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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杂耍换粮”到“杂技兴乡”
“中国人口第一大县”杂技村的沉浮

新华社记者洪雪华

5 月的一个午
后，阳光格外刺眼。

走出油麻地地铁站，
到甘肃街与炮台街
交界处，玉器市场映
入眼帘。

市场内来往游
客并不多。数个书信
摊位于右侧角落。
“梁老易”的手写招
牌映入眼帘，招牌下
一位身着黑色马甲
的长者轻摇纸扇，在
两三平方米的摊位
里等待着客人。

这位长者叫陈
球，今年 77 岁。书信
摊“梁老易”主要提
供写信、报税的服
务，球叔因此被客人
们称呼为“写信佬”。

摊位正中间是
球叔的办公桌，一
台老式打字机占据
了三分之二的空间。40 多年来，手指敲击
打字机黑色圆键时发出的“哒哒”声，成为
玉器市场里的独特音符。

球叔是越南华侨，年轻时在越南的一
家美国影业公司当会计主任，精通中文、英
语、法语和越南语四门语言。上世纪 70 年
代，他离开越南来到香港。

初到香港，球叔在尖沙咀一家酒吧当
调酒师。后经人介绍来到油麻地玉器市场
里的书信摊“梁老易”当助手。“揾食不易，
我白天在酒吧工作，晚上下班后就到书信
摊帮客人们写信。”1979 年，球叔正式接管
“梁老易”，开始了“写信佬”的生涯。

上世纪 40 年代，香港就有“写信佬”。

那时候电话还没有普及，人们远距离交流
主要靠书信，有急事才会打长途电话或发
电报。到了上世纪 50 年代，香港经济发展
进入起步阶段，各行各业逐渐兴起。“写信
佬”的生意也跟着红火起来，书信摊主要集
中在油麻地云南里一带。

球叔介绍，书信摊的“写信佬”们来头
可不小。“他们有的人曾从事高薪职业，只
是步入中年后，为了维持生计，转而成为
‘写信佬’。”球叔旁边书信摊的“写信佬”就
曾是香港的粤剧名伶。

那时，找球叔写信的大多是背井离乡的
人，有的来自内地，有的来自东南亚，但都不
识字。他们在摊位旁念叨着对亲人的寄语，球
叔就用打字机敲打下一个个字符。“他们一般
会在信上简单问候亲人，只报喜不报忧。”

信件内容虽简单，异乡人的生活艰辛
和浓浓的乡愁却瞒不过球叔。他回忆，有些
客人只身在香港打拼，一说到自己的辛酸
史便泪流满面，他不愿意看见客人们伤感
的样子，有时候还会拒绝帮他们写信。

“我们每天很早就开始为客人写信，到
晚上才收工，有些客人还要排队等候。”客
人多时，球叔每月收入数万港币。到了上世
纪 70 年代，香港已有 30 多位“写信佬”。那
时候长途电话费昂贵，很多客人依旧会找
球叔代写书信，有中文信，也有英文信。

有些熟客，一光顾便是十几二十年。他们
闲聊家长里短时，球叔总会耐心细听，从不多
问。“我知道了很多客人的家庭故事，但要帮
他们保密。”球叔说，这是“写信佬”的行规。

到了上世纪 80 年代，香港开始普及教
育，市民的教育水平不断提高。之后，随着
互联网时代的来临，找球叔代写书信的客
人越来越少了。

1997 年香港回归后，特区政府推行
“两文三语”政策(两文为书写中文、英文，
三语为讲广东话、英语、普通话)。特区政府
公函及大机构的文件均为中英文版本，找
球叔阅读及回复英文书信的人也不多了。

很多客人都用上了手机和电脑，油麻地玉
器市场里，也仅剩下三四位“写信佬”。

几天后，当记者再次见到球叔时，他正忙
着帮两三位客人报税，这是他目前主要的收
入来源。“报税也分淡季和旺季，旺季大约在
每年的 4 月至 6 月。”摊位右侧多层文件柜
里，放置着球叔 7 年来帮客人报税的单据。

