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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部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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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海观澜

在吉安市泰和县万合镇店边村，有一位花甲
老人，他只有初中文化，却创作了10多个剧本，10
多首歌曲。这个会写剧本会写歌的农民叫王昭
桃。

店边村有一个不一般的农民剧团，20名演员
全部是本村农民，最大的 83岁，最小的也年过花
甲，他们自编自导自演自乐，剧团叫作“杜鹃红农
民剧团”。这个剧团的创办人正是王昭桃。

“杜鹃红农民剧团”自 2017 年 10 月成立以
来，在店边村连续主办了三届“春晚”，在全县各
地演出 40多场，深受群众喜爱，连邻县都向他们
发来演出邀请。

问及创办农民剧团的缘由，王昭桃回答：“对
乡土戏剧有天然的热情和执著，如果自己的剧团
能为丰富农村文化生活发挥积极作用，是一件很
幸福的事。”这些话，深刻地道出了一名花甲老农
的文化情怀。

王昭桃原本是位包工头，搞建筑工程，修渠
道、建房子，收入可观。与其他包工头赚钱后“享
受当下”的想法不同，他富而思文，创办农民剧
团，让乡亲们在家门口自娱自乐。

井冈山是中国的名片，井冈老区，杜鹃正
红。王昭桃的第一个想法：咱办剧团，要不忘初
心，弘扬井冈山精神，办出井冈山革命老区的特
色来。他给剧团取名为：杜鹃红农民剧团。

没有反映井冈山革命斗争精神的剧本，他就
自己编写。他调动自己的生活积累，勤奋笔耕，
仅数月，就创作了《十送红军》《红军岩》《军民鱼
水情》《大路歌》《井冈山女子》等反映当年土地革
命时期，井冈山人民跟党闹革命的剧本和歌曲。

这些剧本和歌曲，大大彰显了农民剧团的特
色，让农民真正成为文化的主角，让文化在乡村
振兴中产生更大的内生动力。王昭桃把井冈杜
鹃浇灌得格外鲜艳。

王昭桃的农民剧团，在舞台上展现当今农村
的新人新事，弘扬社会正气，丰富人民群众的精
神文化生活。比如，剧团演出的《高风亮节》，说
得是反腐倡廉，为人民做官的事；《县官下乡》讲
得是感恩，父母养育恩情的事；《书记传话》宣传
党的好政策；《牵动的心》唱出党在新冠肺炎疫情
面前带领群众抗疫的感人故事。王昭桃创办的
农民剧团，成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好帮手。

正当杜鹃红农民剧团砥砺前行，配合全民奋
力奔小康时，剧团内部出了个小插曲：合股人因
种种原因，撤资退股，王昭桃成了“光杆司令”。
编、导、演，王昭桃一人身兼数职，还要负责剧团
的排戏、演出等后勤事务。资金周转困难，他自
己垫付了 20多万元。生存还是灭亡？剧团的发
展前景令王昭桃忧心忡忡。

当地政府得知农民剧团的困难，及时拨款 3
万元，排忧解难。剧团20位演职员都不忍心看到
剧团解散，83岁的剧团顾问王佑柱深情地说:“我
对这个剧团是相当喜欢啊，在这里唱歌打鼓，既
锻炼了身体又愉悦了心情。而且大家在一起互
帮互学，就像大家庭一样，团结又温馨。”

“在全民奔小康的路上，不能没有文化作支
撑。”王昭桃鼓起勇气，重新挑起了剧团团长的重
任。他相信，所有的困难都会过去。

王昭桃编写的节目更加注重质量，采用歌
曲、小品、采茶戏、快板、歌舞剧等群众喜闻乐见
的形式，结合店边村族规祖训的深厚历史渊源，
取材于真人真事，富有教育意义。如《扶贫攻坚
在先》说得是党员扶贫的真事；《春来茶馆》说得
是群众相聚茶馆的趣事；《开心不忘本》讲戒赌的
真人真事。他创作的歌曲质量不断提高，歌曲
《立志读书》为中央电视台关注，《歌唱建国七十
周年》被省级刊物选用……

在奔小康的路上，王昭桃成了先进文化的传
唱人。

“群众欢迎我们，不只是因为在家门口看到
了演出，更是因为我们唱出了大家的心声，这些
年党对人民群众的关爱，让大家对脱贫致富奔小
康、建设美丽乡村更有信心，觉得日子更有奔头
了。”王昭桃如是说。

