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开销路，苗家绣娘直播秀技

“这次疫情对养殖没有影响，

因为在年前我们就囤了足够的牧

草，但对销售影响太大了。”彭

美竹告诉记者，过年前是高峰期，

一天能卖出四五头牛，现在要好

几天才能卖出一头，老客户微信

下单，儿子开车送货上门，“比

去年同时段少赚了6万块钱。”

彭 美 竹 的 黄牛养 殖 基 地

建于临武县水东镇斗水坪村，

2009 年，在考察了当地的水草

资源和养牛习惯的前提下，彭美

竹主动选择发展畜牧养殖。“斗

水坪村地广山多，雨水匀称，宜

于草木生长，也有散养牛羊的

习惯。”但在彭美竹之前，村民

养牛都是零星散养，没有形成

规模化产业。同年 2 月，彭美竹

与村里签订了2000 多亩山岭土

地流转承包合同，开始了建简

易住房、打造简易牛棚和养牛

创业探索之路。现在，彭美竹

的养牛基地有固定员工 12 人，

临时用工每年达 2000 多个，工

人从牛场获得的工资性收入每

年达 50万元，基地还带动周边

100 多户养牛达 1000 多头，为

养牛户每年增收 80 余万元，同

时安置了60 多人就业创业。

彭美竹先后获得临武县“模

范共产党员”、2018 年湖南省首

届“十佳农民”、郴州市“三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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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双峰县农业农村局
确保农民工工资发放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邓婷）近日，为确保农民工工资

准时足额发放，双峰县农业农

村局把农民工工资发放作为践

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专

项主题教育活动的重要政治任

务来完成。

成立了治理拖欠农民工工
资领导小组 , 设立了专门的
办公室。

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按时给
付农民工工资的宣传活动 , 使
得每个农民工及涉及农民工工
资发放的企业对相关政策和法
律明明白白。

对于局发包的工程农民工
工资发放情况进行了详细、
彻底的调查摸底 , 做到了底
子清、任务明确。

对有拖欠农民工工资迹象的
对象进行了约谈，并要求他们
签订了保证按时支付的承诺书。

多方筹集和争取资金 ,
确保各项项目款按照合
同和进度足额及时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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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好牛，她防疫养殖都“好牛”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罗雅洁 

“ 目 前， 我 们 还 在
参与抗击疫情的宣传拍
摄，负责绣标语和图案，
标语是‘青山一道，风
雨共担’，图案也是今
天才完成设计。”3 月 3
日，湘西七绣坊苗服饰
文化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长、“让妈妈回家”苗
绣基地负责人石佳告诉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自疫情爆发以来，苗绣
产品的接单和销售陷入
停摆，但她和绣娘们都
没有闲着，她们不仅为
抗疫工作捐款出力，还
改变了苗绣传统的销售
模 式。2020 年， 石 佳
被评为湖南省“三八红
旗手”。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罗雅洁 

“ 我 本 来 想 给 县 里
13 个乡镇负责防疫工
作的干部捐头牛的，但
牛肉不好处理和保存，
只能捐点钱略表心意。”
这句朴实的话语出自湖
南临武县兴旺畜牧养殖
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彭美
竹之口。3 月 3 日，她
在接受今日女报 / 凤网
记者采访时表示，自己
只是个“养牛的”，只
是为防疫工作尽了绵薄
之力。

红旗手”、市“优秀女企业家”、

市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2020

年，彭美竹被评为湖南省“三八

红旗手”。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水

坪村封村了，外面的人进不来，

里面的人也出不去。彭美竹和

儿子、媳妇，还有两个留守的

工人一起，照顾基地里的 360

余头牛。虽然销售受到影响，

但彭美竹说，“配合防疫工作

是我们应该做的。”捐黄牛肉未

果后，彭美竹给临武县慈善总

会捐了5000 元用于防疫工作，

又通过县女性创业群捐款 1000

元。

彭美竹还担任水坪村村联副

主席一职，在疫情期间，她每天

上午九点半开始在村里巡逻，举

着扩音器宣传防疫注意事项：“不

要聚餐，减少外出，出门戴口罩。”

时不时还得去村口的体温检测点

站岗，“我是一名党员，有义务

为村里 3000 多名村民服务。”

