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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陈静 文/摄

在正阳路靠近尚水街一处不高的楼房
里，写着“桂绣针织厂”几个红色大字，只有

“老桂林”才知道这家隐藏在闹市的针织厂。
1978 年 12 月举行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
出了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
决定，做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作为
传统行业的纺织工业率先投入到改革开放大
潮中。今年 66 岁的覃红艳作为厂里的老员
工，见证了桂绣针织厂——— 这家有着 59 年
历史的老厂 33 年的变化。近日，覃红艳带记
者到这里“旧地重游”，讲述了她的故事———

17 岁进厂成为一名针织女工

1970 年， 17 岁的我初中毕业被分配到
了绒帽厂（桂绣针织厂前身）。当年分得好
的同学都去了像棉纺厂、医院和交通局这种
好单位，捧了铁饭碗。我被分到集体企业绒
帽厂虽然有点不愿意，但因为当年家里困
难，能有份工作也不容易，作为家里的长女
我就去厂里上班了。

当时绒帽厂就在三多路口，几处低矮漏
水的平房加上木板就是厂房和宿舍，厂里在
正阳路也有一个不大的车间。厂里员工也就
100 多人，主要产品是帽子，还有染纱和绣
花工种。因为是以手工为主，厂里 70% 的
员工都是女工。

到了上世纪 70 年代中期，厂里合并了
一家成衣厂，扩大了生产规模，开始进行成
衣加工。规模也由原来的 100 多人增加到
180 多人。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工资由原来的定
额发放到后来的计件算钱。当时我们年轻的
工人为了多赚钱，经常在别人傍晚 6 点下班
以后继续忙到晚上七八点才回家，工资也由
刚进厂时的 18 块增加到后来的 30 多块。

80 年代初，绒帽成衣厂正式更名为
“桂绣针织厂”。

厂里从生产枕套被套到接进出口

单子，个人收入也大幅增加

很多老桂林人对“桂绣”牌有着特殊的
感情。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桂绣针织厂生产
的枕套和被套因为质量好，还有精美绣花，
深受大家欢迎。在位于三多路的销售点，经
常有人指定选购桂绣的床上用品在结婚时
用。

在我的印象中，上世纪 80 年代黑白灰
绿几乎是人们着装的所有色彩。但说起时
髦，那时候绝对绕不过一个“的确良”。现
在看来蛮土气也并不舒适的化纤面料，在当

时引领了鲜亮、挺括的服装风潮。那时
候，不少人为了穿洋气点，省吃俭用置办
“的确良”。当年，我家里也省吃俭用买
了一件的确良，故意买大一点，这样可以
多穿几年。

1978 年改革开放后，我们厂里接到了
不少进出口的外贸订单。从出口新加坡的
毛线手套，到帮欧美来料加工的成衣，单子
多到大家都在加班加点赶工。当时厂里实
行的是计件工资，为了抢订单完成任务，大
家加班的积极性很高，工资多的时候会拿
得到 50 到 60 块。这在当年是个不错的收
入，家里 5 口人都靠我的工资生活。

改革开放让企业变化很大，我

们也享受到了福利

为了扩大规模，上世纪 80 年代中

期，厂里在正阳路重新
修了新车间，宿舍也搬
了过来，环境好了很
多。绣花的脚踏衣车也
由原来的 20 多台增加
到 50 多台，车间里放
得满满当当。

上世纪 90 年代，国家
经济转型，我们车间里的设
备也不断更新换代。 2001 年中
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中国纺织
进入国际市场打开了一扇大门。多年来，中
国纺织服装业一直被冠以中国加入 WTO
最受益产业的标签，现实也确实如此。从
2000 年开始，桂绣针织厂的外贸订单越
发增加，这家小小的企业生产加工来自东
南亚、欧美的各种订单。想着自己生产的
东西销往国外，我当时觉得是件挺自豪的

事。
厂里的生产设备由最初的国产脚踏衣

车到日本半自动衣车，再到现在的日本进
口电脑绣花机，现在的产量比从前翻了至
少十多倍。我记得当年用衣车绣花，要先
后经过换线、打样、绷布等好几个步骤，
复杂的图案一个人要一个多小时才能完
成，而现在的电脑绣花机，一排有 15 至
20 个头，能同时完成 15 至 20 件绣品。
这大大节约了人力，原来一个车间的活要
三四十个人干，现在只需要一两个人就可
以完成。