“我们一般会帮小巴、的士、货车司机
和小商家报税，每次收费约 700 至 1000 港
币，比会计师便宜很多。”“写信佬”们深谙
时代变化的规律，积极转型。

如今，球叔每天约有两三位客人找他报税，
每月收入约一万三四千元港币。因为帮客人们
撰写文件和报税，客人们改称他为“市民秘书”。

“不管是代人写信还是报税，我们都可
以利用自己的学识为客人服务。”球叔说，
他也喜欢这个称呼。

球叔许久不用老式打字机帮客人们写
信了，但他还是很喜欢这台保留着岁月印
记的打字机，敲击键盘时仍能发出清脆悦
耳的“哒哒”声，仿佛时光倒流，乡音乡愁，
耳语低回，纸短情长。

四五年前，球叔的听力开始衰退，腿脚
也不再灵便，但他依然坚持每天上班。

“只要身体状况允许，我会一直守着这
个摊位。”球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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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杨丁淼、汪海月

春天来时，村里空了。
78 岁的韦新民蹲在自家门前悉心料理着一

小片菜园。年轻时，他是方圆几十里赫赫有名的杂
技高手，如今他也成了村里的“留守老人”之一。

“年轻人过完年就都出去啦，怕是来年腊月才
能回来”。记者试图从老人们的描述中还原过年期
间的“盛况”：村里走南闯北的 20 多个班队都回来
了，表演的厢式货车和私家车多到停不下，杂技人
登台献艺，互相切磋，四里八乡聚集在此，迎来送
往，人潮涌动。

这是位于皖北的临泉县韦小庄村，是安徽省
唯一的杂技专业村。230 万的户籍人口为临泉贴
上了“中国人口第一大县”的鲜明标签，这里同时
还是“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中国杂技之乡”。

而韦小庄村正是临泉县的缩影，190 多口人，
耕地仅 100 多亩，是周边人均耕地最少的村庄之
一——— 人多地少的矛盾更加突出。由于特殊的历
史渊源，以杂耍“撂地”卖艺成了当地人“讨生活”
的选择。

与蜚声海内外的另一个杂技之乡河北吴桥相
比，临泉的名声要小得多——— 前者专注“国际杂
技”，代表了中国杂技艺术的最高水平；后者深耕
“民间杂技”，根植于代代相传的沃土，面向最基层
的受众。然而在当地人心中，也正在升腾起把临泉
打造成下一个吴桥的梦想。

在这里，你能窥见“杂技”这项非物质文化遗
产，与几乎所有传统艺术一样所面临的坚守与彷
徨；更为神奇的是，在同一时空下，你能看到同一
种艺术形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它们竟各自存在
又蓬勃发展。

“上至九十九，下至刚会走，人人

有一手”

明代中期，一个被称作“一撮毛过刀山”的杂
技班组出现在临泉地区，泉河、涎河两岸万人观
看，盛况空前。这场“过河刀山”(类似“走钢丝”)
的表演，是临泉地区有据可考的最早的杂技演
出。

罗振祥从县文化局副局长的任上已经退休 6
年了，但与杂技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他，说起临泉杂
技，依然条理清晰，头头是道。

上世纪 50 年代，临泉境内出土了一件东汉的
“陶戏楼”，上面清晰地刻着人物“拿大顶”的姿态，
因此在罗振祥看来，临泉杂技的历史，或许可以追
溯得更久。

无论这一说法附会与否，杂技的缘起总与尚
武的传统和吃不饱饭的现实密切相关，在兵荒马
乱的年代，临泉的艺人们挑上担子，携儿带女四处
卖艺，在先人拳脚武术的基础上，凭借“吞铁球”
“吞宝剑”的技艺“以命换粮”。

几经沉浮，临泉杂技在改革开放后才真正活
跃兴盛起来，各级政府和文化部门对表演办理证
件和介绍信“一路绿灯”予以支持。

侯忠义的父亲侯德山就是在这一时期来到临
泉的，这位临泉民间杂技的代表人物可以做到同
时喷出多个火球的绝技，被称为“火神”。

“有一技傍身，就不怕饿肚子，会耍杂技的家
里逢年过节还能吃上肉呢。”侯忠义告诉记者，很
多村民都把孩子送到他父亲所在的班组。而在上
世纪 80 年代，这样的杂技团体韦小庄就有 12 个。

