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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出生在湖北恩施一个农民
家庭， 成为村里第一个考入中专
的女孩； 成为老师后， 面对贫穷
的学生， 百般心痛的她同意学生
拿布鞋和绣花鞋垫抵学费； 她拿
出积压的布鞋去卖， 不料意外热
销， 由此成立公司， 解决了不少
老弱妇女的就业问题； 事业遭遇
低谷后， 她来到北京， 开始寻求
新的发展……她就是 “土家女儿
绣” 的创立者———马小草。

村里第一个考入中
专的女孩

今年39岁的马小草， 出生在
湖北恩施一个农民家庭 。 记忆
里， 曲曲折折的山路， 一眼望不
到边际。 父母常背着一大筐山药
或土豆， 走几个小时的山路， 才
卖回几块钱。

有一次， 上小学的马小草因
为顽皮， 成绩考得很不好， 回家
后父母打了她。

“当时妈妈流着泪对我说 ：
孩子， 如果你不好好学习， 以后
也将跟所有村民一样， 背着山药
或土豆， 走一天， 换回来几块钱
……” 母亲的话深深触动了马小
草 ， 从那以后 ， 她开始发奋学
习， 考上初中， 并凭优异的成绩
考入师范类中专院校。

考入中专， 是被村里人视为
“跳出农门” 的大事， 为此， 村
里杀了两头猪 ， 大肆庆贺了一
番。 那时候的马小草， 是村里第
一个考入中专的女孩。 意气风发
的她， 对外部世界充满了渴望。

吃苦打工为自己挣
生活费

马小草不知道的是， 她还要
顽强向命运抗争。

由于贫穷， 家里东拼西凑 ，
只把学费给她凑齐了 ， 这意味
着， 在中专读书期间的生活费要
靠她自己赚取， 甚至一日三餐，

她都要想办法。
“在师范中专的那三年 ， 人

生扎扎实实给我上了一堂生存
课， 艰苦的环境， 练就了我越发
坚韧的内心 。” 为了能吃上饭 ，
马小草一下课， 就跑到学校附近
的一家小饭馆刷碗拖地， 什么活
儿都干。 老板看她勤快， 就免费
供给她一天三顿饭。

为了找兼职， 马小草没事就
在学校附近转悠。 有一次， 她看
到学校对面的小商店老板在卸
货， 便跑过去苦苦哀求， 希望店
主能把卸货的事交给她去做。 看
她可怜， 店主就同意每次给她十
几元报酬， 而这是马小草一星期
的生活费。

面对几十斤甚至重达百斤的
货， 一个成年男人卸完一车货，
还得一个小时， 而瘦弱的小草得
用上四五个小时， 每次卸货时，
小草的胳膊、 膝盖、 腿、 手都会
被货物擦伤 。 “但我还是很感
激， 因为店主没有嫌弃我慢， 坚
持让我每周卸一次货， 我的生活
费也算有着落了。”

虽然贫穷， 但马小草有着敏
感而强烈的自尊心， 偶尔在学校
吃饭时， 她也从来不跟同学们一

起去打饭 ， 因为只有她吃不起
肉。 每次吃饭她都等到最后， 给
食堂5毛钱， 食堂阿姨可能就把
最后的菜都给她 ， 分量也会多
些， 这样她才能吃饱。

让学生用绣花鞋垫
抵学费

1997年， 20岁的马小草毕业
被分配到附近一个村子的小学教
书， 她是这个小学唯一一名公办
教师 。 这个小学不通电 ， 不通
水， 不通路， 孩子们更不知道什
么是体育课， 什么是音乐课。 马
小草开始带着孩子们唱歌跳舞，
上音乐课和体育课。 有了工资的
马小草， 觉得自己走上了幸福的
快车道。

在马小草教书的小学里， 师
生多为土家族人， 由于大多数学
生家里都很贫穷， 而学校为了运
转下去， 就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
规定： 每学期的学费由班主任去
收。 学费收不够， 要从教师每月
200元的工资里扣。 第一学期马
小草教了3年级， 她发现有一家
哥哥姐姐弟弟三人都在她的班
上， 等最终收学费时她才明白，

原来这三个孩子的家庭太过贫
穷， 每学期都交不齐学费， 所以
别的年级都不愿意收他们。

马小草走了几个小时的山
路， 终于找到了这三个孩子的家
里。 虽然自己家里很贫穷， 但学
生家里的景象还是让她惊呆了：
三间用玉米秸秆堆砌的茅草屋
里， 除了三个床， 一地土豆， 大
树下的一只小猪崽 ， 什么都没
有。 但看到老师来， 孩子的父母
热情地把家里唯一的小板凳让给
马小草， 而他们都坐石头。

“孩子的父母表示了歉意 ，
每人130元共390元的学费， 父亲
交了30元， 并说会尽快想办法交
钱， 看着他们饱经风霜的脸， 看
着孩子大冬天还打着赤脚， 我很
心酸， 没想到过年前两天， 孩子
的父母又送来了80元， 当我握着
他那粗糙满是伤疤的手时， 心里
说不出的痛。” 马小草回忆说。

还有一个交不起学费的学
生， 马小草到学生家里时， 孩子
的母亲愧疚地说实在没钱， 就把
一大袋布鞋和绣花鞋垫送给了马
小草。 当班里其他学生知道可以
拿布鞋和绣花鞋来交学费时， 全
都改交布鞋了， 于是， 马小草的
工资经常被学校扣掉， 而她家里
则堆积了大量的布鞋和鞋垫。

