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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贵定县云雾镇的茶山上，年轻茶人杨庚洪一
路教记者如何分辨不同的茶叶类别、炒茶的技巧、泡
茶的温度……他对茶叶的熟识程度让记者折服。

1996年出生的杨庚洪在云雾算起来已经是个资
深的“老茶农”了。他自小生长在贵定“云雾贡茶”之
乡，祖祖辈辈都种茶制茶卖茶，从小耳濡目染注定他
与茶结下不解之缘。

“我的父亲杨国能是贵州省黔茶工匠，母亲潘英
慧是贵定县百名制茶工匠，我从16岁开始学习制作

‘云雾贡茶’，至今已有10余年，如今采茶、制茶已经
成为了我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杨庚洪说。

谈及千年“云雾贡茶”，年轻的杨庚洪言谈举止
间无不散发出满满的自信。“‘云雾贡茶’历史悠久，
早在隋唐时期，云雾茶曾为贡品供皇室宫廷品用，是
我们家乡特产。”他说，自己曾经当过厨师、去过工
地，但始终觉得回到家乡，传承祖辈的手艺，将“云雾
贡茶”的文化传承和发扬下去，才是他最终的归宿、
追求和梦想。

2019 年，在外飘荡多年的杨庚洪作出了选择。
他来到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茶学系进修，经过两
年的理论和实操学习后，带着知识和技术回到了深
山里，一心种起了茶叶。“虽然从小在茶的陪伴下长
大，但刚回到家乡学茶的时候，才真正了解了茶人的
不易和艰辛。”杨庚洪乐观地告诉记者，尽管制茶的
过程中会遇到一些小挫折，以后的发展也会不免遇
到困难，但是都没关系，总会慢慢解决。

茶，一片看似简单的“树叶”，从种植、管护、采
摘、制作，每一个过程都能看出茶人的性格和手艺。

“我喜欢参加各类茶赛，也喜欢比茶、斗茶的方式，希

望通过结合外面的工艺加以改进、取长补短，把‘云
雾贡茶’做得更好。”杨庚洪说。

“云雾贡茶”的传统手工制作可归纳为“三炒三
揉一烘干”。杨庚洪说：“回想起自己16岁时炒糊的
第一锅茶，到现在 10余年过去了，他将理论与实践
结合，基于传统的制作手艺开始创新，改变了传统的
茶叶干燥工序，使用‘先八成干出锅冷却，后回锅恒
温干燥’的方式，制作出的茶叶色泽翠绿、条索紧实，
深受消费者喜爱。”

流传千年的“云雾贡茶”传统制作技艺似乎正在
渐行渐远，像杨庚洪这样的年轻茶人，正成为延续这
项古老技艺的重要力量。“现代人，特别是年轻人，对
茶的审美和认识在不断更新。”杨庚洪作为州级云雾
贡茶手艺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一直致力于通过在
传承中进行创新，让非遗更加“年轻化”。

杨庚洪喜欢钻研“云雾贡茶”的制作新工艺、新
泡法，将常见的天然材料与之结合，搭配适宜的冲泡
方式，常常让顾客耳目一新。此前在罗甸百香果基
地参观时就激发了研制“百香果茶”的灵感。“通过多
次试验我发现，如果用百香果肉会把茶的味道盖住，
但用百香果壳的话，不仅能尝到百香果壳的清香，还
能保留茶的味道。”杨庚洪说，2021年1月，他研制的

“百香果茶”获得专利，还有将云雾红茶与竹叶结合
的“粽茶”，这些新款茶因为口味新颖、冲泡方便，目
前比较受大众欢迎。

提起新品探索的初衷，杨庚洪表示：“我们贵定
云雾有很多茶园，但是有些茶园春茶采完后，就不太
生产夏秋茶，如果用其他的材料搭配夏茶和秋茶，激
发出新口味，得到消费者的认可，那这样乡亲们的夏

秋茶就能利用起来。”
记者在云雾茶山上走访时发现，像杨庚洪这样

的年轻茶人寥寥无几，他的背影在茶山上显得有些
孤独。“村里大部分年轻人觉得通过种茶是看不到希
望的，所以都外出打工了。”相比起一些年轻人对大
城市的向往，杨庚洪显得很超脱，他认为“茶中自有
颜如玉”。