就这样，抱着“让全家吃饱饭”的想法，韦小庄
人依靠杂技家家户户逐渐脱贫致富。“后来随着杂
技艺人们走南闯北开阔了眼界，打破了‘艺不外传’

的禁锢，各团体派别之间还主动开展交流，发展繁
荣至今。”罗振祥说。

如今，走进韦小庄，就能感受到浓浓的杂技氛
围。村口的墙壁上都是各种杂技造型的宣传画，上
面写着“上至九十九，下至刚会走，人人有一手”。

在韦小庄，杂技和干农活一样，是村民们赖以生
存的基本技能。“哪一户不会耍十五六个节目，要被村
民笑话的。”村民韦学洪说。韦学洪个子不高，貌不惊
人，却可以用嘴轻松地一次顶起六张长条板凳。

目前，韦小庄全村 44 户人家，没有一户不曾
玩过杂技，三代以上的杂技世家就有 10 个。现在
全村杂技团队有 27 个，每年总收入近千万元。

即使发展到现在，“一户一车”仍然是韦小庄
人杂技表演的主要形式，“天热了就到北方，天冷
了就到南方”。流传了数百年的走南闯北“打把式”
卖艺的民间杂技依然正在延续。

走四方：30 年交通工具换了 5 种

与许多传统民间艺术形式类似，杂技面临同
样的困境：传统的艺术形式似乎跟不上时代的步
伐了。

令人意外的是，48 岁的韦刘成丝毫没有这样
的烦恼。

“怎么会没人看呢，我们的节目在农村地区很
受欢迎，观众少则几十人，多则数百人。”韦刘成告
诉记者，就算网络再发达，电视节目再丰富，对于
中国广大农村地区而言，能看一场真人表演的杂
技演出依然是稀罕事儿，所以虽然节目还是老一
套，但依然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

更客观的现实是，对大多数像韦刘成这样的
韦小庄人而言，杂技也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还并未
体会到传承国粹的使命感。

韦刘成向记者展示了他营生的家当，一辆中
型的厢式货车。经过改装，这个看上去空间十分有
限的货车被分割成多个功能区：有的睡人，有的睡
动物，有的放道具，有的放音响，甚至还配备了发
电装置。“只要大概 10 分钟的准备时间，我们就能
摆开架势演出。”韦刘成说。

这已经是韦刘成换的第 6 辆货车了。而在开
上汽车之前，韦刘成分别经历了从肩挑背扛到板
车、三轮车，再到农用车的各个阶段，交通工具的
5 次迭代也记录着他饱含酸甜苦辣的杂技人生。

“除了西藏、青海这样的高原地区，中国应该
已经走遍了。”从 5 岁开始学艺演出，韦刘成已经
渐渐习惯了一年到头漂泊在外的生活。韦小庄人
往往几个车队组团出发，到了一座城市之后各自
下村演出，然后聚在一起沟通演出情况，彼此之间
相互照应。

地方刁难、流氓骚扰、汽车抛锚甚至遭遇车
祸……对韦小庄的杂技人来说，都是司空见惯的
事。“说不辛苦是假的，但谁让咱吃这碗饭呢！”韦
刘成介绍，除了雨雪恶劣天气，他们几乎每天都有
演出，平均一年演出近 300 场。

然而令人欣慰的是，过去卖艺求打赏的赚钱
方式已经演变成在节目间推销实惠好用商品的模
式，这让杂技人感到赚钱更有尊严，收入更加稳
定。

韦刘成的心态在韦小庄颇具普遍性，作为春节
后唯一还没有离开的杂技班组，他这两天也即将开
拔，“只要有人还愿意看，咱就接着干呗。”

