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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阳潮扇工艺非常复杂，包括车扇
柄、选材、去竹青等 19道制作大工序，近
50道小工序。一名熟练的手艺人至少要
用4天时间才能做好一把潮扇。

“制作潮扇，其灵魂在于‘丝和编’，
一把扇子，最少要用 144根竹丝，每根竹
丝的直径在0.3毫米至0.5毫米之间。”在
德阳潮扇第四代传承人杨占勇的工作室
里，他边向记者介绍边拿起一把倒葫芦
形的潮扇，扇面上有一位用蜀绣绣出的
古代仕女，图案来自绵竹年画。而蜀绣、
年画均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加上
2007 年被评选为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
产，一把德阳潮扇包含 3 项非物质文化
遗产。

一把扇子三项“非遗”

德阳潮扇，曾经因为销声匿迹几十
年，致使知道的人越来越少，从事这门技
艺的人就更少。

2011 年以前，在百度上输入“德阳
潮扇”4 字，上万条词条中排名第一的是

“德阳潮扇不能养家糊口”，这成为德阳
潮扇第四代传承人杨占勇对制作潮扇的
最初认识。

上世纪 30年代，杨占勇的爷爷杨三
金成为德阳潮扇第二代传承人陈昌全所
开扇庄的账房先生，随后杨三金让其子

杨功源跟随陈昌全学习制作潮扇，并成
为第三代传承人。学成之后，杨功源回
到德阳黄许镇独立开设了扇庄，一直经
营到 1958 年公私合营。其间，生意红
火 ，靠 制 作 潮 扇 ，一 家 人 过 着 不 错 的
日子。

随着更换工作，杨功源不再制作潮
扇，直至 1990 年退休，他又重拾老本
行。“这门手艺我从小耳濡目染，但真正
决定学习是源于父亲的 4把‘老’扇子。”
杨占勇告诉记者，有一天父亲拿出 4 把
自己珍藏的潮扇，精致的扇面和精巧的
竹编工艺让杨家兄弟姐妹 4 人惊叹不
已。

“这是用机器编出来的？”杨占勇提
出自己的疑问。“纯手工，我可以从头到
尾做一遍给你看。”当杨功源把自己的

“绝活儿”亮出来，杨占勇心服口服并下
定决心学习制作潮扇。

从 1990 年到 2000 年，杨占勇一边
工作，一边跟父亲学习制作潮扇。“每次
回父母家吃过饭，我们围坐在一起，烧一
壶水，泡一壶茶，边喝茶边做扇子。”杨占
勇回忆说，从那时起，一辈子只为一把扇
子，既是他的爱好所在，也是作为德阳潮
扇传承人的责任与担当。

德阳潮扇价值几何

曾经，德阳潮扇不花钱也可以得到。
“2000 年以后，靠朋友、亲戚介绍，

总有人到家中请我们做扇子，我们分文
不取，逢年过节人们就提着烟、酒甚至衣
服上门感谢。”杨占勇回忆，近 10年时间
里，靠着自己的积蓄和大家庭的支持，做
着自己喜爱的事，“能得到大家的认可让
我感到很满足”。

随后，德阳市旌阳区文化局推荐杨
功源、杨占勇申报市级、省级非遗传承
人。2009 年父子俩均被评为德阳市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2012 年杨
占勇获评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德阳潮
扇代表性传承人。

有时，德阳潮扇可算是价值不菲。
成为省级非遗传承人后，杨占勇有

了出去走走、看看的想法。2009 年，他
带着2把扇子“闯”北京。

2009年7月份，炎炎夏日，北京后海
边微风轻拂，让人感觉到些许凉爽。杨
占勇选了一条石凳坐下，把 2 把制作精
美的潮扇摆在一旁。“不一会儿，来了 2
位外国游客，虽然语言上无法沟通，但一
看他们的眼神和动作我就知道他们喜欢
这 2 把扇子。”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杨占
勇每把卖1600元，对方没有还价便爽快
地买下了。

