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工人文化宫不仅丰富了广

大职工的业余文化生活， 培养了

文艺人才， 还吸引了一些文体名

家到此与各行各业的职工联欢、

共同演出，给不少“老贵阳” 留下

了难忘的记忆。

1987 年 7 月 4 日下午， 围棋

国手聂卫平等在参加第九届 “新

体育杯” 围棋赛第三轮比赛之后，

应市工人文化宫邀请参加 “贵阳

市职工桥牌邀请赛” 。 聂卫平与马

晓春等棋手在离开贵阳的当天又

应邀来到文化宫， 与贵阳制药二

厂的牌友们举行桥牌友谊赛，气

氛非常欢乐。

“1991 年 11 月 8 日晚，市工

人文化宫工人剧院内的幽默曲艺

演出吸引了众多筑城观众。 著名

笑星姜昆、 唐杰忠表演的反映抗

洪救灾的相声《争先恐后》，受到

观众的热烈欢迎。 ” 蔡燕农说，在

演出的间隙，姜昆、唐杰忠走进了

文化宫文体科， 向文化宫领导及

工人艺术团的演职人员问好。

1992 年 4 月， 著名男高音歌

唱家蒋大为携 “北国之春” 演出

团来市工人文化宫演出。 蒋大为

在演唱 《大约在冬季》 这首流行

歌曲时， 谦虚地告诉观众这是自

己的一种尝试。 他在串联和预报

节目时风趣幽默， 还在介绍节目

时进行讲解， 向观众普及音乐知

识，让观众受益匪浅。

“我在贵阳市工人文化宫工

作的那些日子，我们开展的丰富多

彩的文化活动，以及广大职工对文

化生活的热爱，都深深地印在了我

的记忆中。 ” 蔡燕农深情地说。

（本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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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矗立筑城广场，成为“职工之家” 、举办大型活动、承办各类演出———

工人文化宫的那些事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赵红薇

“那是 1999 年 1 月 17

日上午 10 时，当时，随着

轰隆一声巨响，一朵朵蘑菇

云状的尘烟腾空而起，坐落

于南明河畔、立于朝阳桥头

的贵阳市工人文化宫瞬间

化为瓦砾。由于贵阳市当时

计划兴建广场，文化宫爆破

拆除。 目睹这一场面，前来

现场告别自己家园的一些

文化宫老职工不禁潸然泪

下……” 时隔 20 多年，回忆

起彼时情景，曾经的贵阳市

工人文化宫主任蔡燕农先

生仍记忆犹新。

市工人文化宫三易宫址

蔡燕农说， 他是 1987 年调任

市总工会常委及市工人文化宫主

任。“从那时起，我得以了解市文化

宫曾有过的辉煌过往。 ”

蔡燕农当时从贵阳市工人文

化宫元老那里得知，1950 年， 贵阳

市政府作出决定，把风景秀丽的河

滨公园划出来，规划建设“贵阳市

劳动人民文化宫”（在上世纪七十

年代末，其名称被改为“贵阳市工

人文化宫” ）， 中华全国总工会还

拨来专款， 按苏式宫殿建筑设计，

建一座 625 平方米的文艺馆，作为

文化宫办公室及开展活动使用。 这

座建筑于 1952 年初竣工， 当年 5

月 1 日国际劳动节揭幕建宫。

自 1952 年建宫至 1999 年拆

除， 市工人文化宫曾三易宫址：上

世纪五十年代，它始建于河滨公园

内；六十年代，扩建于青云路；八十

年代初，又在贵阳遵义路的朝阳桥

头一侧（如今的筑城广场所在地）

建设新宫。

“当时新文化宫的规划设计气

势十分恢弘， 分三期工程建设：其

中第一期为七层的群众文化活动

综合楼、 展览大厅和工人剧院；第

二期为工人图书馆、工人体育馆和

科技馆； 第三期为老年活动中心。

此规划设计方案曾制成沙盘，在省

展览馆展出许久，并送交国务院和

中华全国总工会批准备案。 ” 蔡燕

农说，由于资金不足，在上世纪八

十年代中期，新文化宫仅完成了第

一期工程建设并开始使用。

名副其实的“职工之家”

说起市工人文化宫的历史和

辉煌，蔡燕农滔滔不绝：被省市总

工会命名为“职工之家” ，被评为

“全国职工文化工作先进集体” ，

国家领导及各地名人题词……

在蔡燕农的记忆中 ，市工人

文化宫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相

继主办及参办了丁卯年贵阳元

宵灯谜会、贵阳市首届业余歌手

电视大奖赛 、贵州省“力士杯”

健美选拔赛和贵阳市首届 “花

溪杯” 围棋名手邀请赛等多项

重大职工群众文化活动；自 1988

年开始 ，还接待了联邦德国文化

人士代表团 、 南非工会访华团 、

日本国山形县劳动组合评议会

访华团等外事活动 ，1989 年，举

办了著名音乐家、作曲家时乐濛

担任艺术顾问、歌唱家王宝璋教

授担任主讲教师的 “中国美声

唱法讲习班 ” ，还相继成立了贵

阳市职工业余大学美术专业及

中国音乐函授学院贵州分院两

个艺术门类的大专班 ，为提升广

大职工的文化素养起到了积极

作用。

1989 年， 贵州省首届民族民

间艺术节隆重举行， 市工人文化

宫门前被鲜花与彩旗装点得异彩

纷呈、赏心悦目。该宫接受了组建

百人铜管乐队、 组织一台文艺晚

会、筹备“六个展览 ” 三项任务。

这些活动从 9 月 25 日持续至 10

月 13 日，其间，由省、市总工会主

办， 市工人文化宫和省灯谜协会

协办的“全省灯谜展猜大会” ，以

及由市工人文化宫主办的“国庆

露天联欢舞会 ”“国庆集邮日”

