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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7

“布老虎”奶奶的巧手脱贫经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皇甫美鲜 实习记者 许 敬 张舒君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改革先锋风采

“我亲身见证了厦航
走过的每一个发展阶段。”
2018年12月18日，年近八
旬的吴荣南坐在电视机
前，观看庆祝改革开放40
周年大会，激动不已。

1984年7月，为适应中
国民航体制改革和厦门经
济特区建设需要，厦门航
空有限公司诞生。1986年1
月，吴荣南任厦航总经理。
当年11月，厦航第一架
B737—200型飞机从厦门
高崎国际机场起飞。从此，
厦航开始了以厦门为基地

的营运，福建省民用航空
史掀开崭新一页。

“作为民航改革开放
的先行先试者，厦航一切
都是从零开始，只能靠自
己去摸索。”厦门航空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黄火灶回忆
道，“没有办公场所，就在
竹林下办公；没有飞机，就
依靠民航协调租赁飞机；
没有维修厂房，就在屋檐
下设维修站。老吴总常说，

‘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
造条件也要上’。”

工号00152的陶殿志

已在厦航工作了32年，在
他眼中，吴荣南“肯投资，
重培训、重人才”。上世纪
90年代，陶殿志作为机务
人员被选派至波音公司参
与培训，多年来一直是厦
航机务工作的骨干。

吴荣南大胆探索飞行
员培养模式，从国内大学本
科毕业生中招收飞行员，花
重金送到美国学习飞行技
术，接受全面的飞行训练。
这种由厦航首创的飞行员
培养模式，已成为中国民航
培养飞行员的主要途径。

吴荣南很早就提出，航
空行业需要重视规范化管
理。“老吴总常常工作到夜
里还继续研究规章手册，稍
有疑问就会连夜打电话咨
询。”厦门航空服务总监陈
毅真说。1996年，历时3年编
写的《厦门航空有限公司营
运总册》全面试运行，为厦
航平稳健康可持续发展奠
定了坚实基础。

“创新是企业发展的动

力和源泉，用改革创新让厦
门航空飞得更高更远。”吴
荣南任职的20年里，厦航

“从无到有，从弱到强”，搭
建起闽台交流交往的桥梁，
成为两岸直航的见证者、参
与者、推动者。

早在上世纪90年代，
吴荣南就将海峡两岸直航
的远景放进机队扩充计划
里，选择了波音757机型；
厦航与台湾航空公司航班

在香港、澳门对接，中转至
台北、高雄，为两岸往来提
供了一条便捷通道。

2008年12月，两岸“大
三通”全面启动，厦航开启
常态包机。同年，厦航成立
台北办事处，成为第一家
正式在台湾设立办事处的
大陆航空公司。截至目前，
厦航承运两岸往返旅客累
计超过450万人次。

（据《人民日报》）

一把剪刀，一块布料，
一点一点地勾勒图样，一
针一线地缝制拼合，坐在
自家的土炕上，穿针、过
线，70岁的农妇王玉英谈
笑间熟练地把布块拼接在
一起，再由72岁的老伴儿
填充棉花，在两人的配合
下，不到10分钟的功夫，一
只“虎虎生威”的布老虎就
制作完工。

就是这在中国民间广
为流传的传统手工艺品

“布老虎”，在王玉英老人
手里成了“脱贫致富”的

“绝活”。
在察右前旗三岔口乡

益元兴村，不到10平方米
的王玉英家墙壁上到处挂
着平安符、端午鸡等寓意
平安的小挂件，炕头上摆

着布老虎、花枕头等大物
件，每一件都传递出她对
布艺缝制的用心和喜爱，
五颜六色的工艺品，让这
间简单朴实的农家小屋充
满了艺术色彩。

“布老虎从小到大能
卖5块到30块，这两天还有
100只‘老虎’、60个枕头的
订单。现在我靠着‘布老
虎’一年能有2万元的收
入，不仅自己脱了贫，还能
拿出一部分贴补孩子们。”
布老虎制作得到王玉英全
家人的支持，订单多的时
候全家总动员，就连王玉
英的小孙女也受到影响，
时不时也会自己动手制作
一只“布老虎”。

老伴补充道：“这老虎
你要做出它那神气的感

觉，填棉花是关键，老虎的
头和尾巴要鼓起来，虎腾
腾的才好看。”35年间，王
玉英通过不断地摸索，形
成了独有的制作工艺的步
骤和方法，如何让布老虎
形态威武、表情生动，怎样
的颜色搭配更漂亮都是王
玉英一双巧手里练出的门
道。

