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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万根蚕丝编织，让开屏的孔雀光彩夺目

地毯、挂毯一般多用羊毛
在织机上织成，世界技能博物
馆征集到的一幅挂毯用的则是
天然蚕丝。这幅名为《祖国吉
祥》的丝毯展示了上海非遗金
山丝毯制作技艺，它出自上海
金山丝毯厂。

该厂是上海现有的唯一一
家手工丝毯厂，厂长程美华则
是上海非遗金山丝毯制作技艺
传承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中
国地毯专家、全国三八红旗手、
全国双学双比女能手、全国巾
帼建功标兵……

程美华带领厂里的工匠，
花费14个月，打了421200个8字
结，以6739200根丝线编织成了
这幅丝毯。

说起《祖国吉祥》的由来，
程美华娓娓道来：“2019 年召
开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
峰论坛，因为觉得丝毯和‘一
带一路’的主题很契合，所以
我很关注这个论坛。论坛的文
艺晚会有一出孔雀舞的表演，
这个表演一下子把我吸引住
了，那个灯光，那个舞台造型，
太光彩夺目了……”

陶醉在孔雀舞表演中的程
美华，脑中突然冒出了一个想
法：能不能在丝毯上留住这个
光芒万丈的孔雀的形象？

“最初，我将丝毯取名为
《璀璨光芒》，2020 年初突发新
冠疫情，很多人情绪低落，我就
想‘以艺抗疫’，将作品名字改
为《祖国吉祥》，祝愿祖国吉祥
如意，人民幸福安康！”

画大稿、算色、染色、配色、
编织……经过 12 道工艺流程
及 128 道工序，长 198 厘米、宽

137 厘米的《祖国吉祥》丝毯终
告完成，作品一如程美华当初
所想象的那样：孔雀开屏，光芒
万丈。

对于程美华来说，这是一
件里程碑式的作品。

“这幅丝毯用到了精编、中
编与粗编，这是一种新工艺，也
是我们第一次尝试在丝毯编织

中融合使用这三种编织方法。”
据程美华解释，丝毯中央的孔
雀为精编，往外逐步用到了中
编与粗编，“越往外，张力越大，
有一种绽放的效果。”

这 幅 丝 毯 的 完 工 花 了
14 个 月，但达到如此绚丽逼真
的效果，却是程美华一路走来
不断“推陈出新”的结果。

首先，从原材料来说，这幅
丝毯用到的不是江南的桑蚕
丝，而是北方的柞蚕丝。

更早前，金山丝毯厂用的
也是浙江产的桑蚕丝，直到上
世纪90年代。

据程美华介绍，上世纪 90
年代，手工丝毯制作进入高峰
期，这让丝毯的原材料——桑
蚕丝面临严重短缺。

面对这一困境，身为金山
丝毯厂厂长的程美华开始寻找
可替代的原料丝品，经朋友介
绍，她发现了北方的柞蚕丝。

“北方的柞蚕茧又黑又粗

又大，很多人都不敢用。但我们
还是想试一试，最后经过半年
的反复试验，试温度、试处理时
间、试工艺……最终让原料达
到了理想中的效果。”

不仅如此，程美华发现，处
理后的柞蚕丝比桑蚕丝更适合
用来制作丝毯。

“桑蚕丝更细软，立不起

来，柞蚕丝柔韧性更高，编织出
的作品立体感也更强；此外，因
为比较毛，柞蚕丝吸收颜色的
效果更好，染色后色泽鲜艳，大
大提升了丝毯丰富的表现力。”

从技法上来说，《祖国吉
祥》中用到的“编织融合”，也是
程美华的求新之举。

2008 年，程美华跟随中国
地毯商会前往迪拜参展。参展
期间，程美华去了一趟迪拜博
物馆。

“一进博物馆，迎面就看到
一幅布艺作品，以绒布为基础，
上面有弯折的铜丝，铜丝上挂
着玉石……立体感非常强。我
忽然有一种茅塞顿开的感觉：
通过编与织，丝毯是不是也能
变得这样立体？！”

此前数年，程美华一直琢
磨怎样才能让丝毯变得更有立
体感，苦于没有找到合适的方
法。迪拜博物馆的这幅组合布
艺作品，让程美华看到了解决

之道：将编融入织中。
传统丝毯主要采用“织”，

虽然有时也会用到“编”，但并
没有形成系统的技法。迪拜
博物馆之行，让程美华看到
了编织融合的潜力。为了将
潜力化为现实，程美华从头
开始摸索。

“先摸索了半年如何去编，
又花了差不多半年时间研究出
编织一体的走线方法，再在编
织基础上，融合盘、拉、结等技
艺……”

用这一全新融合技法创作
的《笑迎世博》，于2010年入选
在上海世博会联合国馆展出，
并一举夺得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百花杯金奖。这件立体感十足
的丝毯作品，也让程美华坚信，
自己的“编织路”走对了。