本版编辑／刘洋
首席视觉设计师／潘晶慧
E－mail:liuyang@fengon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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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7 月，石佳成立了湘西

七绣坊苗服饰文化公司，做的第

一件事就是“让妈妈回家”。

她聘请了非遗传承人作为指

导老师，发动留守妇女来公司

基地进行带薪的苗绣技能培训，

培训合格之后公司签订合同并

上岗。当地妇女们可以自主地

选择到基地来上班，或者是在

家承接公司的订单。

石佳在直播中，收获粉丝
点赞。供图 / 受访者

疫情影响销路，
她们开苗绣直播

“苗族人敬奉蝴蝶，称为‘蝴

蝶妈妈’，传说中她和水泡恋爱，

产下了 12 颗卵，其中的 11 颗

卵里分别孵化出世间万物，但

有一颗一直没有动静，后来蝴

蝶请了苗家的神鸟——‘姬宇

鸟’来帮忙，才把人类的祖先‘姜

央’孵化出来。这是苗家人关

于人类起源的故事，也是一个

高频率出现在苗绣中的题材。”

直播画面中，穿着苗族服饰的

绣娘一边刺绣，一边娓娓道来

关于苗绣图案的传说。

这名绣娘主播就是石佳，她

是湘西花垣县石栏镇雅桥村人，

2017 年开始回乡创业。“石栏镇

有 19000 多人，但留守儿童的

数量居然达到了 1200 人。因为

这里没有产业，大部分年轻人

为了生存不得已要外出打工。”

为了改变家乡现状，她决定——

回故乡、带老乡、建家乡。

石栏镇是一个苗族聚集地，

苗绣对于这里的妇女们来说是最

容易上手的技术，“而且苗文化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也在逐渐流

失，需要有人对这些非物质文

化遗产来做活态的传承和保护。”

截至2019年底，公司累计培

训绣娘 800 余人，签约带动 486

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132人，

累计使绣娘增收600余万元、发

放贫困户分红30余万元。

这次疫情爆发后，给苗绣产

业着实带来不小的影响。石佳

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3 月

2 日公司才开工，北京、济南、

湘西共 5 个店面至今仍未开业，

绣娘们虽然可以继续在家刺绣，

但公司已经接不到订单了。

怎么办？传统的销售模式

在疫情面前行不通，石佳决定：

做网络直播。

“目前，我们才播了两次，

抽了三名幸运观众送出苗绣产

品，每次的点击量在两万左右，

我还是比较满意的。”石佳说，

苗绣历史悠久，有很多有趣的

传说，所以不会让人觉得闷。

3 月 3 日，石佳和一家网络

销售公司签了约，对方负责销

售。“以后我们的苗绣直播会在

更多平台铺开。”

直播不胆怯，
绣娘见过大场面

“我们的绣娘特别能接受新

鲜事物，在直播过程中，会大

大方方地展示苗绣技艺。”石佳

告诉记者，面对镜头，绣娘之

所以不胆怯，是因为她们一直

在紧跟时代潮流改变苗绣设计，

也因为她们的作品早已深受业

界肯定。

2018 年 5 月，石佳带着绣

娘作品参加了巴黎国际展。6月，

国际知名奢侈品爱马仕公司设

计师为七绣坊设计了 12 套苗绣

元素时装，由绣娘们亲手制作。

参加了法国波尔多业内时装秀；

同年 9 月，石佳作为非遗的代

表，在湖南省委副书记乌兰的

带领下出访波兰、捷克、比利

时，受到国外领导人亲切接见，

在交流的过程中让苗绣文化在

东欧绽放。绣娘作品被英国前

首相卡梅伦、罗斯才尔德男爵、

老挝文化部等客人收藏。

石佳说，随着苗绣的影响

进一步扩大，加上收入的增加、

社会的认同，绣娘们不再感到

自卑了。2019 年 4 月，她出资

培养的苗族设计师石巍携七绣

坊公司绣娘作品于北京国际时

装周完成独立首秀，惊艳全场。

“当看见自己的作品被设计师运

用到高档的现代服装上，箱包

上，瞬间变成了备受欢迎的商

品，绣娘们是非常自豪的。”

2020年3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