“我始终觉得，做茶就是要一辈子做下去的事，
决定了就要把这件事做好。”杨庚洪说，云雾贡茶从
历史传承中走来，对它若只保护而不使用，最后就会
失传、断片。为此，他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参与茶事、
发展茶业、带富一方。近日，“杨庚洪手工制茶大师
工作室”被命名为贵定县第一批名家工作室，他被龙
里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福泉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贵州水利水电学院、三都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等多
家职校聘请为讲师，传授学生种茶、制茶及茶艺本
领，目前已培训学生达400余人。

“除了以工作室为平台，发挥帮、带、传的作用，
帮助更多年轻茶人学习理论和实操。我还和一些传
媒公司合作，在抖音等新媒体平台上传播采茶制茶
过程，分享茶知识。”杨庚洪的网名是“茶的守护人”，
他说，非遗在于传承，更在于发展，希望更好地输出

“云雾贡茶”，培养更多的“云雾贡茶”传播者、带动更
多的群众增收致富。

三都，是全国唯一的水族
自治县，一个像凤凰羽毛一
样美丽的地方。这个从远
古迁徙而来的民族，经过
千年的淬炼，流传下了
无数瑰宝。在刺绣界享
有“活化石”美称的马尾
绣就是其中之一，成为
了水族妇女世代传承的
刺绣技艺。

在三都非遗项目体验
中心，映入眼帘的是陈列着用
马尾绣制作而成的服饰、包、鞋子
等商品，琳琅满目、各式各样。而一旁正
在忙碌搓制马尾线的正是本次记者的采访
对象——杨妹。第一眼吸引记者的是她身
上穿的衣服，与传统的马尾绣服饰不同，经
过她的改良，将深蓝色土布换成烟灰色涤纶
布料，在衣领、袖口、下摆、裤腿处绣上了凤
凰和蝴蝶图案，裤腿也一改往常的直筒设
计，换成了直筒开叉样式，时尚与传统相结
合让人眼前一新。

这是她自己做的第二件改良版的衣服
了，用了半年多的时间才做成的。“第一件改
良版的衣服我花了三年时间才做成，在我去
参展的时候被一位北京的游客买走了，当时
还舍不得，想着以后去参加活动就没有穿的
了。”她说，思考再三，认为这是一次向省外
游客展示水族马尾绣的好机会，便忍痛割爱
卖给了客人。

今年 33 岁的杨妹出生于三都中和镇，
这是水族马尾绣的中心流传地，妇女们心灵
手巧，几乎人人会制作马尾绣。从记事开
始，杨妹就拿着小板凳跟在奶奶、妈妈身后
帮忙搓马尾线。因为家里条件不好，只读了
小学三年级的她被迫辍学回家帮忙做农活，
也是从那时起，她就开始跟着家人开始学习
制作马尾绣。2009年，她出嫁了，在婆婆及
祖母的指导下，制作马尾绣的技能得到了很
大的提高，也融入了新的手法。马尾绣的做
法极其复杂，需要把一缕马尾毛仔细地用彩
线缠绕，再用古老的扎针、乱针等刺绣手法，
造成立体感特别强的精致图案，从搓线、描
纹到绣图，一共要经过几十道工序，一件衣
服可耗时几年时间。2015年，她加入到三都

水族自治县凤之羽民族文化
传播有限责任公司，在这里，

她正式开始了她的专职绣
娘人生。

2019年，法国贵州商
会想从该公司订制两件
马尾绣礼服，在合适的
时候作为礼品送给法国
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

的夫人。“我们都觉得很自
豪，这是将水族文化推向国

际的一次重要契机。”她说，自
接到订单后，杨妹就带着绣娘们就

围坐在一起，讨论设计的款式及元素。鉴
于法国总统夫人身份的特殊性，为她定制的
服饰不能按照传统的绣制思路和方法，这就
加大了绣娘们的工作难度。“衣服的布料很
薄，一般的衣服需要三根马尾搓成，这件衣
服我们缩减到一根，如果是马尾放不好，稍
有出入都要拆下来重新做。”杨妹说，从服饰
款式设计到制作用料，从穿着搭配习惯到场
合运用，都需要一步步与对方沟通交流，由
于时差的原因，为了使交流反馈能及时得到
修改，深夜加班制作成为绣娘们的家常便
饭。

目前，这两件衣服已制作完毕送到法国
贵州商会，正在等待恰当的机会再将这件精
心绣制的华裳送到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夫人
的手里。