把文化
“种”在乡间

□ 曾广瑞 文/图

像《星 火》一
样，近年来充满活
力与张力的纯文
学纸质期刊并不
多。

在南昌市红谷
滩区博能中心20楼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谈起期刊的经营现
状，《百花洲》主编张越
则表现出对纸质期刊生
存的忧虑。他同时担任《微
型小说选刊》的社长和主编。

作为两本在省内外都有
较大影响力的纯文学期刊主
编，他真正体会到文学期刊、
读者市场因社会变化带来的
巨大冲击。

上世纪 80年代是文学的
辉煌岁月，也是文学期刊的
灿烂时光，《当代》《收获》《十
月》《小说月报》都曾经是千

千万万文学青年、文学少年的必备读物。“同样，
《百花洲》《微刊小说选刊》也经历了高光时刻。《百
花洲》的报告文学栏目、《微型小说选刊》一度成为
国内纯文学期刊的翘楚。进入90年代后期，我们
两本期刊经受着时代冲击，征订量开始下滑，作为
出版社旗下的纯文学期刊，要靠自己生存，日子开
始艰难起来。”张越说。

“活下去”之路充满了纠结和挣扎。有好一段
时间，《百花洲》开始“贴钱”办刊，他们想法子突
围，一度把《百花洲》改成女性文学，但改变收效甚
微。2009年，出版社开始转企改制，《百花洲》办
刊方向又改了回来，目前，《百花洲》开设有“虚构”

“重建”“关注”“诗歌”等栏目，并通过不定期举办
“庐山笔会”，与国内著名作家互动，拉近读者与作
者的距离。种种努力之下，《百花洲》已经从亏损
数十万元的状态，减少到基本能收支平衡。

作为独立法人的《微型小说选刊》处境则要好
得多，独特的文学体裁，契合人们目前碎片化阅读
习惯，作为国内“双百期刊”“读者最喜爱的十佳期
刊”，目前，《微型小说选刊》光靠征订发行，每年净
利润仍有100万元左右。

“期刊命运的大改变，网络冲击、关停报刊亭
是大环境。这些年，《百花洲》一步步走来，在困境
中逆势而上，2014年，在首届路遥文学奖的评选
中，《百花洲》刊发的《天才歧路》《起起芽开花》《理
想青年》3部长篇小说入围并进入 21部佳作总评
之列；在第二届中国影视文学版权拍卖大会上，

《百花洲》杂志刊发的长篇小说有４项入选，这在
全国同类期刊中也属罕见；2014年刊发的《九指
女孩》获得由中国作协主办的《小说选刊》双年奖

‘最佳读者印象奖’；2016 年，《百花洲》杂志《长
篇》栏目荣获江西省优秀期刊优秀栏目奖；2017
年刊发的长篇小说《归去来》获得第七届重庆文学
奖。”张越说，“我们所有的努力，就是让纯文学读
者的流失速度慢些，再慢些。”

——我省纯文学纸质我省纯文学纸质期刊现状观察期刊现状观察
□□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钟秋兰钟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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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脉动

近，我省纯文学期刊
《星火》搅起了两朵“浪花”：为
创刊 70周年而拍的微电影《海
是无数孤独的水》面世上映；从
4 月 29 日到 8 月 14 日，全省 63
个星火驿站用时 3个半月完成

《星火》文学火种传递，近乎“快
闪”的创意引人注目。

两个活动都是围绕创刊70
周年而展开，延伸的内容和影
响力却余音不绝，这是新媒体
时代《星火》给予自己的声音，
它培植着本土的文学群体，也
反过来让更多的人看到《星火》
鲜活起来——纯纸质文学期刊
社会影响力和经济效益也许正
在日渐式微，但“活着”的方式
却变得丰富起来。

