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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17年的80后桓台草编“守艺人”

生活在“草编之乡”的田孝
宾自小熟读诗经《国风·秦风·
蒹葭》，但他从来没想到，自己
会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
谓伊人，在水一方”的诗句结下
现实之缘。

这里的“蒹葭”就是生长在
江河湖泽、池塘沟渠的芦苇(当
地人称之为苇草)，在田孝宾的
家乡——— 桓台县马踏湖生态保
护区最为常见。

“我们这里种植芦苇近两
万 亩 ，苇 编 历 史 已 经 2 0 0 多
年……”说着这串熟悉的数字，
田孝宾手中的芦苇在他的编织
下，逐渐成型为一个精美的工
艺品。

这是身为草编“守艺人”的
日常，贯穿着田孝宾日复一日
的生活。

不过，当诸如田孝宾这些
“守艺人”把时尚潮流与古老的
手艺相融合，名不见经传的草
编工艺品也漂洋过海，走向世
界……

点草成“金”

马踏湖畔，清风泛舟，芦苇
荡漾。

来到马踏湖附近的田氏草
编，一艘木船摆放在门前，各种
草编装饰朴素而精致。

草编非遗传承人田孝宾正
在屋里编制着箩筐，只见苇条
在他的手上来回穿梭，一个精
致的草编筐逐渐成型。

屋内还摆放着许多草编工
艺品，时尚的草编人形模特、时
间 倒 流 的 鱼 形 时 钟 、草 编 桌
椅……一件件作品造型独特、
工艺精致，令人眼前一亮。

今年是田孝宾与草编结缘
的第17年。

“家里父母也都会草编手
艺，在老一辈人的熏陶中，我自
幼耳濡目染，对这门传统手艺
也产生了兴趣。”田孝宾说，或
许是从小熟悉芦苇的味道和草
编文化，草编对他来说，是一种
记忆，是一种承载，更是一种情
怀。

时间回到2005年。
“当时，只有一个念头：把

老百姓的老手艺草编推广出

去。”那一年，刚毕业的田孝宾
回到了家乡，着手开始学习草
编技艺。

计算机专业的田孝宾一边
学习当地的草编文化，一边利
用自己掌握的专业知识把草编
放到各大网络平台进行销售。

“那时，网上购物的销售方
式还未普及，家里人也觉得不
靠谱。”田孝宾说，对于他的新
型销售模式，身边有许多不认
可的声音。但尽管如此，敏锐地
判断互联网大潮已来的他还是
希望借助网络之力把家乡的草
编文化带到世界各地。

在田孝宾看来，这是一门
“点草成金”的艺术。除了芦苇，
原本只能用来烧火的玉米皮还
有那些被人丢弃的茅草，经过
手工染色、编织，也能制作成为
漂亮的收纳筐、草编包、帽子等
精美的工艺品。

“不要小看我们这小小的
草编，它还能实现出口赚取外
汇呢。”田孝宾说，用自己的手
艺赚钱，用脚丈量乡村振兴的
道路，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就这样，靠着草编技艺的
传承与创新，田氏草编在链接
起上下游产业链的同时，也带
动了附近民众就业增收。

“村里基本都是老一辈人
进行编织，从业人员大约都在50
岁以上，年轻人比较少。”田孝
宾说。

当身为草编传承人的田孝
宾带领村民们编出了一条乡村
振兴路，桓台草编文化也与世
界开启对话。

据介绍，现如今，田氏草编
的产品订单大多来自北京、上
海、广东等一线城市，出口则以
欧美、东南亚等地区为主。

而对于这项手艺的传承，
田孝宾说，草编手艺需要时间
的沉淀，有些精致的产品可能
需要一辈子的坚持与专注。

但或许正因如此，民间流
传千年的草编技艺在经过桓台
草编手艺人那一双双粗糙而灵
巧的双手，才得以代代传承。

创新融合

桓台马踏湖素有“北国江

南、鱼米之乡”的美称，水域辽
阔，物产丰饶，是江北罕见的内
陆湿地。

湖中芦苇丛生的自然生
态，不仅是一种生态向好的天
然馈赠，也为当地的草编手艺
人提供了优质的原材料。

“从2009年开始，我们对马
踏湖进行集中的生态修复，先
后投入3亿元规划建设功能互
补的6大湿地，改善入湖河流的
水质状况。”桓台县生态环境局
方面表示。

水质状况保证下，沿河两
侧形成了水清岸绿的生态廊
道，马踏湖区的18000亩芦苇成
为其特色景观之一。

“我们马踏湖的芦苇结实
粗壮，质地细密，是苇编制品的
绝好材料。”田孝宾说，正是依
托这小小的芦苇，桓台的草编
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除芦苇外，村民还就地取
材，用蒲草、玉米皮、茅草、麦秆
等纯天然的材料编织出各种生
活用品，成为一件件精美而细
致的草编之宝。