这一次偶然经历打开了杨占勇的视
野，也让他更加坚定潮扇是有市场的。
他决心在传承中创新，让这门古老的技
艺散发出新的光彩。于是，原本只闷头
做扇子的杨占勇，以选择参赛的形式让
潮扇走上“擂台”，走向全国。

要传承更要创新

潮扇这门拥有高端文化艺术品位的
纯手工工艺正在经历着艰难的传承复
兴。一方面，需要后人固守传统的制作
技艺，另一方面，更需要探索跨界融合与
创新。

“记得 2012年第一次参加全国旅游
商品大赛，我连四川地区的铜奖都没拿
到，多少有些让人灰心。于是，我通过省
旅游协会找专家出主意。专家帮我分

析，原因是输在缺乏创新。”杨占勇说，随
后的 5 年，他和他的德阳潮扇在制作创
新这条路上狂奔。

2017年，杨占勇将大熊猫、三星堆青
铜人像等四川元素用竹编的形式在 6把
扇子上展现出来，使潮扇既保留了传统的
制作工艺，又让扇面在绘画以外有了不同
的呈现形式，这6把潮扇获得了当年中国
特色旅游商品大赛金奖。2018 年，杨占
勇凭借名为相思盏的竹编灯，又获得
2018年中国特色旅游商品大赛金奖。

“丝和编是潮扇的魂，任何创新都离
不开。但这并不妨碍用潮扇作为载体以
不同形态呈现在人们面前。比如，车挂、
项链、木雕……潮扇文旅品走进千家万
户，不仅可以收藏，同时还具备一定的实
用性，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杨占勇说，
他现在招收学员，尤其是年轻学员，会告
诉他们“潮扇不能养家糊口”已成历史，

“只要坚持传统和创新两条腿走路，不仅
能养家，还能把日子过得更好”。

目前，杨占勇已经开办了 2 期农民
夜校，学员多为乡村留守妇女。“我免
费传授她们潮扇的制作技术，学会以后
还提供原材料给大家编织，做成后再以
每把 50 元的价格回收。做得多，每个
月有上千元收入。”杨占勇告诉记者，
以前没有宣传出去，单打独斗，产品不
好卖。“现在从业人员多了，生产有了
保障，我有了更多时间去创新、去开拓
市场。”杨占勇介绍，从 2015 年开始，
他通过公司化运作，开发出种类不同的
潮扇工艺品，如今他的公司年销售收入
达100多万元。

在杨占勇看来，文化需要传承，匠心
更需坚守，在坚守中寻求创新。唯此，坚
守才不会成为独守。

德阳潮扇第四代传承人杨占勇——

一辈子只为一把扇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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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满草原、大爱润人心的“中国好
人”、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
呼和浩特站“峻屹爱心服务队”队长李峻
屹，去年肩负起呼和浩特站下辖三等站
东胜东站副站长的重任。东胜东站是旅
客去往成吉思汗陵和库布齐沙漠游玩的
首选车站。为此，李峻屹常常提醒自己，
服务旅客不能有丝毫马虎，新站要有新
风貌。

在呼和浩特站“峻屹爱心服务室”
中，一直存放着一本《峻屹日记》，里面记
载着过去几年服务旅客的点点滴滴。

1993 年，李峻屹走上铁路客运岗
位，每天与形形色色的旅客打交道。“想
要做好服务工作，需要面对的第一关就
是当好旅客‘出气筒’。”至今，李峻屹还
记得第一次服务旅客的经历。

那天，李峻屹用轮椅推一位老大爷
进站，陪同的一位男士口气生硬地要求
李峻屹再拎上2个约5公斤重的行李箱，

言语间带着奚落。李峻屹回忆说：“当时
心里觉得很委屈，这工作也太难做了，情
绪波动很大。”

