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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生土长”的基层群文活动，正在一点一滴地改变着
乡村人的精神面貌。

几年前修建的寨桥文体广场，如今已然是寨桥最有人
气的地方。打篮球的小伙子，从隔壁村赶来跳交谊舞的阿
姨，以及来这里散步、看演出的人们，共同营造了这个乡镇
公共空间的文艺味道。我们去寨桥采访的当晚，村民们正
在广场翩翩起舞，一位阿姨没舞伴，一个人自得其乐地跳着
华尔兹，赶上去问她多大了，她伸出指头：快八十啦！哈哈
笑着独自旋转而去。

“夏天人比现在还要多呢！村民一般5点过来，散步一
小时，再看一小时文艺演出，然后再跳一个半小时交谊舞，
8:30左右陆续回家。”孙英说，已有好几个商家看中这里人
来人往的热闹，想来开超市呢。

一个乡村有一支70多人的演出队伍，这让专业院团听
了都吓一跳。这些年为拉扯这支队伍，孙英可是费了一番
心思。

“村里哪个会唱戏、会跳舞，哪个能拉个二胡，谁会写个
书法，我都摸得清清楚楚。”看中目标后，孙英会主动出击，
甚至自己掏腰包给他们买乐器，让他们来学。

为调动村民都参加到文艺活动中来，孙英采用循环比
赛的方法。春天教，秋天比赛；秋天教的新节目，来年正月
十五元宵节再来集中展示。一年到头，都有目标有奔头，渐
渐地各村也都有了自己的演出队。

看见群文队伍“阴盛阳衰”，孙英就搞奖励，凡是每队超
过两个男演员，奖励每人一桶油。再后来，她创排了需要一
男一女搭配演出的拉手舞《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为了顺
利演出，女演员会想尽办法自己去发展男演员。

就这样队伍一天天壮大起来，如今寨桥的文艺氛围已
今非昔比。创排《江姐》《沙家浜》等锡剧大剧的时候，能挑
大梁的演员已“茂盛”到一个主要角色要分给几个人演。

“光阿庆嫂我们就有 3 个。”阿庆嫂的扮演者邹玉兰告
诉记者，全剧共有10场戏，按照剧情、唱功、形象，每个女主
演要上台演3到4场。“不光3个阿庆嫂，我们还有5个江姐
呢！”孙英自豪地笑。

随着上台露脸的次数增加，孙英发现，村民们的胆子也
越来越大，从开始只能清唱，到配以化妆和表演的彩唱，再到
换上戏服进入角色，文艺生活也成了村民社交的新天地。

“过去没空调，夏天大家就睡在外面乘凉聊天；现在农
村生活条件好了，人与人的距离却也没那么近了，文化活动
正好给大家提供了更多交流机会，了解到这个社会正在发
生什么。”当地的一位老师对记者说。

自愿、公益、团结、快乐，是这个艺术团的宗旨。在这
里，每个村民都可以是角儿！他们不光给自己的生活增添
文艺光彩，也给别人带去快乐和欢笑。

远在常州却援助了湖北 311 个社区，孙英和女儿去年
被评为2020年度“全国最美抗疫家庭”。

“这几天极寒模式，上午我们去民办养老院看望老人。
有个老人 100 岁了，几个儿子相继离世，但她还住在养老
院，看见我们送去的红色新棉鞋，高兴得不得了⋯⋯”

1月8日，结束了“慈善爱老文艺行”活动的孙英回家才
发现，家里的水全被冻住了。但她顾不上这些，明天还有一
场文艺活动要赶紧联络。这个村民们口中的“孙站”，满脑
子都是她的文艺事业，她最开心的事是：用文艺点亮乡村，
也点亮乡民们的精神世界。

前黄雅韵艺术团，只是一个乡村自发组织的民间文艺团
体，但在它身上，我们看到了乡村文化自我生长、不断丰盈的
一种可能。它在泥土下扎根，在土地上开花，流淌着乡土乡
情乡韵，在平凡中澎湃出乡村文化最旺盛的生命力。

乡村里的文艺味道

带来新的社交空间和
生活方式

舞台上是角儿，下了台是教师、泥瓦匠、钟点工⋯⋯

当文艺的种子在乡村种下
“那天在厂子里做完工，到镇上的广场上散步，随便哼了几句黄梅戏，就被文化站的孙站听到了，硬是把我一个外地人拉进了艺

术团，劝到了舞台上，以前我可是个连说话都会脸红的人⋯⋯”在安徽打工妹龚先翠的眼里，孙站是一个让她平淡人生出彩的人。

她口中的“孙站”是谁？武进区前黄镇已退休却还在发挥余热的文化站站长，前黄雅韵艺术团党支部书记孙英。在基层从事文

化服务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她带领这个清一色农民身份、“上台演戏、下田干活”的草根艺术团活跃在乡村舞台，用一出出新戏、一

