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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根草编织培训班分别在广西和安徽成功举办 

由德国 EED 资助的“以香根草为基础的复合农林业应用于大别山区扶贫和水土保持”项目于 2009 年 9 月下

旬批准后，中国香根草网络随即与项目合作实施方安徽省岳西县菖蒲镇政府签订协议，因地因时全面步骤、分

项落实。其中 紧迫的就是按原计划在 10 月 22 日至 11 月 28 日先后在广西龙胜与安徽岳西分别举办三期香根

草编织培训班。经过多方联系和各地单位的共同努力，以 快速度做好编织培训班所需的各项准备工作：分别

落实两地的香根草编织草料； 宣传组织并号召当地妇女踊跃报名参加培训；建造草蓆编织机；准备制作产品模

型所需要的泡沫塑料、染料和染色用的的铁锅；购买编织固定与缝制用的针、线等，终于使两地举办的三期香

根草编织培训班如期相继举行。 

为了让培训学员在开班前对香根草特性及其应用有所认识，中国香根草网络就我国引进香根草系统的发展

历程以及世界各国的研究动态与应用现状等制作了图片展览，内容包括四部分： 

（1） 香根草的基本特性； 

（2） 香根草在农业上的应用； 

（3） 香根草在工程与环境保护上的应用； 

（4） 香根草的信息传播。 

每套展板由 49 张图片组成，这些展板分别在各培训现场展出，供学员观看。同时为了让学员了解更多有关

香根草的信息，中国香根草网络还准备了大量资料在培训现场分发，包括：《香根草通讯》， 《香根草：防治侵

蚀的绿篱》； 《香根草挂图》；《香根草系统及其在中国的应用》等等。 

1. 在广西八滩举办的香根草编织培训提高班 

龙胜县泗水乡八滩村是上一期（2007-2008 年）EED 项目实施区，在德国 EED、国际香根草网络和泰国皇家

项目发展委员会的支持下，曾于 2007 年 10 月 21 日至 11 月 6 日于八滩村里排成功举办了首届国际香根草编织

培训班，以壮族妇女占 91.3%的 23 名学员在三位泰国老师的悉心传授下，个个认真刻苦，两星期内各自编织了

1-3 件帽、篮、包、筆筒等成品。只是时间有限，学员很难掌握全部的编织工艺品种。在培训结束学员回到家

中以后，又只有极少学员能够继续编织工作。为此，这期编织培训的宗旨在于提高编织工艺水准，通过互教互

学、取长补短，使首届编织培训学员个个能编多样手工艺产品，并从中择优 4-6 名作为下两期普及编织培训班

的教员。 

 该期编织培训提高班于 10 月 22 日开始至 10 月 28 日结束，历时一星期。参加编织培训人数 17 人，其中妇

女 14 人，占 82.4%，年龄在 20-51 岁之间，人员主要来自八滩村的里排组与八滩组。其中老学员 8人，占 47.1%，

新学员多系女青年，呈现出以老带新、互教互学、你追我赶的局面。编织的 17 件产品中有包、帽、碗、花瓶、

筆筒等等，不但花色品种较多，而且质量也普遍好于首届培训的产品，选料精细、编织平整、接头光洁、造型

渐美。将这些产品与 2007 年举办的首届培训班产品相比，可以看出无论是编织质量还是品种设计均远远高于上

次培训。这也表明，产品质量的提高有着很大的空间，只有通过不断实践、相互探讨产品质量才可提高，进而

才有机会打入旅游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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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民石显光在掌握了香根草基本编织方法后，奇思妙想，编织出单个或两个并蒂、三个一组的三角小荷包

