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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王皓、赵阳、韩依格

　　“前半生锅台灶台，后半生灯台砚
台。能登上诗台擂台，夺回了奖状牌
牌。乐得俺桃腮杏腮，笑得俺头歪嘴
歪。新生活精裁细裁，夕阳红重新彩
排。哪还有阴霾雾霾？”
　　这首出自农民诗人宋高柱的散曲

《【南越调·黑麻令】农妇吟》，获得了第
七届华夏诗词奖一等奖，不仅让这位
乡野农夫“名声大噪”，而且让他身边
的一群农民散曲爱好者信心倍增。
　　散曲，是继唐诗、宋词后兴起的一
种音乐文学，起源于民间，兴盛于元代。
近年来，在山西省忻州市原平市，出现
了全国第一个农民散曲社，在田间地头
重新捡拾起这一古老的文学体裁。
　　“‘新生活精裁细裁，夕阳红重新
彩排’就是我们每个社员的缩影和企
盼。”原平市农民散曲社社长邢晨说。

  “王老师”和“邢社长”：俺

们的带头人

　　大家口中的“王老师”，名叫王文
奎，1940 年生于原平市王家庄乡永
兴村，曾是一名乡村教师。2008 年 8
月，退休后的王文奎经过数年筹划，创
建了原平市农民散曲社（起初叫原平
农民诗社），并担任顾问。2014 年，王
文奎因病逝世。
　　说起王文奎老师，散曲社的每个
成员都有数不完的回忆。西街村农民
宋高柱，只有初中文化，在结识王文奎
之前，对于散曲几乎是“零基础”。
　　“我平时喜欢看看书，编些顺口溜，
完全不懂散曲的平仄和格律。”宋高柱
说，起初还没有智能手机，练手后就去
找王老师批改，他每次都不厌其烦。
　　王文奎曾任中华诗词学会会员、
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山西黄河散曲
社社员，自 2001 年退休，他创作的诗
词歌赋有近百首获奖，发表在《诗刊》

《诗词月刊》《长白山诗词》等刊物上。
　　为了让更多农民加入进来，王文
奎提出“入会自愿，退会自由，不收会
费”的原则，还自费创办小报，选登大
家的作品，激励每位社员。
　　社员杨素华说，为了散曲社，王老师
骑坏了一辆电动车。为此，她还写过一首
诗：“夏伴道路顶烈日，冬随寒冷路见月。
夜伴孤灯改诗篇，五年辛苦曙光出。”
　　作家皇甫琪在 2012 年拜访原平农
民散曲社后写道，“每次诗赛、诗会，他都
要对参赛作品进行修改。为此，常常加夜
班、上早班，呕心沥血为农民诗人作‘嫁
衣裳’，先后修改近 4000 首……”
　　和王文奎同村的邢晨，在担任社
长前，也只有初中文化，并不懂散曲。
受到王文奎感召，邢晨苦学基本知识，

《全元曲》《当代散曲丛书》成了枕边
书，笔记本密密麻麻写了十几本。

　　邢晨说，王文奎老师去世后，他继
续走村串庄组织采风活动、诗歌比赛，
带着小黑板为散曲爱好者辅导。他还通
过微信群的方式，组织大家线上交流学
习，并建立了公众号，收集社员的优秀
作品，定期发布于《原平散曲微刊》。
　　 2016 年 12 月，中华诗词学会授
予原平市“中华散曲之乡”称号，这也
是全国第一个获此殊荣的城市。时任
山西诗词学会会长李雁红说，在原平，

“夫妻比写曲、姊妹同登台、母女共吟
咏、父子擂台赛”等新风尚蔚然成风。
　　如今，原平农民散曲社已遍布全
市 18 个乡镇，成立了 20 多个分社，
社员超过 300 人。“王老师和邢社长
是俺们的带头人，没有他们的无私付
出，就没有散曲社的今天。”最早一批
入社的杨素华说。

  “挠羊汉”宋高柱：文武都

能“夺牌牌”

　　见到宋高柱前，邢晨就告诉记者，
老宋是个很有感染力的“传奇人物”。
　　爽朗的笑声、魁梧的身材、沾满黄土
的粗布衣，初次见到宋高柱，大概不会有
人能猜到这是一位屡次拿奖的“诗人”。
　　 2018 年，他凭借《【南越调·黑麻
令】农妇吟》获得第七届华夏诗词奖一
等奖；次年，在陕西省潼关县“张养浩
杯”全国散曲大赛中，他的作品《【南
吕·一枝花】游潼关话古今》获得三等
奖；去年疫情期间，宋高柱创作的《【南
吕·一枝花】村官村医战疫情赞》又获
得一项全国诗歌比赛的二等奖。
　　就是这样一位优秀的农民散曲创

