引，
沉迷下去一发不可收拾。

现在的她，已经是掌握了一
百多种针法的“老法师”，并把刺
绣融入服装设计与皮具设计之
中。 同时，她还一直坚持做非遗
沙龙和非遗文化刺绣类的公益
教学。

这次，杨洋收到了一份来自
“灯火计划”的任务：湖南湘西花
垣县合兴村的苗家绣娘们，希望
得到一位既懂美学又懂刺绣的
老师的指点。

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
州的花垣县合兴村，是国家级贫
困县的贫困村。

它也是一个纯苗族的村落，
村中妇女传统的苗绣手工艺被
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当地村委和扶贫创客们，正
在努力尝试， 挖掘村里隐藏的
“苗绣达人”， 组织苗绣培训，并
开发苗绣的文化产品，希望通过
这些方法， 既保护了传统文化，
又能帮助村民们获得更多的经
济收益。

然而，如今的合兴村也面临
着乡土中国所面临的共同的问
题：村中劳动力大量流失，农产
品滞销，留守老人妇女儿童增多
……机器冲击下，绣娘们纷纷因

为手绣绣品没有销路而放弃了
绣衣的传统，村中的年轻女子更
是无人会绣。

而会苗绣的村民们，往往因
为文化程度不高，不懂美学与配
色，也不会自己绘制图样，更不
知文化产品的制作开发，难以做
出真正让市场青睐的产品。

她们需要一位老师，既能提
起她们对于苗绣的兴趣，给她们
足够的技能指导；又能开拓她们
的眼界， 达到美学修养上的提
升。 于是，她们在“灯火计划”的
官网上发布了这份需求，期待有
位老师能够点亮她们的“心灯”。

意想不到的问题

杨洋接下了这个任务。 她觉
得这是一份“非常光荣的责任”。

但这趟“说走就走的旅程”，
并不是那么轻松。

从北京坐卧铺到怀化，21 个
小时。

从怀化开车到花垣县，2 个
半小时。

从花垣县到吉卫镇，1 个小
时。

最后，因为不认识路，在吉
卫镇里转悠了一大圈，到村里时
又过去了 1 个小时。

运气比较好的是，火车到达
怀化的时间比较早（虽然火车晚
点，但还是在下午 1 点半到了），
总算赶在太阳下山前，抵达了村
子。 湘西这边都是山路，如果遇
到有雾或是雨雪冰冻，车辆就会
非常缓慢， 晚上行车就更是危
险。

在村民家吃了晚餐。 大家还
在庆幸路途挺顺利，准备一会收
拾下东西，把手机电脑拿出来充
充电，为明天的课程做点准备工
作时———

啪，停电了。
这一停电就是好几天。
杨洋说：“我设想过很多场

景，比如要徒步走山路；比如吃
住简陋，卫生条件差，网络信号
不好；比如我不懂方言，跟村民
们交流有困难……诸如此类的，
这些我都想过，我觉得都不是什
么问题。 但我确实没有想到会停
电。 我想，大不了停一天，怎么也
该恢复了吧。 没想到一停就是好

几天，大家手机都撑不住，彻底
跟外界‘失联’了。 ”

因地制宜的授课

好在之前跟绣娘们都沟通
好了， 约定了授课的时间地点。
到了第二天上午，绣娘们便陆陆
续续来到了村里的绣花厂。

说是“绣花厂”，其实就是一
间装修较好的农屋，里面摆放了
一些机器和材料。 当地的扶贫创
客陈旖雪跟我们说，他们把附近
几个村的绣娘们组织起来成立
了苗绣合作社，大家有时候就会
到这里来工作和学习。

正式的授课开始了。
最初大家还有点局促，不过

等杨洋把绣线材料都拿出来，现
场演示了好几个技巧之后，绣娘
们的眼睛立刻就被点亮了：

“老师您这是怎么做的？ ”
“老师您能不能帮忙在我的

布上画一个图样？ ”
因为停电，“绣花厂”里的光

线太暗，大家就都搬着凳子坐在
门口的水泥坪，围成一个圈。 杨
洋在中间，给大家讲每一个针法
和图样的细节。

“最开始听说村里有个便携
投影仪，所以做了 PPT，但是停
电了。 于是想找黑板直接画，但
村里哪里有这种东西？ 学校都在
镇上，粉笔也没有，后来都准备
拿煤炭在水泥地上画图了。 这时
支书不知道从哪里找出来了一
个旧纸箱，打开一看，白板、笔和
黑板刷都在，这才总算有了点上
课的样子了。 ”