在我省，除了《星火》，有影
响力的纯文学省级以上期刊目
前还有《创作评谭》《百花洲》

《微型小说选刊》等，在现今大
环境下，纯文学纸质期刊生存
之路“充满纠结和挣扎”，《星
火》获得的附加值和影响力，为
其他文学期刊的发展提供了重
要借鉴。

最最

记者检索发现，除了上述几本省
级纯文学期刊，我省目前还有南昌市
文联主管、转企改制的《文学与人
生》，及江西省艺术研究院主办的《影
剧新作》在正常出版之中。

地方性文联也有纯文学内刊做
得较好的。比如赣州市文联旗下的

《今朝》《未来作家》，因为办刊质量以
及业内影响度、辨识度和能见度较
高，去年还参加了中国作家网组织的
首次全国文学内刊工作座谈会，作为
代表在会上发言。

“在场”是检验一个纯文学期刊
活跃度的依据。这个“在场”，离不开
作者、读者和刊物本身的融合与参
与。《今朝》《未来作家》能受邀进京作
典型发言，这让大家对赣州市这两本
纯文学内刊另眼相看。

宁都县委宣传部新闻科长李能
玲是星火驿站宁都驿驿长。她认为，
文学工作不仅需要情怀，更需要每个
文学爱好者“在场”进行氛围的营造，

让每一场活动给予参与者精神给
养。《星火》倡导的原浆散文作品先后
被《散文选刊》《散文海外版》等散文
权威选刊专门开辟栏目批量转载，极
大鼓舞了全省文学作者的散文创作
热情；驿站诗人队伍也形成了良性梯
队发展态势，如南康驿驿长周蔌获得
第18届“华文青年诗人奖”，90后诗人
林长芯作品入选江西 8090·重点作品
创作扶持项目。

网络时代，文学媒介多元化给传
统纸质文学期刊带来了巨大冲击，纸
质文学期刊有存在的必要吗？南昌
大学中文系教授、江西省文艺评论家
协会副主席李洪华认为，网络阅读不
会完全取代或消解纸质文学期刊，无
论是读者的阅读习惯还是纸质期刊
的特殊传播效应都为其继续存在和
发展提供了多种可能和必要。当下，
纸质期刊应该在危机和挑战中改变
原有形态和方式，在创新融合中赢得
新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李洪华认为，纯文学期刊不能完
全市场化，它有精神引领和涵养当地
文学力量的作用，政府部门应该加大
财政扶持和投入。同时，纯文学期刊
本身也应该加大改变力度，适应网络
时代文学多元化需要，做好网络化和
融媒体推广；要坚守纯文学品质，培
养较稳定的作家队伍；要走出去，了
解当前刊物发展方向和状况，打造个
性和品牌。

而文学的魅力并不会因为纸质
期刊的式微而减少。正如《星火》杂
志微电影所说，“孤独的水滴会彼此
寻找”。民间各种文学网站的活跃和
文学爱好者的自发聚集，正是文学和
作者仍然“活着”的有力证明。

《《星火星火》》的生存之道的生存之道：：

以活以活力和发展致敬传统力和发展致敬传统

《星火》活着。《星火》不仅活着，还自
2017年后，纸质期刊发行量从两千多册
逆势增长到五千多册，在文学期刊发行
普遍向下走的趋势下，让人有了意外之
喜。作为江西省文联旗下的核心期刊，

《星火》是我省文学期刊的“金字招牌”，
如果谁的作品在《星火》发表了，则意味
着文学水平得到了“官方认证”。

《星火》一直坚持纯文学立场。创刊
70年来，推出了不少名家，是省内外作家
发表作品的高地，也充当维系和改良本
省文坛生态的“湿地”。

但要承认的是当下不是纯文学纸质
期刊的黄金时代。从 2012 年开始，《星
火》转企改制，在没有固定拨款的情况

下，《星火》
迎 来 了

自

力更生“生涯”。2015年，《星火》开始改
版，把希望寄托在提升作品质量上。

经过两年的改版，《星火》的转载率
有了明显的改善。《新华文摘》《作家文
摘》等权威选刊纷纷转载《星火》的作品，
但主编范晓波仍然感觉到，订刊的人、读
刊的人，仍然是在“编者”与“作者”之间
循环，很难形成有效的社会传播。

“文学期刊是作家的，更是读者的，
文学期刊亟需重温办刊初心。”2018 年
后，《星火》跳出了旧有思维，开始尝试在
人群中寻找热爱文学的“无限的少数
人”。

网络时代给了《星火》聚集“铁杆粉
丝”的机遇。通过微信群，“星火驿站”建
立起来了。驿站成员来自订户相对集中
的地区，每个驿站去行政化，加入的人员
年龄、职业跨度都很大。

