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国英在岗位上已经有31个
年头， 她从没离开过织毯， 她的
经历简单但却不平凡 。 她告诉
我， 工作的时候， 她的内心一直
安静平和。对于荣誉、辛劳等， 她
都能够一笑而过。 唯一让她久久
不能平静的， 就是对于家人她总
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歉疚感。 即便
如此，她也不曾后悔，因为对织毯

的热爱， 让她找到了很多快乐。
正是因为每一幅挂毯都凝聚着织
毯人的辛苦与汗水， 所以每一幅
手工织出来的挂毯都有 “软雕
塑、 软黄金” 的美誉。 也正是因
为王国英对织毯行业深深的热
爱， 才能让她一直坚持下来。 希
望她今后能够走得更好， 用一双
巧手织出一片不一样的天空。

连日来， 中国共产党北
京市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引起
了全区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
和强烈反响。 广大干部群众
通过电视、 广播、 报纸、 网
络等宣传途径， 积极学习，
纷纷结合本职工作谈切身体
会， 热烈讨论工作报告。

大会闭幕后， 笔者采访
了参加本次大会的一线职工
代表王国英。 王国英对市委
书记蔡奇在西城代表团讨论
会上关于 “工匠精神” 的描
述与肯定至今历历在目。 作
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宫
毯织造技艺传人， 王国英感
到自豪。

□西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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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奇全程参加市党代会
西城团讨论

6月21日， 北京市委书记蔡
奇来到市党代会西城代表团， 与
代表们一同讨论十一届市委工作
报告。

谈到西城的发展 ， 蔡奇指
出， 西城区是首都功能核心区，
是展示首都形象的重要窗口 。
“红墙意识” 是 “四个意识” 的
具体体现。 要发扬 “红墙意识”，
将其落实到 “四个服务”、 落实
到为中央党政机关高效开展工作
创造良好条件上来。 要抓好 “疏
解整治促提升” 专项行动， 腾退
空间优先用于 “留白增绿”， 补
足便民服务设施。

要建设首都文明窗口， 擦亮
老城 “金名片”， 办好群众家门
口的事 ， 让老城有故事 、 有温
度， 让人们记得住乡愁， 找得到
老北京记忆。

谈到 “工匠精神”， 蔡奇认
为 ，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国家的
“宝贝”， 其传承人都是工匠， 共
和国大厦的建造靠的就是 “工匠
精神”。 要管理好城市， 就要像
织宫毯一样。

听到蔡奇书记的肯定和对工
匠精神的描述， 作为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宫毯织造技艺传人，
王国英感到自豪。

踏实从事非遗技艺的传承

来自一线的职工代表王国
英， 不仅是北京华方地毯艺术有
限公司的技艺总监， 同时还是一
名非物质文化遗产宫毯织造技艺
传承人。 在党代会上， 王国英关
注的焦点自然落在了非遗技艺的

保护与传承上。
“我在企业里做技艺传承 ，

大会报告中，对手工业、传承文化
特别关注，这让我很感动。 ”市十
二次党代会代表王国英说道。

在王国英看来， 传承非遗技
艺后继无人是她所面临的重要问
题 。 “织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 需要你静下心来， 踏踏实实
坐在那里， 一针一针地织下去。
一幅挂毯作品少则半年， 多则几
年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 因为
学习织毯很苦， 编织周期长、 劳
动强度大， 很多年轻人都接受不
了这些， 吃不了苦。 不过一旦找
到合适的传人 ， 我一定亲自教
他， 把这门手艺传承下去。 青出
于蓝而胜于蓝 ， 这一定是最棒
的！” 王国英笑着告诉笔者。

非遗传承利在当代、 功在千
秋， 王国英希望市、 区政府能够
出台扶持政策 ， 建立非遗产业
园， 让每一位非遗传承人都不必
为生计发愁， 能够踏踏实实地从
事非遗技艺的保护与传承， 用工
匠精神来延续文化传承。

“国家一直在保护非物质文
化遗产， 目前政策扶持的都是已
经有代表性的传承人， 对于年轻
一代刚学这些技艺的人还没有列
入计划范围。 在会议上， 我提议
了年轻人的传承， 这也代表了我
们传承人群的心愿。” 在党代会
西城代表团的讨论会上， 王国英
这样说道。

不能停下学习创新的脚步

王国英所工作的单位华方地
毯艺术有限公司是华方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的子公司， 以文化传承
为己任。 华方文化目前拥有北京
雕漆、 宫毯、 京派内画鼻烟壶和

金属锻錾四项非遗项目， 在产业
化运作的同时， 十分注重非遗传
承人的保护， 以王国英为代表的
多名非遗传承人和中国工艺美术
大师为企业发展出谋、 献力， 成
为传统技艺的领路者和把关人。
此外， 公司还将非遗艺术品的设
计、 制作、 教学、 展示、 交易等
多个环节融为一体， 形成了较为
完整的产业链结构。 公司致力于
北京传统手工艺的继承与创新 ，
已创作出一大批极具文化价值和
收藏价值的艺术精品。

在王国英看来， 非遗是民族
的文化印记， 是一个民族、 一个
地区和一个街道社区的生活方
式。 非遗是以人为核心、 以生活
为载体的活态传承实践。 非遗的
生命在生活。 促进非遗在秉承传
统、 不失其本的基础上， 更加全
面地融入当代人的生活， 让非遗
在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中得到传
承。 非遗与文物相比， 最根本的
特点是活态传承。 非遗是传统文
化在当代生活中的活态呈现， 并
在传承中不断被赋予人民群众的
智慧和创造力。

“不管时代怎么变化， 手工
作品都是不可替代的。 随着社会
的不断发展， 织毯的花样也比先
前发生了很大变化， 如果我们老
是停留在那几种样式， 肯定是不
行的。 尤其是手工的织毯， 生产
周期很长， 成本也很高。 所以下
一步我想好好研究一下， 看看如
何才能创出新的样式， 符合市场
的需要。” 王国英告诉笔者。

同时 ， 王国英还想增强绘
画、 书法这方面的艺术修为， 毯
子的好坏与个人的艺术修养有
关， 这样在织艺术挂毯的时候就
能更好地把握作品神韵， 织出更
好的毯子来。

———访北京市十二次党代会代表王国英
用用工工匠匠精精神神传传承承非非遗遗文文化化

笔者： 作为西城区一线职工
代表， 您参加市党代会的感受是
什么？

王国英：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
党代会， 我很紧张， 但更多的是
让我感到光荣与自豪。 大会报告
通篇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理念， “办好群众家门口的事”
“人民城市为人民” 等表述非常
亲民， 很接地气。

笔者： 市党代会对您下一步
工作的开展提供了什么样的思
路？

王国英： 把党的精神带到工
作中， 这是每个人的责任， 也是
每个党员的责任。 以人为本， 注
重文化传承 。 华方作为文化企
业， 就要把文化传承下去。 今后
企业将不断宣传 、 推广非遗技

艺， 不断创新手工艺术精品， 将
传统工艺融入现代生活， 树立华
方文化品牌形象， 努力实现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现代化、 活态化。

>>>面对面访谈

>>>笔者手记

31年的坚持

王国英 （左二） 在会上介绍非遗的传承与保护

王国英 （左二） 与参会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