作为新生代的绣娘，这个瘦小灵动的女
子致力于推动马尾绣创新，在传统技能技艺
技法的基础上，融入了一些新的手法，多了
文化理解，广受好评。近年来，她曾获得中
国（贵州）国际民族民间文化旅游产品博览
会能工巧匠优秀奖、“圆梦锦绣-巧手脱贫”
第五届贵州省妇女特色手工技能暨文创新
产品技能大赛刺绣类优秀奖等奖项，以及贵
州省“最美劳动者”、州级马尾绣传承人等称
号。

择一事，爱一行，做一生。她希望更多
人能穿上她和她的绣娘姊妹们制作的衣服，
让更多人喜爱上水族文化、喜爱马尾绣。同
时也希望通过她和绣娘们的努力，马尾绣产
业能做得更大走得更远。

“家人们，今天我们编一个简单的杯垫，
制作关键是要把竹片压紧，每一格对整齐，一
步错，步步错。”

在荔波县瑶山古寨景区，100 多平方米
宽的竹编工坊里氤氲着竹香，一件件竹编艺
术品琳琅满目。桌上的手机正开着直播，桌
子边，荔波县竹编非物质文化传承人姚优凤
和她的徒弟谢少花正一边编着竹编，一边向
网友普及竹编手工艺。一把刀子、一张桌子、
一片竹子，一挑一压，来回穿梭……

这个33岁的布依姑娘，从20岁跟着竹编
大师陈云华学艺至今，已经在竹编手艺上浸
润了13载光阴。13年前，她前往四川青神学
成归来后，成为当地将传统竹编背篓、簸箕转
变为竹编画、饰品等手工艺品，变基础经济为
文化经济的第一批人，将她对竹编的热爱编
织进了人生。

放弃大学梦 走上竹编路
1989年，姚优凤在荔波县黎明关水族乡

尧所村出生，作为家中的老二，这个女孩被父
母取名优凤，如其名一样，望其优秀出众。

姚优凤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从小乖巧
听话，读书勤奋，高考那年，她取得不错的成
绩，考上了大学本科。当时教育条件落后，一
个农村小姑娘考上大学，这在当地实属罕
见。一家人正沉浸于欣喜之中时，一个念头
却在她心里逐渐萌芽。

上世纪 80 年代的尧所，人多地稀口粮
少。姚优凤的父母算是当时晚育的一批人，
家中缺少劳动力，家庭贫苦，食不饱腹，看着
年迈的父母和家中破旧不堪的土房，姚优凤
做下了一个决定——放弃读大学。在很多人
看来，不读大学十分可惜，但对懂事早的姚优
凤来说，减轻家中的负担比自己的大学梦更
重要。

2008年，年仅19岁的姚优凤只身一人远
赴广西环江工厂打零工。进厂的生活，流水
线，没前途。她在心里想着：我不能一辈子这
样打工。

当年，荔波县是国家林草局在贵州的定
点扶贫县之一，而1988年5月，国务院将茂兰
保护区批准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009年2
月，从广西回乡过年的姚优凤经荔波县茂兰
保护区管理局工作人员张雁泉引荐，报名参
加了国家林草局国际竹藤网络中心定点帮扶
荔波的扶贫政策：面向茂兰保护区招收20个
竹编学员，踏上竹编学习之路。

姚优凤没有想到，这次的竹编学习，彻底
改变了她今后的人生轨迹。

漫漫创业路 坚持走到底
荔波是以喀斯特为主的山区，地形地貌

复杂，环境气候多变，给竹类植物的汇聚和生

长创造了有利条件，因此竹子种质资源丰富，
竹林面积分布广。全县各民族对竹材利用有
着悠久的历史，几乎家家都会用竹编凉席、凉
枕、箩、筐、篮等生活日用品，荔波凉席更是因
其特有的柔软度和可塑性声名远扬，远销国
内外。

2009年初，姚优凤在内的20名学员来到
了被誉为中国竹编艺术之乡的四川省眉山市
青神县学习，见到了国家级非遗——青神竹
编。没想到竹子除了做凉席，还能编成这么
精致的竹编工艺品。此次学习，让姚优凤大
开眼界。