入殿堂：从“技”到“艺”蜕变不易

如果不与高空杂技结缘，胡军这 50 年的人生
与多数韦小庄的杂技人应该有着相同的轨迹。

胡军 9 岁开始拜师学习杂技，跟着师傅四处
闯荡，选定一个地方，一个大棚扎下，水流星、喷
火、飞叉等惊险刺激的传统杂技绝活就撑起一场
叫座的杂技表演。

直到上世纪 90 年代末，一场高空杂技表演，
让胡军开了眼。“节目一开始，观众的眼睛就好像
被吸住了，仿佛所有的地上节目都成了陪衬，在空
中一个人就能把一场节目撑满。”

15 年后，潜心研究高空杂技多年的胡军所追
求的“关注”达到了高峰——— 他和女儿胡思圆登上
了央视的舞台，伴着悠扬的小提琴声在空中旋转、
舞蹈，利用绸带展示着力与美的结合。

父女俩的这一绸吊节目《时间都去哪儿了》
试图以杂技为载体讲述两代人对杂技的坚守。
“转几圈落地，细节怎么走都是设计好的，很多动
作功夫不好，上去就掉下来了。”胡军带着骄傲的
语气说。

50 岁，对于杂技演员来说已是高龄，但现在很
多高空动作胡军依然亲自上阵。“周围人看民间杂技
还是带着轻视的，觉得我们是‘玩把戏’的杂耍，事实
上我们也是能登大雅之堂的。”胡军说。

不止于此，胡军父女俩尝试改变传统杂技定
位，把杂技故事化，并融入音乐、舞蹈、瑜伽等多种
艺术形式，重新诠释杂技艺术的魅力。“或许我是
中国为数不多能在高空一边做杂技动作一边拉小
提琴的演员吧。”胡思圆打趣说。

除了《时间都去哪儿了》，父女俩的《立绳》等
诸多杂技创新节目在各大表演平台上大放异彩。
以杂技为核，灯光、舞蹈、音乐、服装等多种元素的
糅合辅助，让观众在感受到惊险奇巧的同时，也感
受到心灵的碰撞。

罗振祥坦承，传统杂技演出水平不高，审美价
值不足，确实限制了杂技的发展，“咱们肯定不能总
是满足于糊口，这样市场只会越来越窄。”

据介绍，除了走遍全国的“大篷车”演出和演
出棚驻点演出，临泉还涌现出一批追求高技艺、高
水准的杂技人，他们在传承传统技艺的基础上，融
入现代元素，不断创新，在一二线城市的演出市场
逐渐站稳了脚跟。

2009 年，临泉县承办首届安徽省民间杂技艺
术节，罗振祥认为这是临泉杂技的重要转折点，各
路高手汇聚，让临泉杂技人开阔了眼界，音乐、编
排、服装、道具、灯光水平迅速提高，《空山竹语》

《肩上芭蕾》《荷花仙子》等一批兼具技巧和审美的
精品节目陆续登上舞台。临泉杂技团队的整体艺
术水平不断提高，在国内各级表演中连续获奖，并
出访美国、加拿大等 10 多个国家，参与国际文化
交流等活动。

随着国内大量主题公园的建设，杂技市场对
高水准的杂技需求旺盛。眼下最令胡军头疼的，是
学杂技的孩子越来越少了。“当初较早一批干这行
的都赚了钱，也都知道这是个苦活儿，都愿意让自
己的孩子走读书上学这条路。”胡军告诉记者，现
在收的学生还是以附近困难家庭为主，有的团体
甚至要去贫困山区挑苗子。

在胡思圆看来，传统的杂技培养模式也难跟
上新的艺术审美需求，“过去追求惊、险、奇，现在
更追求技巧和唯美，但是团里的孩子大多不懂音
乐，节奏踩不到点上，看起来就很别扭。”

以杂技聚人气：乡村振兴的新探索

由于演出团体常年在外，临泉的群众反而很
难看到杂技演出，这让“杂技之乡”的招牌略显尴
尬。近年来，临泉县政府正在统筹谋划杂技传承与
发展的新路径。

创办具备一定规模的杂技学校是一步“先
手棋”。在政府的倡议和支持下，侯忠义放弃了
自己经营的杂技团，和儿子侯杰一起创办豪杰
杂技艺术学校，为孩子免费授课，包吃住，只收
取生活费。