驿站建立起来了，文艺青年们在“星

火”的旗帜下相聚，评刊会、读书会、朗读
会、AA 制采风活动纷纷上线。香樟笔
会、上火车寻找读者、文学年夜饭、稻田
写诗、作家教你写作志愿服务、驿站写作
训练营……各种有创意、接地气的文学
活动也迅速组织起来。

新媒体成了这些文学活动的有力传
播纽带。以“星火杂志”微信公众号为平
台，星火驿站的文学活动被制作具有《星
火》特色的新媒体作品，以视觉化、音频
化形式传播文学理念，也为《星火》吸引
了大量读者，提升了纯文学的形象。

“以文艺的方式做文艺的事。既给
读者好作品，也给读者美好的生活方
式。”范晓波认为，大众都认为新媒体的
崛起导致了纸质期刊的退场，这只是问
题的一个方面。抗拒新媒体，新媒体就
是“敌人”；拥抱新媒体，用新媒体思维去
规划工作，策划活动，它就是“战友”。如
今，《星火》以微信公众号为平台，以文字
和音频的方式，拓展作品的辐射面。“星
火杂志”公众号已成为国内纯文学期刊
最为活跃的公众号之一，其中最火的新
媒体作品，后台留言突破上限超百条，这
种和读者构成日常互动的活跃度在国内
众多纯文学期刊的微信平台也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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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
纯文学纸质期刊

的困境并不是新鲜话题。
“纯文学的生存空间向来就不大，先天
注定它本身就不能像通俗文学、大众
文学一样受到广泛关注。”上海社会科
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刘轶说。

“面临着网络的冲击、数字阅读的
兴起，还有娱乐方式的多样化，如果完
全依靠自有力量，纯文学期刊要活得
有声有色，已经越来越难。”张越介绍。

隶属于江西省文联的《星火》《创
作评谭》能坚持到今天也离不开省委
宣传部的各种扶持和帮助。

《创作评谭》负责人陈蔚文认为，
作为一本文艺评论杂志，它的定位决
定了读者可能难以“大众化”，其生存

之道也比其他小说散文类期刊来得更
为不易。坚持办刊宗旨，不迎合市场、
不降低标准，把刊物质量摆在第一位，
是他们的目标。

“有一段时间觉得网络平台在文学
这块走在传统期刊前面，但现在网络平
台有些泛滥以后，又觉得还是纸刊会精
粹些。”江西文友老乐认为，纯文学还是
要回到文本本身，回到好好生活好好写
作本身。

专业人士说过，刊物要踩正时代的
鼓点才能立足。无论刊物还是新媒
体、网站、论坛，要具有当下性和艺术
感染力，才能具有影响力，这才是生存
的必要条件。

而曾在《诗刊》任编辑的著名诗人
曹五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也认为，纯
文学期刊的生存要直面几个问题：一
是关于期刊本身去行政化的问题。文
学期刊行政化，导致工作人员的行政
化，以及跟随而来的“去文学化”；二是
期刊编辑的“官僚化”。期刊行政化，
编辑必然“官僚化”，也就导致了编辑

和作者的距离越来越远（编辑不必交
好作者）、与读者越来越远（作品不必
取悦读者），编辑本身文学素养的下降
成为必然。

同时，曹五木也认为，纸质文学期
刊式微也有缺乏资本支持的原因——
低廉的稿费越来越缺乏吸引力；就业
人员的薪酬缺乏吸引力。他认为，数
字化阅读必然压缩纸质刊物的生存空
间，纯文学刊物的天然属性也导致其
受众面的狭窄。

纯文学纸质期刊的出路在哪里？
曹五木提到了“沙龙化”，这一点，正与

《星火》创新的“星火驿站”线下文学交
流形式不谋而合；与“不就‘发行’而

‘发行’，延长服务手臂，与地方文化源
力量融合，重建文学期刊与读者及文
艺生活的关系”的理念吻合。

现实出路现实出路：：保护纯文学期刊保护纯文学期刊
也是保护文学根基也是保护文学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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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下去活下去：：刊物刊物、、作者作者、、读者读者
都要都要““在场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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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鹃红农民剧团”演出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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