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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房租售
距巴国城19公里工业园，

水公铁交通枢纽旁标准厂房
11.7米层高，10t行车，50年出让
地，2300元/平起，可蒸汽接入
电话：18623049966，023-47633266

公 告
根据沙编委发【2017】39号文件精神，

撤销重庆市沙坪坝区旅游监察执法大队。该
单位《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及印章同时作废。

沙坪坝区文化委员会

本报讯 （通讯员 赵青依柔）10
月22日一早，家住渝北区龙溪街道武
陵路的贫困学子曾大桐，将写着“心系
百姓送温暖 真诚为民好公仆”的锦
旗，送到了武陵路社区工作人员的手
中，对武陵路社区表达诚挚的谢意。

出生于1999年的曾大桐，在5岁时
因误食烧碱导致食道受损，吞咽困难。
辗转多家医院接受食管整形手术后，仍
未完全好转，每月还需持续接受治疗。

为了支付孩子的医药费，父母靠打零工
来维持家庭开支，他家也成了建档立卡
的贫困户。

今年夏天，收到西南政法大学录取
通知书的曾大桐一家为读大学的学杂
费犯起了愁。一筹莫展时，社区工作人
员来到他家中，向他宣传了“希望工程·
圆梦行动”公益助学系列活动。最后，
曾大桐被确定为“希望工程·圆梦行动”
资助对象，获得了5000元助学金。

26日下午，由重庆优路科技主办
的“无畏黑暗，携手同行”公益运动会
在重庆两江新区软件产业中心开幕，
活动吸引200多位年轻人为盲人公益
事业捐款，并用趣味运动形式为公益
事业加油。

当天下午，比赛现场加油声、呐喊
声不绝于耳，各项比赛精彩纷呈。篮
球赛场上，抢断、突破、投篮，一连串的
动作帅气利落；袋鼠跳和步步为营两
项趣味项目各有亮点……

“活动不仅环节新颖有趣，还可

以唤起社会对盲人的关注关爱，很
有意义”，在两江新区软件产业中
心上班的王洋说。本次活动发起
人、优路科技员工沈荻超表示，帮
助盲人融入社会生活，而不是被异
样的眼光看待，是此次公益运动会
的初衷。

在11月份重庆市图书馆举办的
盲人公益活动上，这批资金将变成
盲文视听书籍，送达盲人们的手
上。

本报记者 王倩 实习生 杨庆

艺德才是传承的意义

当晚是“名家传戏”汇演第四场。云南花
灯《开财门》、甬剧《典妻·回家路上》、莆仙戏
《李彦明·彦明嫂出路》、锡剧《评雪辨踪》、黄
梅戏《天仙配·路遇》和龙江剧《木兰传奇》依
次亮相。现场反应来看，袁媛的《天仙配》尤
为出彩。

29岁的袁媛身材高挑，扮相秀美，唱腔清
丽，一上场便令人眼前一亮。她的恩师吴亚
玲，曾是赫赫有名的“黄梅戏五朵金花”之一，
她自己也是黄梅戏领域最年轻的国家一级演
员，“名师出高徒”，她们师徒成了最好的诠
释。

“吴老师的《天仙配》是经典，大家都叫她
‘黄梅戏仙子’，在教我时她会引导寻找角色
中的‘仙气’，一招一式去把握人物，受益颇
多。”袁媛说。对于爱徒的表现，吴亚玲也很
欣慰，“袁媛比我女儿还小，对我也很尊敬，她
条件好，个头、形象、嗓音没得挑，尤其她很虚
心努力，在年轻一辈里脱颖而出，是很不错的
接班人。”

说到传承，吴亚玲的语气严肃起来，“我们
这个年龄应该说是名副其实的老演员了，传承
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一方面是技艺，舞台经验，
艺术感悟，但我觉得更重要是艺德，有了技艺
没有艺德是不行的，一定是相得益彰的，真正
的艺术家要德艺双馨，这是传承的意义。”

她强调，对于黄梅戏演员来说，嗓子好是
天生基础，但绝不是全部，“你唱得好，不代表
能演得好，演戏是塑造人物第一，再加上演

唱、扮相、一招一式，人物怎么塑造？来自你
的现实生活，戏曲是全方位的，生活中做人，
舞台上演戏，踏踏实实，才有收获，戏曲演员
一定要懂得，不是你会唱或者拿了奖就可以
了，艺德是一生的修行。”

耕耘38年是一种幸运

1980年代，黄梅戏电视剧广受欢迎，吴亚
玲的名字曾经家喻户晓。她与马兰、吴琼、杨
俊、袁枚四位戏校同学因为赴香港演出一炮
打响，成为红极一时的“黄梅戏五朵金花”。
如今，其他四位已经有了其他发展，她成为至
今坚守的唯一一位。

“想想看，从1980年进团至今38年了，近
40年没挪过窝，一直在演戏，我觉得自己很幸
运。”吴亚玲说，黄梅戏语言通俗易懂、唱腔优
美，在南北方都有相当广泛的受众，她的幸运更
在于进入行业的时机，“上世纪80年代正是黄梅
戏青黄不接的时候，我们一来就有很多机会，开
始繁忙的排戏演出，每个人都有自己青春靓丽
的时候，我的那段时光留给了舞台。”