一转眼，改革开放 40 年了，我已经退
休了 10 多年，厂里的环境和生产也发生
了很大的变化。我从厂里的变化看到改革
开放带给我们的福利，作为一名普通的针
织工人，我很庆幸生活在这样一个好时代。

覃红艳：见证针织厂里的改革变化

本报讯（记者陈静 通讯员胡越峰）为了抄近路，一男子竟然
骑着共享单车上了高速公路。10 月 29 日，年轻男子白某骑着共
享单车从桂林北收费站进入 G72 线泉南高速公路，市公安局交警
支队高速二大队民警接警后，迅速将男子拦住安全带离高速公路。

10 月 29 日上午 11 点左右，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高速二大队
接到群众报警，称在 G72 线泉南高速公路灵川县境内路段见到
一个年轻男子骑着辆共享单车前往兴安县方向，给路面交通带来
安全隐患，请求处理。

民警迅速赶了过去，在距离桂林北收费站约 2 公里处见到
了这名在高速公路上骑行的男子。男子约 20 岁，背着一个灰色
书包，在应急车道上骑着一辆黄色的自行车前行，旁边不时有车
辆飞驰而过，非常危险。民警将年轻男子拦停，告诉他不能在高
速公路上骑自行车。年轻男子解释说，他家住在灵川县，他觉得
走高速公路回家方便一些，路线也近很多，于是踩着一辆共享单
车从桂林北收费站上了泉南高速。他还说自己并不知道高速公路
上不能骑自行车，他承诺以后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

随后，民警将共享单车放置在值班警车后面，从灵川西收费
站送年轻男子离开了高速公路。

男子为抄近路

骑共享单车上高速

本报讯(记者张苑 通讯员庞凯微)10 月
30 日上午，中国妇女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
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这是全国各族各
界妇女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在当天的大
会休息间歇现场，一位怀抱“奶娃”、身旁
还跟着忙前忙后的“奶爸”的妇女代表，引
来众人关注，成为现场一道暖暖的“风
景”。

她叫孔晓薇，是来自桂林象山景区的一
名导游员。 28 岁的她是一名“ 90 后”二
胎妈妈。 2013 年，大学毕业后的孔晓薇进
入桂林象山景区，成为了一名导游员。在从
事导游工作的 5 年时间里，她先后获得
2016 年桂林市导游大赛一等奖、 2017 年
桂林市“十佳百优导游员”称号等，是大家
公认的业务骨干、行业标兵。今年 8 月 2
日，自治区妇联召开十三届六次执委会议，
差额选举产生了 46 名妇女代表广西参加中
国妇女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孔晓薇名列
其中。

10 月 31 日下午，当记者电话联系远在
北京的孔晓薇时，她正在利用会议间歇给刚
刚两个半月的儿子喂奶。“我来北京的任务
是集中精力参加会议，但孩子太小又离不开
我，我只好把他爸爸也带来了。”电话那头
的孔晓薇笑着说。“奶瓶、尿片、厚棉
衣……我们拿了两个大箱子，大部分是孩子
的东西。我负责抱娃，他负责拖行李箱，真
不容易。”回忆起两天前从家里出发进京时
的情景，孔晓薇记忆犹新。

今年 8 月，得知自己当选中国妇女十
二大代表时，孔晓薇兴奋之余又有一丝纠
结。自治区妇联了解她的情况后立马特事特
办，得到了全国妇联的大力支持，她被允许
可以带着孩子和丈夫进京参会。得知妻子参
加妇代会，丈夫陆宇堃十分支持。他决定停
下手中的工作，陪着妻子和孩子一起上北
京。

孔晓薇告诉记者，这次带着“奶爸”、
“奶娃”上北京是一场特别的经历。一路

上，她得到大家无微不至的关心和帮助。
乘坐飞机过安检，机场乘务员为他们一家
开通了绿色通道，专门安排房间方便她给
孩子喂奶。到了北京，宾馆的工作人员主
动上前帮提行李，贴心地将两张单人床拼