作者，年轻时竟然是家喻户晓的摔跤
冠军，当地俗称“挠羊汉”。
　　挠羊赛，是山西忻（州）定（襄）原

（平）地区的民间传统体育活动，每逢
赶庙会、唱大戏，当地就会举办摔跤比
赛。“挠”在当地方言中是“扛、举”的意
思，选手能连续摔倒 6 个人，就是获
胜者，奖品就是一只大绵羊。
　　“摔跤出了名，当时差点进了省里
的摔跤队，成了运动员。”宋高柱笑着
说，别人说他既是“武状元”，又是“文
状元”。要他说，自己是“弃武从文”。
　　 2008 年，66 岁的宋高柱在一次
村里举办的文艺活动中，写了一首题
为《黄昏恋》的小诗，正好被在场的王
文奎看到，随后邀请他加入散曲社。
　　“我不懂散曲，就会写个顺口溜，
这不行吧？”宋高柱有些疑惑。
　　“散曲就是高级顺口溜，加上格律
的要求，就是很好的作品，况且你的语
言幽默，这能加分。”王文奎的一番话
让他豁然开朗。
　　从《唐诗三百首》《诗词曲赋通
识》，到《元曲曲谱》《元曲三百首》，宋
高柱卧室的书架里，塞满了各种学习
资料。“慢慢地写作也有了感觉，还登
上当地的报纸，后来《中华诗词》《当代
散曲》等刊物就把我的稿子选上了，越
写越有兴趣。”他说。
　　宋高柱种了十几亩玉米，用他的
话说，写诗和种地可以互补，“干活累
了，就躺下想一想找找灵感，写得累
了，就出来干活，出出汗。”
　　农忙时候，白天顾不上写作，晚上
就钻到被窝里构思。他说，“有时候一
句话、一个字，能熬一夜。古人说的‘吟

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估计就是这
种感觉吧。”
　　宋高柱说，现在互联网、通讯工具
发达了，全国各地“诗友”都成了微信
里的好朋友，能随时随地交流学习。
　　在宋高柱所在的村子里，记者看
到，许多村民的老房子都加固翻新，不
少人还建了新房，公共厕所、运动场
地、健身器材也一应俱全。
　　“这些年农村的变化太大了，种地
收割都是机械化。村里路面硬化了、管
道整修了、自来水也通了，各种基础设
施都挺完善。”宋高柱坦言，农民的物
质生活好了，才有时间和精力去搞诗
歌创作，充实精神生活。

  “学历最低”杨素华：年过

六旬也要学拼音

　　【正宫·叨叨令】自嘲
　　前半生裁缝面塑没觉俏，后半生
咱才遇上阳光道。十多载勤学苦练研
宫调，几年描山撰水偷偷笑。喜煞俺也
么哥。乐煞俺也么哥，这就叫老猪拱进
萝卜窖。
　　杨素华今年 69 岁，她说这首散
曲就是“自画像”，没想到儿时的“梦”
如今竟成真。
　　谈起童年，杨素华有一肚子的话
想倾诉。幼时家穷，母亲要下地劳动挣
工分，8 岁的杨素华就负责照看 1 岁
多的弟弟。当时她刚念到一年级，迫不
得已辍学了。
　　她说，自己从小喜欢念书，是上等
生，受老师喜欢。“最喜欢语文课，想象
着自己有一天能成为文学家、诗人。”

　　现实虽然残酷，但杨素华就是“不
死心”。于是，她抱着弟弟溜进学校，蹲
在教室外“偷听”老师讲课。这就有了她
后来的一首打油诗：“儿时家贫穷，求学
费苦心。老师课堂讲，窗外侧耳听。”
　　 12 岁那年，在学校帮助下，杨素
华再次走进校园。可是好景不长，刚读
了一个学期，父亲就因病离世。“家里
顶梁柱没有了，我只能下地干活，读书
梦离我越来越远。”
　　后来，杨素华学了缝纫、纳鞋底、
捏花馍，并以此为生。直到 2008 年夏
天，有朋友介绍她参加诗社，她心想，
自己只上过一年半的学，和文盲差不
多，连名字也写不好，能写诗？
　　第一次参加活动时，在一个水库旁
边，听说这叫作“采风”。看着微风吹着
湖面，泛起圈圈波纹，她觉得好看极了。
于是就写了一首：“风吹浪花闪，垂钓坐
上观。参会第一次，含义在其间。”
　　“没想到得到了王文奎老师和朋
友们的肯定，这让我有了信心。从那时
起，我看到什么写什么，写农村生活、
写捏花馍、写绣花。”杨素华似乎找到
了儿时读书的感觉。
　　后来有了手机，为了能在网上查资
料、在手机上写作，杨素华开始学习拼音
字母。“别人读书遇到一个不认识的字叫