在青神学习期间，姚优凤有幸师从“竹编
工艺美术大师”陈云华先生学习平面竹编，从
选竹、划竹取材到手工编画，逐渐学会了用

“细如发丝”的竹丝一针针勾出图画。
因为学习心得而发现了姚优凤的好文

笔，云华先生甚至邀请她留在青神工作，但姚
优凤毅然拒绝了。或许是看到了与自己性格
的相似之处，姚优凤对云华先生成立云华竹
旅有限公司的自立自强之劲敬佩不已：“云华
先生能用一片竹子打出自己的一片天地，我
们也可以。”

在青神60天的学习经历，让姚优凤看到
竹编工艺的巨大前景。学成返乡后，她一刻
不歇地找到一同去青神的其中 9位女学员，
于 2009年 7月联合成立“荔波茂兰喀斯特竹
制专业合作社”，准备利用学习的竹编技术和
家乡大量可再生的竹资源，开发竹编旅游工
艺品，10位“娘子军”就这样满怀信心地开启
了创业之路。

创业，想着容易做着难。资金、人脉、场
地什么都没有，只会技术。正当她们一筹莫
展时，茂兰保护区向她们提供了场地与启动
资金，解决了燃眉之急。

有了场地，新的问题随即而来。在农村，
老一辈都是用竹编做生活用品，竹编手工艺
品在当地属于新品，大家都不看好也不接受
这个“外来东西”。姚优凤依然和社员们只顾
埋头编产品，却根本卖不出去，资金只出不

进，很快陷入了捉襟见肘的境地。最难的时
候，姚优凤包里100元都掏不出来。

看不到盈利，亲戚朋友、旁人都一度以为
姚优凤她们这是“传销”，姚优凤的父母甚至
用断绝父女关系的方式逼迫她放弃这条路，
合作社里已成家的社员也受到来自配偶的

“不回家就离婚”的压力，加上长期见不到盈
利，大家相继退出，合作社10位成员只剩下3
位。然而这丝毫没有动摇姚优凤的心，她从
没想过服输。

连续好几年，竹编产品没有生意，为了谋
生，姚优凤做过学生辅导员，在宵夜摊打过临
工，闲余时间依然坚持做竹编，四处参加展
销、各类比赛，推广产品之余，还邀请到陈云
华先生来荔波培训，渐渐地，姚优凤编织用的
竹丝越来越薄，最薄的“薄如蝉翼，细如发
丝”，只能用针挑。

多年来，姚优凤四处开拓的竹编市场终
于在2010年春节前夕取得突破性进展，在荔
波举行的春季梅花节上，她们的竹编产品在
展销上“一炮而红”。第二年，荔波县大规模
组织技能培训，姚优凤等合作社成员开始被
邀请作为专家深入荔波、铜仁、凯里等地的乡
镇、学校开展竹编培训，竹编工艺也在荔波全
县遍地开花。

转变旧模式 传承新文化
2013年，乘着荔波旅游业进入“大发展”

阶段的“东风”，姚优凤在荔波县城人民广场
租了一个 20平米的门店，开始走小型、大众
化的竹编工艺品经营之路，因为客流量大，她
的产品因有当地特色而深受游客喜爱，生意
越做越红火。

为了不断提升技能，姚优凤先后又去青
神县学习了 2次，包括平面竹编、瓷胎竹编、
灯笼竹编等，结合学到的技能，她开始尝试制
作不同的产品。这些年来，由竹编技术衍生
创作了竹编茶具、灯具、饰品等新产品。

2021年，姚优凤把店铺开到了荔波县瑶
山古寨景区。去年来，受疫情影响以及文旅
市场的变化，姚优凤将单纯的生产竹编产品
向研学体验、夏令营等方式转型，将产品制作
定位转向简单化，让游客自行体验制作。

如今，姚优凤每天都在自己的抖音里沉
浸式直播做竹编，粉丝们也默默给她关注点
赞。竹编工艺看似简单，却极其繁琐。选竹、
砍竹、破竹、编织……“手艺活，要精细，不急
不躁。”她说，传承文化是融入发展潮流创新
性的传承，不是照搬照抄，50 元体验制作一
个杯垫比30元买一个杯垫有意义得多，让人
学习技术而不是只给他们看产品，让更多人
了解这门手艺，这也是手工技艺的价值所在。

杨庚洪：

千年云雾贡茶的守护人
文/本报记者 牟泗亭 图/本报记者 肖伟

姚优凤：

竹编创造人生
本报记者 朱丽

杨妹：

创新传统手艺“绣”出精彩人生
本报记者 韩延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