颇有创意，深得众多人、尤其是旅游者的喜爱。与此同时，从桂林旅游市场得到的草编扇子也给大家很大启发。

石显光也希望用香根草编织成类似扇子。 

 在培训班结束时，根据选料、工艺、装饰、造型、技术难度五项评选标准，组织了工作人员与全体学员对

其间编织产品投票评分，累计总分从高到低评出一等奖 1名，为石玲艳编织的手提篮；二等奖 2 名，为伍松莲、

侯时珍编织的帽子、小提包；三等奖 3 名，为石显周、曾春华、侯连芬编织的花瓶、小盒子、小背包。与此同

时，对包、帽、筆筒、荷包等各类优质编织品实行鼓励性收购；对 6 位获奖者还赠送一册泰国香根草编织工艺

品式样照片，鼓励他们再接再厉，洋为中用，发杨广大；对每位参与培训的学员许诺待明年春节后，发给每个

学员 2000 棵香根草苗，希望他们能种在房前屋后或自家耕种的梯地田埂上，以解决日后不断增大的香根草编织

草料之需，做大做好其编织业。 

 此外，在编织品评奖、计票时，还穿插进行了选拔下两期编织普及班的教员，标准是： 

（1） 能够掌握香根草编织的各项基本步骤； 

（2） 能够编织出 少一种高质量编织品； 

（3） 愿意耐心的将自己的技术传授给学员； 

（4） 能清晰的讲述编织的过程和要领； 

（5） 身体健康（尤其是对去外省的教员）； 

（6） 能够在短期内离开家庭。 

选拔过程中学员报名极为踊跃，多达 9 人， 终经多方面反复比较与挑选，审定了 6 人，他们也都是获奖

人员。为此将其一分为二，每组三人相继成为下两期香根草编织普及培训的教员，并由长期参与项目实施和组

织编织培训、做编织模具的龙胜县农业局泗水农技站贲维君站长带队，按期先后分赴省内、外两地传授香根草

编织技术。 

2. 广西周家香根草编织培训普及班 

在 2007 年举办的第一届国际香根草编织培训班时，当时受交通条件限制，实际上参与培训的学员均来自八

滩村，没有一个学员来自同为项目实施地的周家村，为此有必要在周家村举办一次香根草编织培训的普及班。

该班于 10 月 29 日开始，至 11 月 11 日结束，历时二星期。参加编织培训学员主要来自周家村毛寨组与岩州组。

在宣讲了培训的宗旨与学员条件后，当地村民报名极为踊跃，尤其是妇女，占 23 个报名者的 87.0%，年龄在 21-61

岁之间，多为瑶族。有的农民还将他自己编织的竹器拿到编织现场，期望取长补短，相互学习。教员包括领队

贲维君，以及提高班中选出的石玲艳、候时珍、候莲芬等四人。此外，作为前往安徽菖蒲举办 2009 年第三期培

训班的三名教员，为了进一步提高自身的编织技术水平，也先后参与了此次培训， 他们既做教员又当学员，而

且不计报酬。 

培训现场设置在该村岩州村组一个已弃用的山寨小学，培训期间恰逢该村正在修路，培训材料无法用汽车

运到山上，学员们纷纷自山寨家中带绳带筐，步行下山搬运香根草编织草料、制模塑料泡沫、宣传展板与其它

编织用品等。来自八滩村的编织教员以及中国香根草网络、桂林市、龙胜县的工作人员每日往返也均需跋涉爬

山。编织现场是由人们临时准备布置起来的，学员们用几块舖板搭成工作台，挂起了横幅，围墙边放上展板。 

办班期间，不分男女老幼，教、学员的积极性都很高，学员起早带晚、踏实刻苦；教员工作认真、耐心细

致，手把手地边讲述边示范，以致通过半天到一天的时间，大部分学员就学会了分草、编辫；第二天就着手编

织小而简单的小方包，四至五天后就开始编织容积大、难度强，花式品种多样的手工艺品了。 

在培训即将结束的 后一天，将编织成品共 31 件整齐地摆放在桌子上，参与评奖。其评奖的原则与顺序与

上一期香根草编织培训提高班如出一辙，在宣布评选标准后，随即进行了由教员、学员及其工作人员共 30 余人

参加的优质编织品投票评选，经统计，刘丹编织的小背包，获得了一等奖；李运平、王世艳分别编织的手提篮

与小花篮获二等奖；王佩兰、王世权、王茂芳各自编织的碗、笔筒、手提篮分获三等奖。同时与上期提高班一

样，对每位获奖者赠送一册泰国香根草编织工艺样品照片，并现场按质论价，优价收购了帽、包等优质编织品；

并许诺在明春栽草季节给每位学员发放 2000 棵香根草苗，以鼓励全体编织学员能自觉地把香根草编织作为一项

非常实用、有利于环境保护、又可取得直接经济效益的手艺和产业来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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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安徽省举办的首届香根草编织培训班 