‘拦路虎’，我遇到的只能叫‘拦路羊’，因
为有一群。”她调侃道。
　　杨素华说，以前闲下来总想打麻
将，自从开始写诗写散曲，再没上过麻
将场。后来，她当上了散曲社分社社
长，把村里 20 多个村民都“拉拢”来
搞创作。如今，杨素华已是原平农民散
曲社的副社长。

　　“12 年的努力得到了认可，从
‘文盲’成了‘文人’。”杨素华说，作
为社里“学历最低”的一位，能有今
天的成绩真的知足了。

  农民写、写农民：“诗

农”的忧与盼

　　经过十几年发展，原平农民散
曲社有了长足进步。邢晨表示，现在
喜欢散曲的人变多了，队伍逐渐壮
大，创作的质量也越来越高。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社员年
龄日益增长，目前主力创作队伍的
年龄偏大。”邢晨说，希望有更多年
轻人能加入到散曲社来。
　　多年前，王文奎曾在一首作品
中这样写道：“诗农一起来，相互传
帮带，咱农民，决心下定还诗债。”
　　一位业内人士说，如今农民的
温饱解决了，生活富足了，散曲才自
然而然进入农村，并且受到农民的
欢迎。过去只知道有果农、菜农、棉
农，现在又出现了“诗农”，这就是时
代进步在农村的印证。
　　从历史上看，山西忻州与散曲有
着深厚的渊源。被称为“散曲鼻祖”

“一代文宗”的文学家元好问，就出生
在忻州，世称遗山先生；“元曲四大
家”之一的白朴，祖籍也在忻州。
　　原平农民散曲社也多次前往忻
州市韩岩村，探访遗山先生故里，瞻
仰元好问墓。多名散曲社社员都表
示，希望当地政府能够借助相关历史
遗迹和史料，进一步挖掘散曲文化，
农民写、写农民，展现农村新风采。

　　凹凸的文字星星点点，让他们摸
到了光亮。掀开无边黑暗，眸子里便有
了斑斓天空。
　　富春江畔，灵山西麓，浙江省盲人学
校坐落于此。一场由热心人张罗、几十名
盲童参与的诵读活动，已持续 4 年多。
　　“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集着乌
云……”盲童陈开灿一开嗓，清冽的声
音如朗月照大江，会场霎时静了下来。
　　“看吧，它飞舞着，像个精灵，———
高傲的、黑色的暴风雨的精灵，——— 它
在大笑，它又在号叫……它笑那些乌
云，它因为欢乐而号叫！”陈开灿嘴唇
翕动着，右臂比划了一个略带僵硬的
弧形，身体因激动而颤栗。
　　屏住呼吸听完朗诵，观众斯女士
深受触动：“他们不在乎衣服上是否沾
着饭粒，形体是否时刻优雅，一切回归
纯粹——— 清澈的声音，从心底涌出。”
　　身为新闻主播的王帅紧盯着台
上。但此刻，他不是采访录制节目的记
者，而是那个“热心人”——— 陈开灿等

同学的“声音导师”。
　　 2008 年汶川地震，刚刚成为新闻
工作者的王帅被派往一线。“感受到了
大爱无疆，那是灵魂接受净化的一次
采访。”途中他还看到，一位眼睛几近
失明的父亲，带着三个孩子转移。“三
个孩子都是你的吗？”“我的孩子遇难
了，他们都不是，但我要护他们周全。”
　　王帅说，他看到了那个父亲“眼中”
的光亮。这束光亮，照进了王帅的心里。
他与盲人群体的缘分，也自此结下。
　　回到杭州后，他接到一个任务———
前往位于杭州富阳的浙江省盲人学校，
为盲人学生录制有声读物。当他走进学
校，仿佛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大门。
　　“我触摸着孩子们的油画、水彩作
品，感受他们对纹理、色彩的理解。我
在想，自己能为他们做点什么？”王帅
想到，盲童对声音和触觉非常敏感，不
妨教他们朗诵和舞台艺术。
　　 2017 年 3 月，王帅在盲校的课堂
开了起来，基本维持每月 3 次的频率，