尽管收入远不如从前，但侯忠义觉得既然
是杂技世家，就应该有这份责任和担当。

如果一切顺利，杂技学校将在今年 9 月建
成开学，新的校舍拥有设施完善的教学楼、练功
房、舞蹈室和大剧院，可以容纳 1000 名学生，也
足以容纳他们的杂技传承理想。

在侯杰看来，破解招生难的关键是改变传
统的杂技人才培养模式。“没有必要让每个孩子
都走杂技这条路，我们会和一般小学一样白天
以文化课为主，早晚练功，从舞蹈或者武术着手
培养基本功，孩子有兴趣再转为杂技训练，这些
都是相通的。”侯杰说。

压腿、倒立、翻跟头，每一项基本功都要练
习好几年，不同于过往填鸭式的“蛮练”，学校推
行循序渐进的科学训练。“过去拿顶(倒立)半小
时起步，现在练久了孩子不感兴趣，得改变方
法。”侯忠义说。

侯杰对杂技学校的未来非常乐观，这并非
盲目自信——— 侯氏父子现在的学校“蜗居”在闹
市中的办公楼当中，尽管条件艰苦，但 10 年间
已经培养了近 600 名杂技人才，很多孩子从这
个小小杂技学校走出去，前往瑞典、埃及、泰国
等国家参与文化交流活动。

为了解决杂技人才的难题，临泉谋划把杂
技学校纳入职业教育体系。此外，一系列针对扶
持临泉杂技产业的“组合拳”付诸实施：打造杂
技小镇、杂技小院，依托旅游产业，以杂技聚人
气，让更多杂技人回乡，也使临泉成为中原旅游
的目的地。

临泉县文化旅游体育局副局长李珍华介
绍，去年临泉旅游人数 200 多万，主要靠节庆活
动和体育赛事拉动，在皖北处于中等偏下水平。
几个杂技特色旅游项目的建设，将能发挥临泉
文化优势，汇聚更多人气。

一个占地近 4000 亩的魔幻之都主题公园
正在建设之中，其中有专门的杂技主题区域，一
场由《盗墓笔记》舞台剧导演操刀的大型杂技舞
台剧也正在筹备之中，完成后计划每周对外进
行演出。

依托千年古镇长官建立的长官杂技小镇内
有杂技剧场、杂技学校和杂技小院，在为更多临
泉杂技人提供聚集交流和稳定工作平台的同时，
也将成为展示杂技文化，留住游客的一大抓手。

由于地处安徽西北腹地，临泉人自嘲是安
徽的“西伯利亚”，然而现在看来，同时接壤安徽
8 个县市区，河南 9 个县市区，辐射 7000 万人
口的地理条件成为临泉独特的优势。

“说实话，我们也怀疑过魔幻之都这样的大
项目落地到底能不能成，但目前项目只建成了
一期的部分，就已经非常火爆，”李珍华停顿了
一下说，“咱们这儿人太多了，群众的文化需求
太迫切了。”

临泉县委宣传部部长徐红艳表示，希望把
杂技资源整合，为从业人员提供更多固定岗位
和稳定收入来源，为他们留下来提供一个平台，
让临泉人在家就能展示杂技。

“国际杂技看吴桥，院线杂技看武汉，民间
杂技看临泉，我们要让临泉杂技成为名副其实、

享誉世界的文化名片。”她说。
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之际，临泉县的高铁将建

成通车，临泉人期盼，那将是梦想照进现实的一刻。

230 万户籍人口的安
徽临泉，是“中国人口第一
大县”，也是“中国杂技之
乡”

在这里，“撂地”卖艺
曾是人们“讨生活”的无
奈；在这里，“玩把戏”的杂
耍从“技”到“艺”终于能登
大雅之堂；在这里，能窥见
“杂技”这项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坚守与彷徨

“国际杂技看吴桥，院
线杂技看武汉，民间杂技
看临泉，我们要让临泉杂
技成为名副其实、享誉世
界的文化名片”——— 这是
临泉人的梦想

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之际，高铁将通到临泉。临
泉人期盼，那是梦想照进
现实的一刻

▲杂技演员在安徽省临泉县韦小庄村舞台表演。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香香港港故故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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