成双人床……这些细微的举措都让孔晓薇
感动不已。

10 月 30 日上午，孔晓薇在北京接受
中央媒体采访时开心地说：“此次我能带
着‘奶娃’、‘奶爸’参加妇代会，是各

级妇联组织关心的结果，是男女平等的观
念融入我们家庭生活的体现。我一定把大
会的精神传达给工作在桂林旅游业一线的
姐妹们，将‘桂林山水甲天下’的美景介
绍给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们。”

中国妇女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一道暖暖的“风景”

桂林导游带着“奶娃”“奶爸”去开会

本报讯(记者陈静 文/摄)植物印染比赛、史前文物辨
认……近日，市甑皮岩遗址博物馆在乐群小学开展“甑皮岩万年
智慧进校园”活动。博物馆的工作人员通过趣味的讲解和互动与
孩子们度过了难忘的一节课。

活动现场，乐群小学的孩子们听甑皮岩遗址博物馆的工作人
员介绍了基本情况，观看了钻木取火、骨器、陶器的视频，了解
了石器、陶器、狩猎工具的制作过程，之后进行了甑皮岩宝物鉴
别抢答活动，探索甑皮岩先民文化。

据悉，“万年智慧进校园”活动充分发挥博物馆的社会服务功
能，为中小学生提供博物馆的教育、文宣、体验服务，使文化教育、
远古科技体验和历史教育有效结合，让博物馆参与到学校教育中
去，成为国民教育的第二课堂。针对小学生的特点，活动以考古展
板、观看视频、科普讲解、现场活动为载体，看、摸、答、玩有机结合。

甑皮岩遗址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介绍，“万年智慧进校园”是
纯公益性活动，希望让更多的青少年学生不用出校门就能了解甑
皮岩文化，树立保护文化遗产的观念。

上图为孩子们正在进行植物印染比赛。

甑皮岩考古体验进课堂

▲ 10 月 31 日，全州县敬老月暨老年人文化体育运动会在
该县中心广场开幕。全县各单位及各乡镇的 13 支老年协会、
2271 名运动员将在半个月中参加各项比赛。

开幕式上，百人太极拳、舞台书法表演等 7 个汇报节目展
示了该县老年人积极向上、奋发有为的情怀。随后，1300 余人
进行了老年人健步走活动。图为浩浩荡荡的健步走队伍。

通讯员廖雨刚 摄

本报讯（记者张苑 通讯员盘选龙） 10 月 29 日，位于全
州县工业园区内的“老乡家园”鞭炮响声震天，喜气洋洋。小区
的第二批“主人”——— 180 户贫困居民喜迎乔迁。这是全州开
展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的又一喜讯。

据悉，“老乡家园”移民安置小区是全州县目前最大的易地扶
贫搬迁点，项目占地面积 46 . 18 亩，总投资 1 . 4 亿元，总建筑面积
73993 平方米，分 3 年建设 11 栋楼房，可安置贫困户 774 户 3152
人，之前已搬迁 399 户 1591 人。此次搬迁入户 180 户，共 763 人。
当天，每户喜迁新居的贫困户还领到价值 400 元的礼品，该县书
法协会的书法爱好者现场为搬迁户写赠对联，送福气。

“好高兴，我们有新房子住了！感谢党和政府的好政策！”
当天，原住才湾镇永佳禾村委的周觉一家兴奋不已。周觉一家 5
口人，因周觉得过精神病，时不时需要住院治疗，家里生活十分困
难。在此之前，一家人一直住在上世纪 50 年代建的木房子里，现
易地搬迁到安置小区，生产生活条件大为改善。

易地扶贫搬迁是当前党和国家的一项重大惠民政策，也是脱
贫攻坚改善困难群众生活条件的一种重要方式。从 2016 年以
来，全州县按照“集中力量，整合资源，连片开发”的总体思
路，积极向上级争取资金建设易地扶贫搬迁点 8 个，目前已解
决数百户贫困居民的安居问题。

全州深入落实易地扶贫搬迁政策

180 户贫困户喜迁新居

全州举办老年人文体运动会

上世纪
80 年代，覃红
艳(左二)与工友
的合影。

(记者
翻拍)

看到厂里
现在使用的进口
电脑绣花机，覃
红艳感慨“确实
快多了”。

▲孔晓薇在中国妇女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场留下了别样的
“全家福”。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