在安徽省岳西县菖蒲镇举办香根草编织培训普及班是在安徽省举办的首届香根草编织培训班，也是该项目

先步骤实施的一项重要内容。早在本世纪初，中国香根草网络就在该地区实施了由港澳救世军资助的的水土

保持扶贫项目，种植过香根草。目前项目实施的菖蒲镇水畈村等坡耕地上，仍零星分布着 10 余亩、20 多万株

香根草苗。为了在该期编织培训开始前，能就近筹集到足够的香根草编织材料，中国香根草网络在 2009 年 9

月就与有关人员协商落实，并于国庆期间通过收割、烫煮、凉晒，处理并收获了 450kg 左右香根草干草叶，为

在十一月份举办的编织培训班提供了物质保证。 

该期培训班于 11 月 16 日开始，至 28 日结束，历时二周。参加编织培训的学员主要来自项目实施区的港和

村和水畈村，在其培训办班前，两个村的领导分别在各村动员、宣讲了编织培训宗旨及其学员条件，当地村民

尤其是妇女听到培训可学会一项挣钱手艺，报名极为踊跃， 终两村各确定了 10 名 23-49 岁之间的青壮年妇女。

他们大多数是小学或初中毕业，只有两人高中毕业。教员均来自广西龙胜经过选拔的优秀获奖学员。 

此次培训场所设在刚刚装修过的菖蒲镇文化馆，地处岳西县菖蒲镇的中心地段，只是该馆距两个村的学员

住地分别有 1.5km 和 3.5km，加上天气正逢降雪，为此，镇政府及其培训领导小组为了确保培训的正常、安全

进行，决定学员早出晚归分别由各村统一安排车辆接送，每日培训安排在上午 9 时至下午 4 时，午餐在镇政府

食堂统一安排，免费供应，同时对正式参与的学员每天发放误工补贴。 

在开幕式上镇长对 EED 资助的项目深表感谢，并要求所有参加培训的学员珍惜这次学习的宝贵机会，学好

技术，为以后的创收和水土保持工作做好准备。教员代表也介绍了香根草编织的主要过程，中国香根草网络介

绍了香根草技术在中国和世界上的发展概况以及香根草在水土保持和斜坡固定上的作用。为了编织现场的安全，

组织人员还在醒目地方设置了禁止吸烟的标语。在整个培训班期间，镇政府领导挂帅，并从有关部门抽调专人

负责，领导、组织者设身处地的周密安排使学员培训期间始终热情高涨,从香根草筛选、分割、编辫、染色无不

积极主动，认真细致，尤其是在大铁锅里烧开水将香根草干叶片染成黄、红、紫、兰等色时，几乎每位学员都

按各自的编织物件与计划，争先恐后地染了一色又一色。有许多学员嫌白天培训时间短、编织进度慢，自发地

起早带晚，在家里加班加点，在短短的两周内就编织出大小 70 多件编织品，平均每人编了 3-4 件。不少居住在

镇上的妇女也不时来编织现场参观询问，要求参加编织培训，了解还办不办这样的培训班？她们能否参加？ 