让节日活动掀起了高潮。

1991 年 5 月 23 日， 该宫组

建的 “贵阳市工人艺术团” 成

立。 经省民委推荐 ，由该艺术团

排练的《苗族鼓舞》，于当年晋

京参加 “中国传统斗牛大赛” ，

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公演，载誉而

归。 之后在全国及省市大型文艺

演出与比赛中屡获殊荣。 在 1991

年 11 月， 参加央视电视艺术片

《毛泽东诗词》 中京剧交响乐

《咏梅》的拍摄。

留下无数难忘的记忆

作家余华最近有两件事引人关注， 一是出版了

新书《文城》，二是他开授的一堂名为《如何在中高

考中写好作文》。从传播的频次和讨论的热烈程度来

看，貌似第二件事网友更感兴趣。

有网友在给余华讲座图片配上 “文学已死” 这

四个字发出之后，有 3500 多人参与转发，其中点赞

最多的一条评论是，“写出了《活着》的著名作家都

要出来讨生活， 盗版害死人， 文学确实不能养活人

了” 。

从这条微博以及热门评论来看， 网友对文学意

识形态，还有作家生存问题，存有一定的误会与先入

为主的认知。 “文学已死” 这个说法，前些年德国汉

学家顾彬、中国诗人叶匡政都表述过，顾彬的意思是

目前中国文学的“垃圾” 太多，叶匡政的意思是传统

文学样式“死了” ，但视频化、多媒体化的文学会继

续活下去。

换个角度来看，是不是正因为中高考作文难写，

不容易写得既好看又有意义， 所以才需要余华这样

的作家参与进来？ 起码可以对冲一下作文教育的固

定格式，顺便让“文学” 的种子洒在学生们的心灵土

壤上，没准这一堂课，会培养出未来的新作家。

出于对作文教育乃至语文教育缺憾的一种弥补

心理，邀请作家进校园，这些年一直是学校教育工作

者愿意去做的一件事情。

一名作家，把他的人生经历、生活观察、思考成

果，浓缩在一堂课里，这样的授课内容，肯定是高质

量的。 哪怕他的诉求是为了提高学生的作文分数，也

有利于打开学生的视野， 教他们用更多元的思路去

表达。

被赋予了“功利化” 色彩的余华课堂和“文学已

死” 无关，从相反的角度看，这恰恰是帮助“文学” 继

续活下去的方法。 与余华年龄相近的这一代作家，是

把文学当成一束光来看待的， 正是因为对文学有热

爱、有期望，他们才能够走出泥泞，把作品当“砖” ，

铺成一条结实的道路， 也为他们的读者提供了一个

识别历史与环境的通道。

说到底 ， 之所以我没法对余华课堂产生反

感，还是相信余华，相信作家这个群体，相信他们

在与孩子们交流时，会用一颗真诚的、赤诚的心，

来换取学生们的信任， 传递一些有价值的火花，

让看不见的文学力量，在无形中对一个孩子或年

轻人的认知产生积极影响。

一些人在关注余华的讲课内容， 还有一些人关

注余华被投影到大屏幕上的丝丝白发和显而易见的

年龄变化，有不少网友惊呼“余华老了” 。 “余华老

了” ，这有什么奇怪的，出生于 1960 年的他，今年已

经 61 岁，在相貌上有一些老态，再正常不过。

但我觉得，网友感叹“余华老了” 的语意里，还

藏着个人对时过境迁的感慨， 还有着对一代作家创

造的文学黄金时代的怀念。 余华的这本《文城》，距

离上一本小说《第七天》出版也有八年之久。

写得太慢了，或者不写了，也与作家自身的活力

在下降有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所以被称为“文学

黄金时代” ，是因为那时候真的百花竞放，余华和他

的同行们，写得又多又好。 对于作家而言，可怕的不

是人老了，而是作品不再有力、不再鲜活、不再具备

经典性……

为学生们讲述 《如何在中高考中写好作文》的

余华， 不管有没有觉察到时光与时代这双重力量对

他的拉拽， 不管有没有意识到课堂里坐着的孩子们

早已不是过去的那种年轻人， 但他是一位写出过包

括《活着》在内诸多优秀作品的余华，这一点不会改

变。

能面对面听到余华授课的学生们是幸运的。 当

然，如果可以听到更多作家、科学家、社会学家、心理

学家等专业人士授课，更好。 不要拘泥于命题，要学

会打开命题背后隐藏着的一扇门、一扇窗，余华告诉

学生们的，就是打开“门窗” 寻找光亮并走进去的方

法。

所以，要理解并支持余华，包括像他一样的写作

者与思考者，他们为学生、为教育、为社会做的每一份

工作，相信都是为了向好、向美，这是禁得起质疑的。

余华教学生写作文

与“文学已死” 无关

韩浩月

1993 年 5 月 1 日，贵阳市工人文化宫举行成立四十周年文艺演出。

上世纪八十年代位于贵阳朝阳桥头的贵阳市工人文化宫。

评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