除了原材料与技法的创
新，还有色彩的创新。

“丝毯最开始采用点格来
划分色块，一块块区域边界明
晰，导致颜色过渡不够自然，作
品逼真度也受影响。”

1981 年，程美华前往原中
央工艺美术学院学习，并与著
名画家袁运甫共同合作一幅艺
术挂毯。在创作艺术挂毯时，程
美华愈发感受到了以点格纸制
作丝毯带来的颜色上的限制。

这时，程美华想到了波斯

地毯，每条地毯都是由编织者
即兴发挥，即便是两位制作者
拿到相同的画稿，也会织造出
不同的地毯。

于是，程美华建议一同制
作丝毯的姐妹们抛弃点格和固
定色彩，将一种色彩深化出15
种晕色，来表现颜色的丰富性。

一年以后，色彩自由奔放
的《智慧之光》出炉了，袁运甫
带着这幅丝毯到美国艺术中心
展出，获赞誉无数。

也是从这时开始，程美华
开始了大胆的色彩试验，她带
领团队打破以往丝毯配色的常
规，使丝毯颜色从深、棕、浅等
5 组配色自然过渡到了 15 组，
每组有上百种颜色变化。

“像这幅《祖国吉祥》就用
到了1200多种颜色，在由深入
浅或者由浅入深的地方，往往
有好几种颜色的丝线，虽然差
别不大，但如果没有这些微小
的渐变，颜色过渡就不会自然，
效果也就没那么逼真了。”

在技能的道路上，程美华
一直坚持“手脑并用”——手要
练，脑要动。只要还在做一天，
就要精进一天，即使年龄关系，
也不能成为止步的理由。

2020 年制作《祖国吉祥》
时，程美华六十有六，但她依然
尝试在作品中运用精编、中编、
粗编融合的新技法。

“丝毯虽是物，但也有着灵
魂，支撑着它历久弥新、不断传
承的秘诀就在于推陈出新。”

（来源：世界技能博物馆）

近日，长宁区人社局聚焦
稳岗就业工作主线，结合区域
重点产业、重点企业发展，深
入排摸航空、零售、物流等困
难行业企业经营情况，及时了
解企业在政策兑现、稳岗用工
等方面难点痛点，全力以赴推
动惠企纾困政策落地见效，助
力区域企业稳定就业岗位。
6 月 23 日，长宁在全市率先拨
付首批困难行业企业稳就业
补贴。目前，长宁区人社局分
6 批向 308 家区域企业发放困
难 行 业 企 业 稳 就 业 补 贴
1659.96 万元，稳定就业岗位
27666个。

稳就业政策推进以来，长
宁区人社局主要领导牵头，第
一时间成立稳就业政策工作专
班，研究政策细则，明确责任落
实，严把资金风险，推动政策发
挥实效。结合“局长走流程”活
动，局主要领导带头深入窗口

一线，研究政策落实环节的堵
点痛点问题，着力推动稳就业
政策落地发挥实效。

在完善部门协同机制方
面，长宁区人社局整合行业主
管部门、营商部门、街镇基层
等多方力量，形成工作合力，
共同把好政策“制定关、审核
关、宣传关、执行关”，力促各
项稳就业补贴政策直送企业、
落到实处。

据悉，长宁区人社局充分
发挥就业服务专员作用，先期
对 50 人以上企业，以电话、短
信、微信等方式主动告知、主动
服务，着力打通政策落地“最后
一公里”。

同时，长宁区人社局依托
市局援企纾困稳就业政策汇
编，通过企业微信群开展补贴
政策 7×24 小时专人咨询，做
到服务企业不断线，累计服务
区域内企业 500 余家。立足企

业“看得懂、算得清、拿得到”，
制作“一图读懂”政策宣传册
4000册，通过问答式宣传模式，
对政策进行简洁明了、轻松易
读的解读。

目 前 ，长 宁 区 人 社 局 线
上联合区发改委、区商务委、
区投促办、区文旅局等部门
及街镇，开展政策宣讲 10 余
场，在线为 800 余家企业答疑
解惑；线下发挥区街联动作
用，进园区、进商区进行走访
宣传，将稳就业政策有效传
导至企业，确保企业“应知尽
知，应享尽享”。

据悉，目前长宁区困难行
业企业稳就业补贴审核时限缩
短至 2 个工作日内，通过压缩
兑付周期，一周一拨付，确保办
理实效“短频快”，真正做到补
贴资金“能发早发”，不断优化
营商环境。

（来源：长宁区人社局）

长 宁 稳 岗 27666 个 ！

14 个月、421200 个 8
字结、6739200 根丝线，编
织出的丝毯有 何 魔 力 ？

“推陈出新，才能让技能
历久弥新。”让我们走进
程美华用匠心编织出的
技能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