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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牦牛绒编织可持续的幸福

� � 来自美国的 Marie 走进中国
甘肃南部一个藏族小村庄时，晨
雾正在退去， 缓缓起伏的丘陵
上，有着小小的黑色帐篷，牦牛
和羊群在悠然吃草。

在牧区有多年旅行经验的
Marie，已经非常习惯这种经典美
景，然而当她被友人带进一组传
统的藏式木屋的那一刻，她还是
脱口而出：“我的天，这竟然是真
的！ ”在她的面前，有几十个藏族
人正在大玻璃天窗下，井然有序
地工作，他们正在用纯手工的方
式和最上等的牦牛绒，一寸一寸
地生产着含有藏族文化元素的
高档围巾， 而这些艺术珍品，很
快将被送到爱马仕、 路易威登、
索尼娅在法国的店里，被来自全
世界热爱奢侈品的人们订购！ 但
最让 Marie 难忘的， 是工人们抬
起头对她的大方纯净的笑容，以
及有尊严的工作状态。

这个位于距甘南海拔 3200
米的小小工厂，就是 Norlha（诺
乐）， 它成立的初衷就是为当地
村民提供放牧以外的生计选择，
通过 4 年努力，它已经成为牧区
可持续的替代经济的实践者。

村民的朴实愿望

仁多玛村在广袤的藏区不
太显眼：200 多户人家，1500 位村
民住在离甘南合作市 23 公里的
地方， 海拔 3200 米的广阔草场
上天然放养着 6000 多头牦牛。

在外界人看来，一头牦牛能
卖上几千块钱，那么一个普通的
四口之家可以蓄养 40 头左右的
牦牛，100 头羊，那就是几十万块
钱甚至上百万的财产，每个牧民
都应该非常富裕！

而事实上， 牛羊对于牧民，
就像房子对于城里人，牧民等于
是赶着自己的全部财产在草原
上走来走去， 一旦碰到雪灾，很
可能所有财产就打了水漂。

而且牦牛和羊都需要在最

好的年龄出售，才可以卖到合适
的价钱， 而这样一个普通家庭，
每年只会卖几头合适年龄的牦
牛和大约 20 头羊， 换来一万三
四的零花钱。

于是仁多玛村人产生了一
个非常朴实的愿望，就是能够多
和外界沟通，除了简单地出售牛
羊外， 能更好地利用牲畜资源，
为村民带来多一些收入，而这个
愿望有幸得到了合作市政府的
大力支持。

2007 年在合作市政府和村
所属的佐盖多玛乡政府的悉心
帮助和指导下，村里成立了畜牧
流通援助协会，并且在合作市正
式注册。

协会建立了，那么可以做些
什么，才能改变养牛羊———卖牛
羊———继续养牛羊这种只能带
来很少消费现金的模式呢？

仁多玛人把目光再次投向
了陪伴他们度过了无数严冬的
牦牛。

牦牛是藏族人的宝贝

阿卡（藏语：大叔）东周坐在
山坡上，一面看着他的三十几头
牦牛，一面满含爱意地说：“牦牛
对于我们传统的藏族人来说，可
是不能缺少的啊！ 我们吃的酥
油、曲拉（一种藏式奶酪）、织帐
篷用的毛都是它给的，拉东西更
是好帮手！它就像家里人一样。 ”

在一般动物无法生存的
2500 米以上的高寒地带，作为藏
族人伙伴的牦牛可以在零下 30
度安然地生活，这是因为在它粗
糙的黑色牛毛下面，有一层极为
珍贵的、 浓密而柔软的绒毛，当
地牧民把它亲切地叫做 Khullu。
牦牛会在春天自然脱下第一层
Khullu， 每头牦牛只能产极少量
的 Khullu，而最上等的 Khullu 产
自 2 岁大的牦牛，更为珍稀。

曾经有人从仁多玛收过
Khullu 做牦牛绒衫，收购价压得

很低，而牦牛绒又只能用手轻轻
采集，很耗时，牧民们都不愿做。

仁多玛村人想，那为什么不
自己收绒，自己做纺织品呢？ 收
绒可以给牧民一个公道的价格，
又可以增加本村人的就业；而且
牦牛绒产品相对羊绒产品，非常
稀缺，市场的认可度很高。

于是一个工厂雏形出现了。

超乎寻常的耐心

很快，仁多玛村人决定就在
村子里，尝试做一个小小的工厂
Norlha， 用在当地收集的最好的
Khullu， 来做美丽柔软的手工围
巾。 Norlha 这个名字从藏文中
来，意思就是“牦牛是珍宝”。

不会织围巾，开始学；没有
厂房，自己建。 在很多朋友的帮
助下，村民们一点一点向来自柬
埔寨、尼泊尔的高级技师学习选
绒、纺线、梳线、织面料、结穗等
工艺，向汉族师傅学习建造宽敞
明亮的厂房。 在这个过程中，大
家的信心也增强了：原来我们也
可以学会放牧以外的事情！