至今仍有戏迷为吴亚玲叫屈，认为她错
过87版《红楼梦》中林黛玉一角，是今生一大
遗憾。原来，当年王扶林导演选角时，曾一眼
相中曾在黄梅戏《红楼梦》中扮演黛玉的吴亚
玲，将其视为黛玉的最佳人选之一。考虑到3
年周期太长影响演出工作，吴亚玲主动退出，
同学袁枚则因袭人一角成名。

“有好多人说你怎么这么傻这么可惜，其
实我不觉得，每个人的路都有定数，我觉得自
己是属于舞台的。”吴亚玲笑说，这么多年她

确实拒绝过无数邀请，没有参演过黄梅戏之
外的任何影视剧，“坚守也谈不上，我学了这
个专业，喜欢这个专业，可能单纯是喜欢耕耘
这一亩三分地吧。”她停了停，补充道，“而且，
我跟蒋建国从进团这几十年都在一起演出，
也是一种很难得的幸福啊。”

她对舞台是真的热爱，至今活跃在一线
舞台，重庆之行结束，28号又将飞赴俄罗斯演
出。吴亚玲诚恳地说，“我今天还在跟年轻演
员讲，跟自己工作冲突的时候，从来都要坚持
工作第一，院里的一切演出排练都是自己的
本分，必须严谨认真，不能因为外面看起来更
好的机会耽误本职，放弃一些东西真的可惜
吗？不是的，那边失去了演出机会，却在舞台
收获了观众，越来越多观众尊重艺术，国家也
越发重视，付出与得到，也是一样的。”

本报记者 赵欣

揭祥麟
同兴有一个红色文化的源头，小苇溯源找

到了。“有个人叫揭祥麟，当时是寄居在镇上黄
家院子里面的一个文人，地下党员，儿童文学作
家，我比较关注这个人。他写过一本《抗丁记》，
我也买到了，在上个世纪40年代，以同兴的山
川景物、地形地理为原型，写下了《抗丁记》这本
儿童小说。”

中共地下党员揭祥麟1948年前在乡下中
药铺当学徒，后历任地下党《儿童生活报》主编、
报社联络站党小组长。1951年任重庆《红领
巾》杂志编辑组长，重庆作协专业作家，1956年
任川外《世界儿童》杂志主编。著有《吃大户》
《抗丁记》《小歌女》等儿童小说。其中《抗丁记》
以民国同兴镇（化名巴童乡）为原型，写镇上贫
苦少年在地下党堂哥的带领下，反腐败反黑恶
势力的故事。其中穿插对同兴风物的描绘，非
常清新。

请看同兴全景：“前面出现一个深而阔的河
沟，沟底是干的，铺垫着涨水月份洪水带进来的
泥沙和鹅卵石。他踏着松软下陷的泥沙，走过
沟去，又爬上一个土岗，四下张望，巴童乡一横
一竖的两排街房，像两条黑色毛虫，躺在青灰色
的曙光下。看来这地方并不大，却是个靠山临
水，水陆两通的码头。嘉陵江像一条绿绸阔带，
绕过这码头，直流重庆。”

这是码头风情：“滔滔的嘉陵江，在巴童乡

码头绕了个大弯，像一张弓，江水平静如镜。河
岸一概是石坡和沙滩，极好靠船。摆渡的船夫，
立在小木船上高声呼喊：‘过河的，这里来！’那
些穿着新布衣衫、拿着礼物、到亲戚家拜年的人
们，应声走上船去。别的几条大木船上空荡荡
的，没有载货，有些人在船尾舵梢边躺着晒太
阳。”

小苇现在在镇上搞的公益活动和护岸活
动，揭祥麟他们当年就在庙坝子和河边搞过另
外一套。据1981年3月揭祥麟写的《忆解放前
一个党小组在同兴乡的革命活动》一文和《童家
溪镇志》记载：1949年4月，揭祥麟在城里神仙
洞街（即今枇杷山正街）《儿童生活报社》“搞红
了”，引起特务察觉，组织上就派他撤到同兴场
住下来。他就在街上的黄家院子办了一个开明
补习班，又“搞红了”：对学生“讲解放区人民当
家做主及其幸福生活和淮海战役、辽沈战役等
方面的故事给他们听；选鲁迅、高尔基的文章给
他们读和看。”

年底，听说解放军已经到南岸，国民党军、
警、宪、特，都惊慌失措地撤退了，就在同兴河边
也可以看到国民党的自卫队、内二警等乱兵过

路。附近乡场地下党员开办的开明补习班的同
学，来到同兴庙坝子举行了一个通宵篝火晚
会。揭祥麟回忆：“我们演出了《人民好》《解放
军好》等节目，刘亚伯（一个地下党员）还拿出了
《解放区是好地方》《你是灯塔》《东方红》等歌曲
来教唱。