王玉英制作的民俗工
艺品包括布老虎、十二生
肖、枕头、装饰挂件，光是
大大小小的布老虎就有12
种规格，她的“布老虎”等
手工艺作品在市级活动中
还夺得优秀奖。

如今，王玉英的“布老
虎”越来越受欢迎，除了端
午节摆摊卖，有很多从商
都县、卓资山县慕名而来

的商家都在她这里订购布
老虎，收入越来越可观。

察右前旗妇联得知了
王玉英的脱贫经历，多次
上门请教，希望她可以给
全旗贫困妇女指导布老虎
的制作方法，能在传承传
统工艺的同时，让制作布
老虎也成为乡亲们的一个
谋生的门路，接着布艺培
训班应运而生。

就这样“布老虎”奶奶
王玉英成了察右前旗布艺
缝制培训班的“王老师”。

“这种布老虎的缝制

方法简单易学，让我们这
些没有基础的妇女们也能
学得会，我是名残疾人，打
工受限制，自从妇联组织
我们学习制作布老虎，在
我看来不单单是增加收入
这么简单，也让我的内心
得到充盈，我现在可是布
艺培训班的‘优等生’呢。”
40岁的李红花一边讲着她
的经历一边自豪地给大家
看她制作的手工艺品。

察右前旗妇联为了切
实帮助贫困妇女通过手工
编织增收致富，不仅联合

旗商贸物流办，建立电子
商务网店、展销等平台，将

“巧手产业”打造成为促进
增收致富的有效渠道，还
将布老虎系列手工制品，
注册“吉日格勒”商标，通
过组织各类培训，建立“手
工产业培训———加工———
销售”一条龙服务。

据了解，2018年以来，
察右前旗妇联已经开展布
艺缝制培训5期，培训贫困
妇女346人，深入深度贫困
村培训13期，培训妇女600
余人次。

“父亲曾把名字改为翁
振华。他以振兴中华为己
任，为之奋斗一生。”台湾爱
国先烈翁泽生之子林江说。

翁泽生，1903年生于台
北，祖籍福建同安。早在青少
年时代，他就在台湾积极参
加和组织了一系列抗日爱
国活动。为反抗日本殖民教
育，他在父亲安排下到厦门
读书，1924年毕业于厦门集
美中学，同年考入厦门大学。

1925年，翁泽生转入
上海大学学习，积极参与
反对帝国主义的五卅运
动，并主动请缨返台，宣传
五卅运动。翁泽生在台湾

宣传祖国的反帝革命斗
争，对台湾民众开展的反
日活动产生了积极影响，
被日本殖民当局以“宣传
共产主义”的罪名通缉。

1925年7月，翁泽生经
瞿秋白介绍加入中国共产
党。1927年，他受委派到漳
州、厦门建立共产党地方组
织，并当选中共闽南特委委
员，发展共产党员，创建党
团组织，指导学运、工运，创
办工农运动讲习所。1928年
4月，台湾共产党成立，翁泽
生是创建人之一，并被选为
候补中央委员，留沪负责

“台共”和中共中央的联络

工作，期间翁泽生在组织领
导“八·一”反战斗争活动中
被当局以“宣传共产主义”
罪名逮捕，判刑一年，经组
织营救于1929年12月获释。

1931年，翁泽生赴两广
任中央巡视员。1932年下半
年，他从广州调到上海，任
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秘书
长，与陈云、廖承志等一起
指导各地工人斗争，成为中
国工人运动的重要活动家。

1933年3月，由于叛徒
出卖，翁泽生在上海被捕，
后被押往台北日本监狱。
长达6年的牢狱生活中，面
对日寇严刑拷打、威逼利

诱，他始终坚贞不屈，用生
命捍卫党的组织秘密。

由于长期遭受折磨，翁
泽生肺结核严重恶化。1939
年3月1日，他获准保外就
医，但已奄奄一息，当月19
日在台湾病逝，时年36岁。

1927年9月，翁泽生的
儿子林江在上海出生，不久
就在母亲怀里参加了台湾
共产党的建党筹备会，后被
送回台湾老家。9岁那年，林
江随母亲到台北探监，隔着
两重铁栏杆见到父亲。

虽然后来为了革命活
动改了名，但林江一直记
得，父亲为他起名“翁黎
光”的深意：“父亲相信黎
明之光就要到来，革命在
我这一代一定会成功。”

翁泽生被台湾民众公认
为是“一位有骨气的真正的爱
国者”，他的战友陈云、廖承志
赞叹“他到死还坚持着共产党
员的高尚气节”。1975年，翁泽
生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两岸民众不会忘记
翁泽生的革命事迹。”林江

说，他在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纪念馆、福建省革命历
史纪念馆、厦门大学革命
史展览馆里，都看到了父
亲的事迹介绍，漳州烈士
陵园也有翁泽生塑像。

2018年5月，林江的儿
子翁朝阳带着妻子，前往
台湾桃园忠烈祠抗日馆祭
拜祖父翁泽生。“台湾人的
命运和祖国的命运息息相
关，我们要把爱国传统一
代代传下去。”林江说。

（据新华社报道）

厦门航空事业的开拓者吴荣南———

见证两岸直航 搭建交往桥梁

台湾爱国先烈翁泽生：为振兴中华奋斗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