为老弱妇女提供就
业机会

为处理这些布鞋， 马小草拿
到县上摆摊去卖， 没想到， 在村
里不稀罕的布鞋和鞋垫， 城里人
觉得穿着别致、 舒服， 很快， 布
鞋和鞋垫就卖完了， 换回的钱全
给学生们交了学费 。 学校知道
后 ， 就让她专门负责收鞋和卖
鞋， 这样能让更多孩子上学。

于是村里的老弱妇女们全被
发动起来， 她们到马小草这里领
回去布， 等到完成后交过去， 就
能领到一份钱。 这样同时也解决
了很多妇女的就业问题， 越来越

多的孩子因为绣布鞋而有了上学
的机会。

最开始为马小草绣布鞋的都
是学校附近的村民， 后来就扩展
到邻村甚至全县其他村里。 在销
售时， 马小草碰到一个难题， 那
就是由于村里妇女绣的花样都不
同， 摆在一起， 很不规整， 卖的
时候也很受影响。

“既然绣布鞋的都是土家族
的妇女， 为什么不统一设计一些
独具土家族特色的图案呢？ 这样
在赚钱的同时， 又能传播土家族
的特色文化， 一举两得。” 思考
再三后， 马小草决定亲自设计了
布鞋和鞋垫的花色和图案。

“我设计的图案全是凤、 花、
草、 树木， 有着浓郁的土家族风
格， 没想到这样一规范， 销路好
多了。” 于是马小草便辞职就成
立了公司， 而这些鞋， 也有了一
个统一美好的名字 ： 土家女儿
绣。 那时候的马小草很忙很累，
有一次赶着发货， 她三天三夜没
合眼……不过一想到能为父老乡
亲们增加收入， 她心里说不出的
高兴。 马小草的事迹还被当地电
视台报道 ， 一度成为当地的红
人。 公司最多时有300多人。

然而， 受到一些综合因素的
影响下， 布鞋销量下降。 看着乡
亲们期待的眼神， 马小草不忍裁
员， 坚持到了2016年。 为了寻求
更好的发展， 马小草把房子、 车
子卖掉， 给员工发了工资， 缩小
企业规模， 来到北京， 并加入一
家服饰研发公司担任执行总裁。

“我想只要我不放弃 ， 我一
定还能把土家女儿绣壮大起来。”
而本名 “马艳平” 的她， 也将名
字改为 ： 马小草 。 “有一句诗
是： 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我要像小草那样， 拥有强大坚韧
的生命， 不被任何灾难打倒。”

而马小草最大的梦想， 是在
北京开一家 “土家女儿绣 ” 的
店， 让北京人民穿上她们土家妇
女绣的布鞋。

“土家女儿绣”创立者马小草：

交通执法人员更要学法守法
刘忠东是昌平区交通局执法

站的工作人员， 自2003年起一直
从事交通行政执法处罚工作。 他
用自己的坚守， 将千篇一律的工
作越做越精、 越做越细。 他说，
作为一名执法人员， 首先要做到
学法守法 ， 才能更好地服务群
众。 2017年， 他获得首都劳动奖
章称号。

2003年， 昌平区交通局成立
执法站， 刘忠东成为站内的第一
批工作人员， 主要负责行政处罚
工作。 执法站成立不久， 便迎来
了一位棘手的当事人。 当事人因
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 擅自
从事道路运输经营， 被外勤执法
人员开出罚单， 来到执法站接受
进一步调查处理。 当被告知将没
收违法所得， 并处违法所得2倍
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时， 当事人

认为工作人员给出的处罚金额太
高， 情绪十分激动。

“当时他完全不给工作人员
说话的机会， 在大厅指着工作人
员破口大骂。” 面对情绪失控的
当事人 ， 刘忠东拿出十足的耐
心， 对其进行安抚， 待其情绪稳
定下来后 ， 再为其普及法律知
识， 并详细讲解了处罚依据。 当
事人了解了相关法律规定， 认识
到自己行为的错误， 向工作人员
道了歉， 并积极配合调查， 接受
行政处罚。

对于交通执法人员来说， 对
法律法规的掌握和理解程度， 直
接关系到他们能否对交通运输违
法违章行为作出正确的行政处
罚 。 为提高工作能力和业务水
平， 刘忠东始终坚持扩充自己的
“知识库”， 不断学习国家法律法

规和相关业务知识， 针对有代表
性的特殊案例， 还要经常和同事
一起讨论、分析，“作为执法人员，

我认为首先自己要懂法， 及时学
习不断更新变化的法律条文，对
违法违章行为当事人进行相关的

法律法规教育， 使其在接受处罚
的同时接受教育， 主动改正错误
行为， 毕竟处罚不是最终目的。”

据统计， 2009年至今， 昌平
区交通局执法站共处理3600余起
行政处罚案件， 未出现过一起行
政复议案件和行政诉讼案件。

随着经验越来越丰富， 刘忠
东开始有针对性地对外勤执法人
员进行业务培训。 培训中， 他发
现将工作中的案例和具体的法律
条文结合起来， 大家的学习效率
比死记硬背高得多。

因此， 每次培训前， 刘忠东
都会对之前接触过的案例进行分
类总结， 结合执法过程中经常用
到的条例和执法过程中出现次数
较多的违法行为， 以案说法， 从
案件的事实 、 证据 、 定性 、 适
用、 程序等细节入手， 规范外勤
执法人员执法文书的书写， 提高
执法案卷的质量， 保证执法工作
的正确性和准确性。

在历年的市法制办、 区法制
办、 市交通委组织的行政执法案
卷评查中， 刘忠东所在执法站制
作的行政执法案卷多次被评为优
秀案卷。

奖章背后的故事

用爱为土家妇女铺筑就业路

昌平区交通局执法站科员刘忠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