支支舞蹈、一个个小品、一曲曲说唱，将乡村百姓凝聚在一起，演百姓故事，唱文明新风，“文艺叙事”的内生力量，点亮了乡村，在潜移

默化中改变了村民们的精神风貌。

□ 本报记者 吴雨阳

一杯敬师茶，一份送师礼，一次叩首拜，一张郑
重写下师徒二人姓名的收徒书⋯⋯这场景不仅是两
代艺术家的相会，更意味着扬州评话王派《水浒》时
隔 63 年的薪火相继。1 月 9 日，扬州评话王派《水
浒》第四代传人、81岁的王丽堂，回到扬州正式收下
扬州评话青年艺术表演家马伟为徒，同时成立扬州
评话王派《水浒》传承工作室。

“看戏要看梅兰芳，听书要听王少堂”，扬州曲
艺源远流长，尤以扬州评话蜚声曲坛，其中的王派

《水浒》更是中国曲艺的高峰。在以前，扬州评话
的传承体系，多以家族传承为主，以王派《水浒》为
例，就是王玉堂、王少堂、王筱堂、王丽堂，脉络清
晰，传承明朗。

新中国成立后，扬州曲艺进入全新时代。传统
的评话艺人打破了家族传承的体系，传承了王派《水
浒》的优秀评话演员，有李信堂、惠兆龙、任德坤、马
伟等，他们都活跃在扬州评话舞台上，代代相传。

王少堂、王丽堂在 1958 年调入了江苏省曲艺
团，去了南京，王筱堂也在同期去了镇江。随着王少
堂的去世，王派《水浒》的嫡传脉络在扬州处于断裂
状态。1 月 9 日，当王丽堂回到扬州，并收下马伟为
徒时，一条在历史长河中若隐若现的嫡传脉络从此
再度连接。对于王丽堂和马伟来说，这是一场收徒
仪式。对于扬州评话王派《水浒》而言，这更是一场
长达63年的嫡传续缘。

这是一对扬州评话的名师高徒：名师王丽堂，国
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获中国曲艺牡丹奖“终身
成就奖”。高徒马伟，扬州市曲艺研究所副所长，获
得过中国曲艺牡丹奖“表演奖”。

在收徒仪式上，王丽堂百感交集。她曾在牡丹
奖颁奖典礼上说自己“一辈子只会说扬州话”。回到
扬州的她，更是满口乡音，满心乡情：“扬州是我真正
的家乡，我就出生在扬州的多子巷，我从小就是听着
扬州评话长大的，我觉得扬州的水，都比其他地方的
水好喝，扬州的东西，永远是最好吃的。”

更让她感慨的，是她离开扬州曲艺界 63 年之
后，扬州曲艺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发展。一朵朵“牡
丹奖”花落扬州，一位位新人层出不穷。“虽然我在
南京，我一直都在关注着扬州曲艺，真是为他们感
到高兴啊。这次回到扬州，收下马伟为徒，也是看
到他在王派《水浒》上做出的努力，希望他能够继
续投身其中，将王派《水浒》艺术发扬光大。”王丽
堂说。

成为王派《水浒》第五代嫡传的马伟，内心的激
动也是溢于言表。他回忆道，从他18岁进入扬州市
曲艺团，听到最多的书，就是王派《水浒》，王丽堂的
录像和书籍，一直都被他摆放在案头，每一段表演，
每一句说口，都深刻烙印在脑海里：“今年，我已经进
入不惑之年，更加明白自己所想要的是什么，那就是
这一辈子，认真努力做好一件事，在扬州评话的艺术
道路上，坚定走下去，在王派《水浒》的继承与发展
上，继续去探寻，继续去攀登。”

以王少堂为代表的王派《水浒》，因其脍炙人口
的代表书目，本着严格严谨的“坐台功”和对艺术追
求尽善尽美的态度，以其口、眼、身、步、神的运用，情
节的铺垫，人物的刻画，说讲的功力等方面的艺术特
色，赢得了广大听众的认可，成为扬州评话最重要的
流派之一。省文联副主席刘旭东表示，这次王丽堂
收马伟为徒并在扬州成立扬州评话王派《水浒》传承
工作室，是扬州评话特别是王派《水浒》百年传承一
次里程碑式的大喜事。