每次自驾往返 100 公里，给孩子们系
统授课。
　　“春分（音）”“春风”……南方孩子
口音重，王帅不厌其烦地纠正。
　　“写‘床前明月光’和写‘人生得意
须尽欢’时，李白的年龄、阅历、心境迥
然不同，朗诵者必须把握这种差别。”
王帅跟孩子们说，60 分，是正确诵读；
80 分，是抑扬顿挫有感情；100 分，是
结合诗词作者的经历，产生代入感和
思想共鸣。
　　几年下来，那些基本以“盲人按摩
师”为终身职业的孩子们，不少人在比
赛中崭露头角，还注册了喜马拉雅平
台，在抖音上与粉丝互动，有的立志成
为电影配音演员。“世界为他们关上了
一扇门，一定打开了一扇窗。”王帅说。
　　学员徐圣心第一次登台主持，因
紧张台词全忘了，下来后止不住地流
泪。“老师鼓励我，人生路很长，更大的
舞台还有很多，只要把功底打好，下次
一定更精彩。”徐圣心说，正是不停地

突破自我，让他们实现了越来越多的
“小确幸”。
　　在王帅的引导下，陈开灿喜欢上了
历史评述。他在互联网上开设了专栏《开
灿说历史》，已更新了约 200 期。
　　 2018 年初，浙江省盲人学校和王
帅合作设立“海燕广播电视台”，实现
校内广播和喜马拉雅平台线上播出，
并梯次培养“盲人好声音”。
　　“他们在互联网等领域摸索的每
一小步，都是盲人有声语言拓展的一
大步，给了很多类似境遇的人以激
励。”王帅说，像影视剧配音、自媒体运
营、有声书创作等，都可以提升他们的
生存技能，让他们平等而非以弱势心
态参与社会生活。
　　他们眼前看不到光，但有人帮他
们开启了五彩的梦。这次，是孩子们邀
请王帅一起朗诵———
　　“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记者王俊禄、张璇）
     新华社杭州 3 月 21 日电

从“锅台灶台”到“砚台诗台”，元好问故里出了群“诗农”

原平农民散曲社社员宋高柱在创作散曲（3 月 17 日摄）。  本报记者赵阳摄 宋高柱的学习资料（3 月 17 日摄）。 本报记者王皓摄

为黑暗涂上色彩：一群盲童和他们的“声音导师”

  3 月 18 日，参观者在苏州第二图书馆参观。当日，“册府千华——— 苏州
市藏国家珍贵古籍特展”在苏州第二图书馆开展。 新华社记者季春鹏摄

　　新华社南京电（记者刘巍巍）
“册府千华——— 苏州市藏国家珍
贵古籍特展”18 日开展，150 部
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江
苏省珍贵古籍名录》的珍贵善本
亮相，其中包括极为罕见的宋元
刻本。
　　此次展览分“吴刻最善”“吴门缥
缃”“吴韵流长”三部分，分别介绍苏
州刻书的历史与成就，展示珍贵古
籍，介绍重点藏书单位开展的古籍保
护工作。
　　尤为引人关注的是苏州图书馆
的镇库之宝———《容斋随笔》十六卷

《续笔》十六卷。该古籍为南宋嘉定
五年（1212 年）章贡郡斋刻本，流传

至今已 800 多年。该古籍曾流落
日本，后为荆州田潜购回，又转卖
给武昌徐恕。1920 年，张元济因
缘购得此书，将它影印在《四部丛
刊续集》中。
　　千年古城苏州文献渊薮，是
中国古代藏书、刻书中心之一，现
存古籍约 100 万册。自“中华古
籍保护计划”实施以来，该市共有
苏州图书馆、苏州大学图书馆、常
熟市图书馆、吴江区图书馆和苏
州博物馆 5 家单位入选“全国古
籍重点保护单位”，319 部古籍入
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本 次 展 览 将 持 续 至 4 月
24 日。

苏州展出罕见宋元刻本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罗鑫）记者
18 日从北京市文物局获悉，《琉璃河
遗址保护规划（2020 年-2035 年）》
日前已获国家文物局批复。规划提
出，将以西周燕国早期遗存及其背景
环境为主体，建设考古遗址公园，加强

琉璃河遗址文物保护和管理，促进文
物保护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琉璃河遗址位于北京市西南部的
房山区琉璃河镇，是第三批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它是我国在西周至春
秋战国时期北方重要的诸侯国——— 燕

国的早期都城所在地，也是目前北京
地区可追溯到的最早的城市文明的
源头。
　　北京市文物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琉璃河考古遗址公园以体现琉璃河遗
址的历史文化价值为核心，将建成由

遗址本体、环境和遗址博物馆群组成
的特色鲜明、主题明确的反映西周时
期燕文化特色的考古遗址公园，旨在
提升琉璃河遗址作为北京建城起源的
重要价值，促进历史文化遗产的传承
与弘扬。

北京“城之源”琉璃河遗址将建考古遗址公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