事实上，马踏湖的万亩苇
田和勤劳的村民是田孝宾这类

“守艺人”坚强的后盾。
田孝宾说，草编工艺品需

要经过重重工序，从原材料芦
草的收割、晾晒，再到选料、编
织，到最后成品的细节修饰加
工，每个环节都十分重要。

当上述细节遇到现代设
计，守正与创新中，田孝宾的草
编手艺解锁了一个新天地。

作为新时代的草编“守艺
人”，田孝宾说，他所专注的，更
多的是产品本身，比如编织手
艺、草编艺术观赏价值体现等
等。

如此，普通且简单的草编
制成品经过田孝宾他们的再次
加工，最终呈现出独具特色的
草编工艺品。

“我现在主要做的是成品
的后续去毛、加里布、设计等各
方面的加工工作，让简单的草
编制品更加精美。”田孝宾表
示。

同时，根据不同客户的需
求，田孝宾他们会在设计方案
中将传统的编织工艺与现代家

庭生活美学设计相融合，增强
产品的实用性和美观性。

如，在制作一个草编收纳
筐时，田孝宾会修剪草编成品
的毛刺，并制作内衬和装饰，让
它更加精美。

“草编用品不仅要有实用
价值还要更加精美，具有艺术
性 ，这 样 才 能 吸 引 到 更 多 的
人。”田孝宾说，传统的技艺想
要得到传承必须创新。

因此，在田孝宾的店里，不
仅能看到扇子、提篮、筐子、箱
子等草编日用品，也摆有钟表、
人形模特、花瓶、葫芦等独具匠
心的工艺品。

其中，一个小猪样式的背
包吸引了记者的目光，背包上
的草编小猪惟妙惟肖，栩栩如
生。

“这是一个出口法国的小
猪造型背包，看着简单，但实际
的制作十分复杂。”田孝宾表
示，因包内不能有骨架，所以编
织过程很困难，为了能够编织
出圆形的背包主体，他们经过
不断的尝试，最终找到了解决
办法。

随着这样的案例不断发
生，在守正与创新的目标下，田
孝宾带领当地村民为草编这一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注入了
新的血液，让草编手艺被越来
越多的人接受和喜爱。

匠心不辍

当然，与很多手工艺产品
一样，草编也在经历机械化生
产以及价格倾销的冲击。

“一些商家为了销售走量，
甚至以次充好，用非天然的草
本植物机械化生产来替代天
然、手工草编工艺。”田孝宾说，
这让他们很是无奈。

“价格上，他们肯定有优
势，但我们要坚持我们的路。”
在田孝宾看来，只有坚守匠心，
才能走得更远。

作为草编手艺人，必须把
天然的、环保的，又承载中国草
编文化的纯手工草编产品呈现
给客户，这是田孝宾他们的“准
则”，并一直坚持至今。

随着这样的坚持不断推

进，田氏草编也越来越畅销，被
更多的年轻人所接受和喜爱。
但像很多非遗传承一样，手艺
传承的当地草编工艺也面临着
从业者越来越少的现实。

“我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
加入进来，一同做草编‘守艺
人’……”这是田孝宾的心声。

他说，草编“守艺人”需要
十年如一日的坚守，需要“择一
事，终一生”的热忱，唯有如此，
平凡的芦苇、草绳才能美丽绽
放。

此外，除从业者的减少，草
编销售市场也因疫情的影响，
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

“特别是国际市场，很不乐
观。”田孝宾说，与此同时，国内
后疫情时代，不确定因素增加，
物流成本高以及资金压力大等
现状也一直存在，处境艰难。

“之前是四个人一起经营，
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了，做这一
行，真正坚持下来的人很少。”
但田孝宾说，做田氏草编就是
一种情怀，即便行情不好，他也
会坚持做下去。

为传承古老的草编技艺并
致力于做草编这一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新时代草编“守艺人”，
田孝宾每天都在努力。

田孝宾说，他们的初心和
追求就是用草编来实现“用自
然打造艺术的家”。

为此，坚持用情怀去打造
每一款产品的田孝宾为了给大
家带去回归自然、返璞归真的
手工编织产品，他每天都会向
老艺人学习技艺。

“这门手艺，不能在我们这
一代断了，不仅不断，我还要带
着这门手艺走出国门，走向世
界。”田孝宾说。

信心在，希望就在，为了草
编这一门传统手工技艺，如今，
田孝宾仍在坚持。

“一定有柳暗花明的那一
天。”这是田孝宾一直期待的，
而这，也是我们的期待……

齐风悠扬，淄水汤汤。
一笔一韵中，是文化

的流淌；一轻一重间，是技
艺的传承。

山东手造中的淄博记
忆于历史中传承，于岁月
中沉淀。

是繁华巷口间的一抹
宁静，是城市烟火中的一
方情怀，是“剪”出的齐山
秀水，是“亮”出的盏盏花
灯，是窑中的陶琉之火，也
是手中的根根苇编。

近期，山东手造频频
亮相，承载着城市记忆的
诸多淄博手造也正乘势出
圈。走近山东手造，发现别
样淄博，一起倾听淄博匠
心故事，触摸齐地文化的
时代脉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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