那块白板，据说是很早以前
买的，但一直没人用，被搁在了
某个角落。 杨洋一边拆包装一边
笑：“这就是缘分啊！ 感觉像是专
门为我准备的。 ”

为了让大家能更快上手，杨
洋每教一种针法， 就画一个图
样，给大家练习。 很多绣娘不知

道怎么画，她就一个人一个人的
帮忙画过去。

“她们之前没有接触过美术
方面的知识， 也没念过多少书，
如果一味的讲美学讲理论，很难
听懂。 不如在实践中感受，看别
人是怎么做的， 怎么画图的，怎
么选线的，怎么配色的，用了什
么针法，然后照着做一遍，慢慢
的就会找到感觉了。 事实上，我
觉得她们的悟性，比我在城市里
遇到的很多学员都要好，而且很
认真，爱提问，有想法。 ”

有一天，村里面突然来电了。
“可以用投影仪啦！”杨洋很开

心，“这样可以展示更多的东西。 ”
可是绣花厂里没有一面平

整的可供投影的墙，更别说投影
布了。 这时候，那块被支书找出
来的白板又发挥了作用。

“你们可能想不到，我们把
包装里垫白板的泡沫取了出来，
做了投影的背景。 ”

参加这次教学活动的，既有
合兴村的绣娘，也有其他村落的
绣娘们。

村与村的距离并不近，而绣
花厂是在合兴村，因此远一点的
比如夯来村的绣娘，是靠着村干
部帮忙安排了面包车，从十几公
里外过来的。

近一点的，也要走上挺长一
段山路。

但大家都表现得非常积极。
每天上午十点半，夯来的绣娘们
就等在了门口。 湘西这边习惯一
天只吃两顿饭，所以杨洋通常都
是从 11 点讲课到下午 3 点，结
束后大家就回家吃晚饭。

当问到赶过来听课麻不麻
烦时，一位绣娘说：“老师从北京
过来，比我们走的路远多啦！ ”大
家都笑了。

温暖的告别

时间总是过得非常快。 很快

就到了驻地的最后一天。
这一天，杨洋给大家展示了

一张设计图。“这个就是把刺绣
做到包包上的效果，用的就是你
们绣出来的绣片。 ”

这是杨洋趁空闲时，拍了一
个绣娘的作品，然后用软件处理
一下做出来的示意图。

“我给大家讲针法，讲图样，
讲配色，并不是说要模仿我展示
的这些案例，我希望的是，大家
学会这些基础技巧后，能够创作
出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 苗绣本
来就有自己的特色，我希望大家
能够运用这些技巧，把民族特色
发扬得更好，把这份美丽的文化
传承下来， 并传递给更多的人
们。 ”

临走时， 大家在绣花厂门
前，拍下了一张合影。 几位苗家
的老奶奶，拍照前特意把自己的
银饰都戴上， 拍完了又取下来，
放回了包里，才知道她们平时都
不戴这么多饰品， 是听说要拍
照，才特意带过来的。

就在返程的路上，灯火计划
湘西的微信群里，夯来村绣娘写
的感谢信，支书拍了下来，发给
了灯火计划工作人员。

上面这样写着：“感谢我们
的苗绣老师从遥远的北京来到
这偏远的小山村，抱恙给我们上
课，老师，你辛苦了！ 谢谢你！ ”

“真的，完全没有想到（他们
会写信），感觉特别的温暖。 ”杨
洋 说 。 实 际 上 她 不 仅 是 抱
恙———出发前几天不巧重感
冒，过来时还没好，而且她刚刚
怀孕 2 个月。 当然，怀孕这事，
是她到了村里才跟灯火计划工
作人员说的。

“我就是怕你们太紧张才没
提前说， 其实我知道自己的身
体，肯定没问题。 ”杨洋很乐观，

“我想， 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选
择，我还是会来。 ”

（据鲁迅文化基金会）苗绣合作社的绣花厂

刺绣教学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