这个培训过程，从 2007 年到
2008 年，花了整整一年。 看似很
慢的培训过程，为 Norlha 诺乐产

品质量和后来的迅速发展奠定
了特别坚实的基础。

奇怪的招工标准

Norlha 的工厂建起来了 ，
有纺织间、后期间、洗染房、仓
库、办公室。 招工在村子里开始
了，居然是先招“老弱病残”的
村民！ 于是阿卡东周等一批老
人、家里用不上的弱劳力、残疾
的员工以及家庭困难的村民进
来了。 2008 年第一批三十多名
员工在新建好的厂房门口笑着
合影留念，3 年后的今天，他们
一个都没有流失， 而且身边又
多了很多乡亲。

如今 Norlha 诺乐总共有了
110 名员工， 其中 72 名是妇女。
很多人问， 手工纺织多慢呵，平
均一个人三、四天才能织就一条
围巾！ 但是如果都换成大机器生
产， 就不需要那么多村民就业，
违背了建厂的初衷，而且丧失了
手工定制的魅力，所以直到今天
Norlha 都在坚持手工生产。

传达幸福的美丽珍品

就这样，每年大约 9000 条美

丽的纯手工的牦牛绒围巾, 开始
在仁多玛村人手中诞生。

从单一花色到后来每年出
品的春夏和秋冬两个系列，从
对市场的茫然到为路易威登、
爱马仕、索尼娅手工定制，Norl－
ha 对人的尊重和前期的扎实培
训很快体现出优势， 产品不但
拥有欧洲的稳定客户， 在国内
也开始被更多喜爱手工定制的
人们认可。

Norlha 的人们其实还有一
些其它愿望： 继续招收当地的
村民就业； 生产围巾以外如小
熊玩偶、牦牛玩偶、手套等编织
品、毛毡帽子、柔软的地毯等；
能有一个工人们劳累一天后可
以洗浴的地方； 妇女职工照顾
不过来的孩子可以享受到托儿
服务……

Norlha 也在不断地尝试在
当地的环保工作，使用昂贵但是
低污染的进口染料，每年宣传垃
圾收集， 每年带职工在当地种
树，并且希望开展更多环保活动
保护当地草场和水土。

Norlha 和仁多玛村人，正在
用单纯而朴实的幸福感，在每一
个当下，实现着可持续的彩虹。

（据《社会创业家》）

� � 身处上海田子坊满满当当
的创意小店之中，Shokay 看起来
相当高端， 动辄三四百元的帽
子、上千元的围巾也注定了这不
是走大众销售路线的店铺。

“Shokay 很难将价位降到能
够迎合普通消费者的程度， 毕竟
一头牦牛身上只能获得 100克左
右的绒，只能定位为奢侈品。 ”虽
然在运营一家社会企业，Shokay
品牌创始人乔婉珊希望 Shokay
最终能够帮助牦牛绒制品与“优
质”、“时尚”联系在一起，而不仅

仅成为一个“道德商品”。
Shokay 的商业模式很简

单，从藏区的牧民手中直接收取
牦牛绒， 交给厂家进行清洗、染
色， 然后捻成色彩艳丽的纱线。
来自上海、纽约等地的设计师则
专门为此设计出款式新颖的服
装和配饰，设计图纸被交到上海
市崇明岛上近 50 名织娘手中，
这个由下岗女工和当地农村妇
女组成的编织小组，将这些设计
变成实实在在的商品。 最终这
些衣服、帽子和围巾将会在全球

10 个国家， 超过 100 家以出售
创意和公益产品的特色店铺
中， 以一个叫做 Shokay 的品牌
进行售卖。

乔婉珊设计的 Shokay 生产
链条在两个环节可以帮助到目
标群体， 一个是在原材料环节
帮助藏区的牧民， 一个是在生
产制造环节帮助到上海的穷困
妇女。 与其它社会企业最大的
不同点是， 她将设计和销售两
个环节注入时尚奢侈品的概念
和元素， 不同于以往社会企业

仅仅生产销售简单廉价的“道德
产品”。

“让牛绒产品获得更多的市
场 ， 需 要 的 不 仅 仅 是 一 个
Shokay，还需要更多的设计师来
使用牛绒原料进行产品的设计
和制造，让越来越多的牛绒制品
进入市场。 ”乔婉珊计划在明年
开始教收绒地的牧民学习手工
捻线，这样除了可以让他们获得
更多收益外，也能有更多的牛绒
产品出现。

（据《中国企业家》）

� � 怎样改变藏民养牛羊———卖牛羊———继续养牛羊
这种风险高受益少的现金的模式？ 如何让他们工作得
有尊严、幸福，并且生活的体面？

Shokay:社会企业也时尚 ■ 朱汐

Shokay 品牌的牦牛绒围巾在上
海受到时尚人群的喜爱

� � Norlha 帮助当地 “老弱病残” 的村民找到工作机会， 如今
Norlha 已经拥有 110 名当地员工，其中 72 名是妇女 ，他们经过
一年的漫长培训掌握了编织技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