虽然由于交通不便，很多时间都花费在路上，但学员们编织的工艺品数量 多， 多的达到一人编织六个，

有的人一个晚上就能编织一个花瓶。在整个培训过程中，几乎所有的学员都能坚持参与培训，没有无故缺席者。

在培训结束前夕，参照上两期培训班评奖方式并结合这次培训的实际状况，进行了优秀香根草编织品评选。每

位学员挑选出自己 1-2 个 好的编织品参选，总共有 30 余件参与评奖，其标准、步骤基本上和上两期一样，只

是按大多数学员的要求，将投票人员改为编织老师、参与编织培训的中国香根草网络人员及其镇、村的有关领

导、办班工作人员，共 13 人。按上述的五项标准对编织产品投票评选，以其得票多少评出：一等奖 1 人，为王

玲芳的小背包；二等奖 3 人，为徐礼霞的花瓶、柳永红的帽子和周淑卫的篮子；三等奖 6 人，为柳东梅的小背

包、严桃林的帽子、王转红的帽子、周玉枝的小背包、王海霞的果篮。为了鼓励学员们在今后的工作中相互学

习、互助合作，培训班还专门设立了合作奖，获奖者为柳永红、柳东梅两人合作编织的蓆子（表 1）。总之，培

训班上学员你追我赶，竞争非常激烈，几乎每位学员都希望得奖，有的学员在评上了二等奖后仍表现得很失望。 

 在整个培训班期间召开了几次讨论会，目的是要不停地解决在培训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一步改善编织质

量，提高编织速度。例如，当大多数学员在完成了第一个简单的小型编织包之后就召开了一次会议，学员们相

互比较自己的产品，教员提出一些总结性的意见，包括： 

――每编织行之间的距离要安排好，不宜太宽，也不宜太。 

――染色时要染透，每次染的草不能太多。 

――所挑选的叶片 好年龄相同，老叶片常常边缘卷曲，不适合于编织，因此叶片 好在三个月的时候割下来。 

――用于编织的叶片其香根草的生长应当较为旺盛，否则叶片太短不宜于编织。 

――当一根叶片编完以后要将接替的叶片放好位置，并将接替的叶片扭曲一下，防止滑落。 

――在进行以后的编织时应当根据个人的编织情况而定，如编织速度较快的应当选择大型的模具进行编织，否

则选择小型模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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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09 年举办的三期香根草编织培训班得奖人员 

  

 

 

 

 

 

 

 

 

 

 

 

 

 

  