每当情绪不好的时候，李峻屹就反
复琢磨父亲的话：“在家千日好，出门万
事难。别人遇上困难，你搭把手、助把
力，这是应尽的义务。”经过一次次努力，
李峻屹终于听到了旅客发自内心的称
赞：“小伙子真是个好人！”

“多换位思考就更能相互理解。每
一次‘碰钉子’，都是走向成长成熟的
经历。”他常鼓励自己。

默默地付出汇聚起爱的河流。李峻
屹总是开心地说：“服务旅客，不仅是工
作，更是我的快乐。”

2015 年 12 月份，李峻屹荣登“中国
好人榜”；2017年，荣获中华全国总工会
春运“情满旅途”先进个人、第五届内蒙
古自治区道德模范等荣誉。

“峻屹爱心服务队”保存着旅客刘雯

写来的一封感谢信。信中说：“变样了，车
站里出现了好多带着‘峻屹爱心服务队’
臂章的年轻人。我一进站，就有个叫沈明
辉的工作人员帮我拉行李、抱孩子，一直
送我们上车。头一次感觉坐火车像回
家。”感谢信的落款时间是2014年。

这一年春运，由李峻屹担任队长的
“峻屹爱心服务队”在呼和浩特站成立。
寒来暑往，李峻屹带着队员忙前忙后，做
老年旅客的“儿子”、残疾旅客的“拐杖”、
盲人旅客的“眼睛”……每一次服务都蕴
含了太多故事。

服务队刚起步那年，队员们工作经
验不足、服务技能欠缺，许多旅客不买
账。但李峻屹和队员始终不气馁，用行
动践行着“爱心相助、情暖旅途”的服务
承诺。

通过实践摸索，李峻屹和队员们总
结出“责任多一点、微笑多一点、耐心多
一点、奉献多一点、爱心多一点”的“五个

多一点”服务理念和七项服务措施及
“6S”服务品牌等一套服务“秘诀”：引导
盲人旅客要走在斜前方，用胳膊卡在旅
客胳膊肘；服务坐轮椅的旅客时，遇到地
面障碍物应该先过大轮再过小轮……

俗话说，锦上添花不是情，雪中送炭
才是爱。但“峻屹爱心服务队”的队员们
每天都在重复着雪中送炭的爱。“峻屹爱
心服务队”成立 4年来，累计帮扶旅客近
万人次，收到锦旗 30 多面、表扬信上百
封、表扬意见近千条，与600多名重点旅
客保持长期联系，先后获得全国工人先
锋号等荣誉称号。如今，“峻屹爱心服务
队”队伍不断壮大，遍布管内呼和浩特
站、呼和浩特东站、准格尔站以及东胜
东站。

“世界上有很多东西越分越少，唯独
‘爱’越分越多。”李峻屹说，这不仅是自
己最喜欢的一句话，而且深深影响着队
里一批又一批年轻队员。

李峻屹：

默 默 付 出 汇 聚 成 爱
本报记者 王轶辰

初春，南疆雪融，浅草
萌生。玉斯屯克阿依库勒
村村委会大院格外热闹，
4 名驻村干部和村民围坐
在一起，每人一杯清茶，正
在热络地“说事”。

玉斯屯克阿依库勒村
坐落在新疆阿克苏地区阿
瓦 提 县 ，地 处 阿 依 巴 格
乡。2 棵与共和国同龄的
白杨树是该村“地标”，树
下是“民情说事点”，乡亲
们有啥难事、建议，都来这
里反映。

“群众身边无小事，做
群众工作就得抓细抓小
抓实。”驻玉斯屯克阿依库
勒村工作队来自阿克苏地
区卫健委，工作队队长、村
党支部第一书记王馨说，
党员和群众之间要心贴
心 ，不 能 有 堵“ 冷 漠 的
墙”。“民情说事点”就是群
众说话、办事的地方，是政
策问询点、民情征集点、便
民服务点、矛盾化解点、怨
气排泄点。