王丽堂自幼学习扬州评话，十岁登台，被称为
“十岁红”。上世纪 90 年代，王丽堂整理的《武松》
《宋江》《石秀》《卢俊义》四十回共四百余万字正式出
版，这是她对王派《水浒》进行全面保护、传承、发展、
创新的心血结晶，她还将全部稿费捐出设立了“王少
堂扬州评话奖励基金”。

王派《水浒》嫡传再续薪火

时隔63年，
王丽堂回扬收徒

周四下午，常州前黄镇寨桥活动中心里一派热闹景
象。在“呛呛呛”的铜锣声、“咿咿呀呀”的胡琴声和“嘈嘈
切切”的琵琶声中，村民们争相亮出自己的“好声音”，乐队
师傅直喊忙得没空上厕所。

“年轻时没能进剧团，现在拉个牛尾巴，快点过把瘾！”
64岁的团长马建南，年轻时就被剧团看中，却因为种种原
因未能如愿。现在他一心扑在艺术团，带着妻子濮小玉，
搭档演出了许多剧目。

专管音响的师傅陈益民，今年70岁了。作为电影放映
员，他一年要走10个村放映120场电影。其余时间就在艺
术团负责灯光、大屏等电子设备，“每周五晚上，我们都是露
天演出，如果碰上下雨，第二天设备都需要去维护的。”

60 多岁的庄亚梁站在台上吹奏萨克斯风文艺得很。
退休前，他和猪肉打了一辈子交道，计划经济时在食品站里
卖猪肉，市场经济后他就专管给猪屁股盖合格章的活儿。

开拖拉机的王凤兴比较特殊，做了胃癌手术后他就不
搞运输了，2008年镇上搞下沉式文体广场，他就自告奋勇
来了，每天下午四点准时上岗，哪里有问题找他准没错，

“他是个什么都知道的人”，村民指着王凤兴说。
刚开始，龚先翠上台演节目，让当地人伴舞，还有人老

大不情愿，“她一个外地来打工的，凭啥要我们本地人给她
伴舞！”孙站一言九鼎，“我们这里没有外地本地的，谁演得
好，谁就上主角。”龚先翠说，“处得时间长了，大家都成了
兄弟姐妹，也不再有本地外地、打工和老板的区分了，只想
着怎么把戏演得更好。”在后台，龚先翠边娴熟地整理着换
下的戏服边感慨，脸上散发着光彩：“以前打工，工资哪儿
高往哪儿去，现在别地给再多钱我也不肯挪窝了，白天有
工打，晚上有戏唱，这日子过得才叫快乐。”

在这个几乎清一色农民身份的艺术团里，让记者惊讶
并感慨的是，人人脸上都散发着光彩，仿佛有一根神奇的
魔棒，点亮了他们平凡的人生。

除了龚先翠这样的新市民，他们中有企业家、教师、公
务员、退休职员、泥瓦匠、钟点工等等。职业不同、教育背
景不同，但在这片乡村舞台上，他们真诚地投入，也共同收
获着快乐。

蒋丽芳，59 岁，以前做衬匠（瓦工的一种)，如今农村
造房子的少了，她开始去给晚托班烧饭。小学时就是文艺
骨干的她，舞跳得特别好，还去县里参加过比赛。如今在
艺术团，她除了跳舞，还演小品。“现在走在路上，打招呼的
人多了，平时也注意拾掇打扮了，觉得日子越过越有意
思。我们演的节目《十九大精神放光芒》，连我大班的孙女
都会背。”

李友琴，58 岁，钟点工。去年才参加艺术团，演三句
半。原来在村里，连四方步都不会走。为啥来艺术团？开
心啊！平时做钟点工，低着头一干几小时，只有自己和自
己说话。在艺术团里，一个动作演不好，大家伙都会帮你，
真的像兄弟姐妹一样呢！

潘小平，62 岁，锡剧票友，在一家私企做营销。演过
锡剧《珍珠塔》《江姐》《沙家浜》。“我们演的是常锡文戏，
以前也叫滩簧，村里几乎人人会唱。刚开始上台时特别
怵，眼睛都不敢抬起来，现在演多了，有点‘人来疯’，舞
台下的人越多越兴奋。有时去外边吃饭，有邻座的过来
打招呼：前两天看你在哪儿哪儿演出了，觉得特别有成
就感。年轻时光顾着挣钱养家了，现在的人生才过出了
意义。”

马建玉，65 岁，最爱跳《映山红》。她是常州知青，退
休后，嫌在家太闷，开了家麻将档，自己也三天两头上桌解
解闷。参加演出后，觉得打麻将没意思了，不再去招呼麻
友，渐渐地就把麻将档关了。“去年演了一个交警的故事，
今年演的是《移风易俗办喜酒》，每天对着镜子练动作、练
台词，练到舌头都碎了，但开心啊，觉得自己对社会还有
用，一个人的精气神就特别好！”