原计划给每位获奖者赠送的一册泰国香根草编织工艺样品照片，由于获奖者临时增多，只好待日后加印照

片以后补发。对于参与评选的 20 件左右优质编织品决定现场收集珍藏，用于今后宣传、展览陈列并用作今后继

续进行香根草编织的样品。同时，为了解决今后香根草编织的草源，在培训班闭幕时，当场发放给每位学员 2000

棵香根草苗。在培训班结束以后，项目领导小组专门发文给每位学员要求他们做好以下几点： 

1. 要将分发下去的香根草苗种好，以保证明年有足够的香根草叶进行编织，在种植时为了防寒要在根部

多培一些土，来年春天再将多余的土扒开，以促进香根草的正常生长。 

2. 如学员身边还有多余的香根草干叶片请继续编织，努力提高产品质量，并根据当地旅游市场情况，不

断设计出新产品。项目组计划在春节前收购一批，用于明年五一期间在天仙河漂流旅游市场进行展销。 

3. 希望学员能将所学到的香根草编织技术加以传播和推广，带动左右邻居和亲戚朋友，学会这一技术。 

4. 请从自己做起，带头使用香根草编织品，并用它逐步替代一些塑料制品，以便更好的保护好环境。 

5. 望抓紧时间学会制作编织模具，以便供未来的培训班使用。项目组将对制作较好的模具进行收购。 

6．努力提高编织技术，争取在下期香根草编织培训班时担任教员，以便让更多的人掌握香根草编织技术，

将香根草的编织作为当地一重要的环境保护措施和生财之道的产业来抓，进而在菖蒲、岳西以至整个安徽大别

山区生根开花。 

总而言之，历时 40 天的两省三地的三期香根草编织培训已经达到了预期要求，编织出产品 120 余件，显露

出一批像荷包那样有创意、有商业价值的产品。中国香根草网络在培训结束不久，就及时地向德国 EED 和国际

香根草网络作了汇报，并准备为在编织培训中有突出贡献的人员申请奖励和证书。  

4.回顾、评价与今后的考虑 

4.1 香根草编织培训所碰到的问题 

 学员的交通问题：由于农民都住在山区，所以要把学员集中起来比较困难，往往要花费一到两个小时，不

少时间消耗在往返路上，此外，香根草编织跟其它的培训又不太一样，需要的时间长，又要求学员必须到达现

场，有的妇女还要照顾家庭，带小孩，也影响到培训工作。所以有时培训效率比较低，主办部门如能用汽车接

送教员和学员，就可节省很多路途时间。 

由于参加培训的人员年龄和接受的教育程度都不一样，因而，掌握香根草编织技术的程度也不同，特别是

那些文化程度较低的学员往往在培训过程中接受程序较慢，对他们只有耐心。 

4.2 继续进行香根草编织培训及农民应用编织品的重要性 

在编织品进入市场以前农民本身使用香根草编织品就有很大的需求，特别是在政府限制使用塑料袋的情况

下，这种需求更为强烈。很多塑料制品都可以用香根草包，篮等容器取代。编织这种物品不需要任何花费，只

地点 广西八滩（里排） 广西周家 安徽菖蒲 

时间 10 月 22 至 28 日 10 月 29 日至 11 月 11 日 11 月 16 日至 28 日 

项目 获奖人 产品 获奖人 产品 获奖人 产品 

一等奖 石玲艳 手提篮 刘丹 小背包 王玲芳 小包 

二等奖 伍松莲 

侯时珍 

帽子 

小提包 

李运平 

王世艳 

手提篮 

小花篮 

徐礼霞 

柳永红 

周淑卫 

花瓶 

帽子 

篮子 

三等奖 石显周 

曾春华 

侯连芬  

花瓶 

小盒子 

小背包 

王佩兰 

王世权 

王茂芳 

碗  

笔筒 

手提篮 

柳东梅 

严桃林 

王转红 

周玉枝 

王海霞 

小背包 

帽子 

帽子 

小背包 

果蓝 

合作奖     柳永红 

柳东梅 

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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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自己在其周围种点香根草，于空闲的时候在家里编织就行。当前的首要任务就是要让所有参加编织培训的学

员把自己学会的香根草编织技术传授到他们的邻居，亲戚朋友和附近的村庄去。只要香根草编织技术能很好传

播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对塑料制品的利用，这将对山区自然环境的保持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由于香根草