去年西红柿销售难的
问题，就是通过“民情说事
点”解决的。接到村民反
映，工作队立即走访调查，
联系县里超市、小区蔬菜
销售点以及电商平台，帮
助乡亲们拓展销售渠道。

“产量上来了，销售却犯
难，效益上不来。”村民吐尼亚孜·艾合买提告诉记者，
多亏了“民情说事点”畅通销路，去年他家 2 个西红柿
大棚纯收入超过1.3万元。

村党支部书记热比耶·麦麦提是“民情说事点”负
责人，兼任信息收集员，在与乡亲们交流中得知，大家
对电线老化、电压不稳意见很大，于是她马上和2名村
民代表去供电部门反映。不到一周时间，问题就得到
了解决。“要不是认真了解情况及时办理，这事还不知
道拖到啥时候呢。”王馨说。

阿克苏地区温宿县喀拉萨村有间“石榴籽工作
室”，与“民情说事点”相似，也定位于收集民情、解决民
忧。喀拉萨村位于克孜勒镇，地处城乡接合部，流动人
口多。过去，因房屋拆迁、土地承包、民工工资拖欠等
问题，各类矛盾交织。

自治区信访局驻喀拉萨村工作队队长、村党支部
第一书记刘勇介绍，该村原党支部凝聚力不强，乡亲
们遇到问题就去上访，“上访”成了群众口中的高频
词。对此，工作队决心推倒干部与群众之间这堵“冷
漠的墙”，将矛盾化解在田间地头，于是成立了“石
榴籽工作室”。

按照“谁接待谁负责，全程跟踪督办”的原则，
“石榴籽工作室”建立了“首办负责、书记督办、多
方参与、定期回访”的工作方式，制定了答复程序、
办理程序、销号程序及反馈问题处理程序。驻村工作
队员和村党支部成员每天收集辖区内社情民意，每周
五到困难多、矛盾多、群众意见多的村民小组倾听群
众诉求。

村民喀吾力·伊不拉音家因病致贫，“石榴籽工作
室”动员全村党员捐款，为其协调办理了临时救助，申
领最低生活保障，还帮助他联系了乌鲁木齐市医院医
治。经过治疗，喀吾力·伊不拉音身体已完全康复，一
家人重新拾起了生活的信心。

“在基层要先学会说话。”驻村干部感慨道。阿克
苏地区乌什县前进镇有个托万克麦盖提村，自治区党
委组织部驻该村工作队队长、村党支部第一书记李科
琼认为，官话、套话也是一堵“墙”，与基层群众交流，就
要说百姓听得懂的“大白话”。

为更好地解决群众牵肠挂肚的问题，这个工作队
成立了“365工作站”，一年365天每天都接待群众，群
众不满意“问题不销号”，对群众诉求件件有回复。工
作站负责人吐尔逊那依说：“我们在工作中就说大白
话，群众听得懂、听得进去，才会拉近与群众的距离，工
作才做得通、才更有效。”

“种植黑木耳儿，不用去跑腿儿，翻翻小菌棒
儿，收入打成捆儿”“红枣卖得好，不仅靠漂亮，更
要靠质量”“合作医疗好，个人出钱少，政府补助
多，报销比例高”……连日来，记者在阿克苏地区乡
村采访，这些“大白话”频频入耳，生动质朴、余味
悠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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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在玉斯屯克阿依库勒村“民情说事点”讨论问

题。

本报记者 乔文汇摄

本版编辑 许跃芝 向 萌

图① 杨占勇在制作潮扇。 吉庆坤摄

图② 德阳潮扇的衍生品——麦秆插丝扇。 （资料图片）

图③ 这是一把新派德阳潮扇。倒葫芦形的扇面上用蜀绣绣出了

一位婀娜多姿的古代仕女，图案来自绵竹年画。蜀绣、年画均为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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