对“孙站”的评价，大家众口一词：能干，有号召力，
没私心，别人办不成的事，她能办成。每周六一场广场
演出，再加上进村、到敬老院演出，剧团一年大大小小的
演出 200 余场，不取分文，但在这些村民心里，这就是他
们的价值。

销售员、泥瓦匠、钟点工⋯⋯

他们是一群“出彩乡村人”

“现在我只要扔垃圾，就会想起你们在台上演的小品，
不敢随手丢了！”前黄镇寨桥村的饭店老板娘拉着孙英的
手说。

农村的群文队伍，普遍存在的情况是会唱会跳，会拉
会弹，但就是不能“开口说”。孙英下决心要改革，她一方
面到处网罗“人才”，另一方面倒逼自己给小品、相声、三句
半写原创台本。将农村的生活写进去，将新鲜的政策写进
去，将党的创新理论写进去⋯⋯渐渐地，这些贯穿在歌舞
演出中间的语言类节目，成了村民解决生活中遇到新问题
的“锦囊妙计”。

“记得 2000 年的时候，我们村在创建省级卫生村，当
时农村还比较穷，村民都在家里养鸡养鸭，弄得污糟邋
遢。”要想改变农村环境，必须先扭转村民的观念。苏南农
村找对象有先“认人家”的习俗，在原创小品《相亲》里，孙
英描绘了一个脏乱差的不堪场面：当介绍人带着女方去男
方家里“摸情况”时，发现吃剩的菜胡乱丢在台子上，苍蝇
乱飞，鸡飞鸭跳⋯⋯“家里不清爽，娶不到儿媳妇”，这是乡
亲们从《相亲》里获得的“新观念”。

20 年里，《相亲》的故事一直在改编，在演出。比如，
当垃圾桶“闯”入乡村后，村民却对它熟视无睹，垃圾依旧
随手丢；再比如，垃圾桶从一个变成三个，垃圾分类却依旧
是老大难⋯⋯每一次农村卫生环境改造，都会催生一个个
新的《相亲》故事，至今已升级到第五个版本。

轻飘飘的文艺有什么用？从十几岁的小姑娘，干到
“耳顺之年”，一刻也没离开过基层群文工作的孙英说：
力量太大了！也正因如此，她硬是把自己逼成了一个

“作家”：
看到攀比之风盛行，村民动辄花五六十万操办酒宴，

她写下了《移风易俗办喜酒》，提倡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听
到一些企业高价聘请跟干部沾亲带故的人再就业，她立刻
创作了《家有廉妻》，提醒干部亲属不要把干部变成“问题
干部”；疫情期间村民在家待不住了，她继《戴口罩》之后又
写了《再等等》⋯⋯

“我从小生活在农村，最明白老百姓心里是怎么想的，
他们最盼的是什么，这也是我写的故事他们听得进去的原
因。”孙英说。

1960 年出生的孙英，是土生土长的武进寨桥人。高
中毕业，她进入当地文化站工作，直至退休，她又张罗了前
黄镇雅韵艺术团。在孙英看来，艺术团不光是给老百姓送
去了欢乐，也给村民提供了一种面对新事物新的思考方
式，“农村人一开始没有社保意识，看到我写的独角戏里，
同一个村庄的人，缴社保的每个月可以领到 700 元钱后，
第二天就跑去镇上办社保了，这样的事情太多了！”

作为活跃在乡镇最基层、和群众接触最紧密的雅韵艺
术团，同时还是一支“红色文艺轻骑兵”。每周五的广场文
艺演出中间，都会安排党的政策、十九大精神、学习强国等
几轮知识抢答，答上的村民会上台领取一份小小的奖品。
我们采访的当天，有一位村民性急，没听清题意就抢答了，
结果却答不上来，观众席上发出善意的哄笑。演出现场，
知识抢答阶段是孙英的高光时刻，她手拿话筒，走到观众
中间，用家乡方言和老百姓讲政策、说道理、谈文明，身材
挺拔，声音爽朗，无法想象她已是花甲之年。

文艺改变了老百姓什么？
孙英告诉我们一个细节：以前看完演出，老百姓一哄

而散，留下满地的塑料椅子和瓜子壳；现在看完演出，大家
都会主动把椅子归纳到一个地方，叠得整整齐齐。文艺播
撒的不仅是欢乐，也种下了文明。

卫生难题、结婚攀比、不缴社保⋯⋯

解决农村这些头疼事
有了“锦囊妙计”

□ 本报记者 薛颖旦 陈洁

拜师仪式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