可以用来编织很多生产和生活器具，这不但能够减少农民的支出，而且也为农民日常生活添加了色彩。如有的

农民就将自己编织的花瓶作为装饰品放在家中供来客欣赏，有的农民除了自己使用香根草编织品以外还将自己

的编织品送给亲戚朋友。 

除了培训班的学员生产编织品以外，一些未能参加培训班的农民还主动向他们的亲戚朋友学习编织技术，

如广西八滩村的侯时珍就向她的婶婶学会了编织技术，而且编出了很漂亮的挂包。因此在第三届香根草编织培

训班闭幕式上中国香根草网络的黄教授就指出当前的首要一步就是要鼓励学员继续进行编织工作并鼓励他们带

头使用香根草编织品，并用这些编织品取代塑料制品。这将对山区农村的环境保护和改善农民的生活起到不可

估量的作用。与此同时，学员们应当努力帮助他们的亲戚朋友和邻居掌握香根草编织技术。 

总之，从 2009 年举办的三期香根草编织培训班中我们看到了香根草编织品在山区和广大农村的巨大的应用

潜力，有些农民还根据他们的需要和已经掌握的编织技术设计出新的产品，在每期培训班上都评选了一些获奖

者，他们大多数都是未来编织培训班的教员，为香根草编织的进一步推广奠定了基础。同时，一些潜在的组织

人员和项目协调人员通过编织培训班的开展也将脱颖而出。 

4.3 香根草编织品的市场化 

通过对周边地区旅游市场的调查以及对学员编织品的评估发现，在香根草编织品真正进入市场之前应当考

虑以下几点： 

1.首先要提高编织品的质量，要认真对编织的每一程序进行质量把关，如叶片的年龄不能大于三个月，叶

片的边缘应当清理干净，在处理叶片时应当在开水中煮沸三分钟然后再彻底晾干。 

2．产品应不断更新，应在对旅游市场进行广泛调查的基础上设计出新的产品。我们将考虑对新产品设计人

员进行奖励以鼓励他们创造出更多更好的产品来。 

3．编织品的生产应当以市场为导向，应当经常进行对市场的调查与评估，以便设计出更有前景的产品。 

4．通过调查发现我们应当鼓励农民成为经营者和供销商，让他们组织编织者生产出成批的高质量的产品，

并将这些产品送往市场，无论是政府部门或者是非政府部门都不可能对香根草的编织品的设计，生产，营销进

行大包大揽。香根草编织品的重担应当由从农民中涌现出的农村经纪人完成，而我们能够做到的就是促进这类

经纪人的出现（图 1）。 

5．在这些培训班中学员们应当掌握香根草编织的所有技术，应当学会编织复杂的编织品，这样他们就能根

据不同的需求设计出新的产品来。例如对于国内旅游市场而言，一些小型的简易编织纪念品应当成为主导方向，

而对于国际市场而言，一些大型的，更加精美的编织品应成为主导方向。这样农民可以通过不同的市场需求达

到增收的目的。 

 

图 1  香根草编织品的培训、生产、销售示意图 

亲朋好友、邻居使用 

学员自己使用 出  售

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促进私营企业家的出现 

各类香根草编织培训班

市场调查研究 

产品设计 

国内市场 国外市场

家庭个体生产 组织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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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10 月 22-28 日在广西龙胜八滩举办的香根草编织培训提高班上 
 

 
学员们全神贯注编织，互教互学 

 
编织现场之一角 

 
给染色过的香根草润水 

 
在编织机上认真细致地编织香根草草蓆 

 
讨论如何编织精巧的小荷包 

 
编织的香根草手工艺品集中展示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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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10 月 29-11 月 11 日在广西龙胜周家举办的香根草编织培训普及班上 
 

 
介绍香根草系统 

 
学员们选择处理香根草干草 

 
正在耐心地教少数民族学员进行香根草分草示范 

 
正在编织中的一个包 

 
编织完工与正在编织的香根草工艺品 

 
教员、工作人员、学员与其编织品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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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11 月 16-28 日在安徽岳西菖蒲举办的香根草编织培训普及班上 
 

 
介绍香根草系统图片展览 

 
妇女学员聚精会神阅读香根草出版物 

 
学员开始编织香根草物件 

 
学员们学习编织香根草草蓆 

 
香根草叶在沸水中染色 

 
学员个个专心致志编织香根草小拎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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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香根草编织的花瓶及其编织者 

 
编织的香根草草蓆展示  

      
编织培训班学员代表在闭幕式上发言 

 
香根草编织的花瓶、筆筒 

 
获奖的编织品：帽、蓆、篮、花瓶等 

 
菖蒲镇领导和学员们合影 

主办：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中国香根草网络，南京市第 821 信箱，南京市北京东路 71 号 
邮编：210008，电话：（025）86881269，传真：（025）86881000 

E-mail: vetiver@jlonline.com 或 lyxu@issas.ac.cn   Homepage: http://www.vetiver.org.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