长龙宴
小苇的美岸计划从捡垃圾开始后，又折腾

了一个绿化老街活动。她说：“我们带老街居民
两次种花，搞家门口的绿植活动。第一次我们
给每家发20块钱，钱是从有钱人那里凑来，发
给没有钱的人。第一次是亲自送到他们手上。
隔了一个月，又发了第二回钱，也是20块，检查
第一回做得好的，就多发10块，也就是30块。
一个月以后，过端午节了，就没有发钱，发的洒
水壶，发给做得最好的。”小苇妈妈插话：“我们
老爷子做得好，也发了一个给他，从此各家各店
门口就有花盆绿植了。”

凉亭子是老街一道和街道并行的坎上骑
廊，曲线非常漂亮。2007年1月8日，小苇觉得
新年应该搞点新意思，就在这里摆下一场“长龙
宴”。“过年前的一次团拜宴，外面街上坐了11
桌，表示一个长龙宴的形式，共20桌，200人参
加吃，看热闹的就更多了。桌子、锅都是组织来
的，但我们要付钱：桌子一张10块钱，接电5块
钱。吃的人也要交钱：本地人60块，镇外的人
100块。还请了一个昆曲社团来唱《牡丹亭》，
凉亭子就是舞台，上面在唱戏，下面街上就摆
宴，边吃边看。”

“长龙宴”吃啥子呢？是一种“布袋鱼火
锅”。“大家都没听说过，我就说是同兴的老传
统，我们这个老码头，原来吃火锅，怕老人被卡
住，就把鱼砍成一坨一坨的放在布袋里面，布袋
用两根筷子穿起，架在锅上，煮熟了，拣刺，吃
肉，不得卡。大家都信了，这实际上是我想出来
的。有人说鱼火锅要卡刺，我就想到这个，布袋

还是我和我妈去买的那个纱布做的。”

嘉陵女
“长龙宴”可以说是“舌尖上的古镇”，主打

味觉。2018年端午节，小苇又筹划了一个跟舌
尖和视觉有关的纪念活动，叫“嘉陵女儿”。“就
是选美加演讲比赛。从小学到大学的女生，要
发表一分钟的演讲，朗诵诗也可以，主题是保护
母亲河，评委都是我请的一些教授和名流。第
一名就可以坐轿子从庙坝子抬到河边，四个人
抬。今年选起的那个女娃儿的父亲，就给了抬
轿子的志愿者每人100块钱红包，他的女儿被
评上首届嘉陵女儿，他也很高兴。我妈和我爸
都很兴奋哦，说明年要把整个重庆市的小学生、
中学生都请来参加。”

她还搞过中秋火把节。“江岸很黑，搞中秋
火把节就有原初始祖的感觉。依托节日，结合
同兴资源：庙坝子、凉亭、老街、河岸、山上、植
物，都可以做活动。比如老中梁山探险和乡土
植物调查，比如长龙宴，每一桌都取一个同兴景
点的名字，比如庙坝桌、石牛桌，把老街居民和
外来人合在一桌吃饭，参加者也了解了同兴。
到现在我搞的每个活动都是首届，我是把我想
到的活动都做一遍，开个头，二天哪个人觉得很
有意思，就接到来做。我妈最喜欢再搞嘉陵女
儿节。她说：嘉陵女儿最好，嘉陵江永远存在，
我们嘉陵女儿也永远存在，一届比一届好，一届
比一届美！妈妈说得好。我想补充一句：同兴
湿地上的青青苇岸，就是嘉陵女儿的摇篮。”

小苇也是诗人，她10月10日微信发的一首
小诗《我看着你》，可能是一件献给爱情、故乡或
地盘的小礼物：我听见爱情的呼吸/很轻很轻//
我看见爱情的凝神/很近很近//我的头发不再
有白发了/像清水一样闪光//我的心房里不再
有地牢了/像天堂一样敞亮//这是我的地方/也
就是你的地方//这是包容爱情的故乡

文、图片翻拍 本报记者 马拉

马拉打望
读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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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兴古镇人物之小苇（下）

青青苇岸是嘉陵女儿的摇篮

首届“嘉陵女儿”（坐轿子者）选出来了。

希望工程圆梦行动
助力寒门学子圆大学梦

200多人齐聚用公益行动助盲

她错过87版林黛玉，耕耘黄梅戏38年
梅花奖艺术家吴亚玲来渝接受本报专访：我没有遗憾

“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绿
水青山带笑颜……”25日晚，
当黄梅戏《天仙配》里的经典

唱段响起时，重庆理工大学学生活动中
心剧场内不少观众拍手叫好，席间坐着
的吴亚玲也面带微笑，兴致很好。台上
表演的，正是她的得意弟子、黄梅戏青
年演员袁媛。

梅花奖得主、黄梅戏名家吴亚玲是
应“名家传戏”汇演活动之邀来渝的。
作为传戏导师之一，她与同为梅花奖艺
术家的丈夫、安徽省黄梅戏剧院院长蒋
建国双双现身，为袁媛打气助阵。接受
重庆晨报记者专访时她表示，戏曲传承
最重要不是技艺，而是艺德。

吴亚玲接受采访。上游新闻记者 高科 摄

云南花灯《开财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