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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50年代， 有一群带着油
泥铁锈的工人文学爱好者， 满怀激情
地走进了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 在这
里， 他们如饥似渴地聆听了茅盾、 老
舍、 周扬、 冰心、 曹禺、 赵树理、 周
立波、 臧克家等文学大师为职工讲授
的文学写作课。 这便是新中国成立后
首都第一个职工文学创作群体， 又被
称为劳动人民文化宫职工文学创作班。
光阴荏苒， 1996年， 以此滥觞而正式
诞生了北京市职工文学创作研修班。
近10年来， 这个由首都工会联合宣传
部、 文联共同举办的研修班， 从中已
走出了2000多名职工文学作者， 其中
已有60余人被北京作协吸纳为会员，
20多名作家还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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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烹饪》杂志主编

孙春明

□本报记者 余翠平

“这么多年， 我与北京市职工文学创作研修
班、 与工会有着深厚的感情！” 孙春明告诉记者。

今年64岁的孙春明毕业于北京市高等教育自
学考试中文专业。 1969年参加工作， 曾任 《中国
商报 》 总编辑助理 ， 《中国商界 》 杂志主编 ，
《中国商人》 杂志主编， 《中国烹饪》 杂志社社
长， 现任 《中国烹饪》 杂志主编。

上世纪90年代时， 孙春明在公交总公司宣传
部任职， 当时他接到一个通知， 参加了第一期北
京市职工文学创作研修班。 “有很多名家来讲写
作， 收获了很多文学创作方面的理论和知识， 当
然对我来说， 印象最深刻的是， 工会给爱好文学
的人提供了一个平台， 一个组织， 让人温暖。”

第一期写作班持续了1年的时间。 随后， 这期
作家班还会经常组织采风活动， 比如去延安， 去
红旗渠……回来之后， 都会出版一期合集， “在
合集里， 有对自然之美的讴歌， 有对职工生活的
关注， 有对时代变迁的刻画， 内容丰富多彩。” 在
平时工作之余， 孙春明一直坚持创作， 他写诗，
写散文， 写剧本， 还写小说， 《国药冯》 是他一
篇比较著名的报告文学。

“冯根生从14岁开始在药铺当学徒， 解放后
又当车间主任、 厂长等， 改革开放后， 又成为中
国第一批优秀企业家， 在给他写传记的过程中，
我走访了他从小生活过的地方， 努力去捕捉他生
命中那些坚韧、 顽强的性格特质， 并将他个人的
发展轨迹融入到时代变迁中去 。 在写他的时候，

又努力通过他的视角， 去展现经济发展、 时代巨
变。” 孙春明曾下乡当过知青， 回城后， 他们知青
还经常会聚在一起组织各种类型的活动， 看到很
多知青常写回忆当年知青生活的文章， 孙春明萌
发了写知青回城后的工作、 生活以及方方面面的
变化与成长 。 于是 ， 他写了两部作品 ， 分别是
《北大荒·后知青时代》 和 《后知青时代·北大荒》，
在知青圈里引起不小的轰动。

“知青回城后， 个人发展几乎分属三教九流，
有的成为国家机关公务员， 有的是企业的员工，
有的自己创业， 有的成为演艺界明星大腕， 当然，
还有一部分下岗了， 或者因病致贫， 在写后知青
时代的时候， 我采访了近百名知青， 讲述他们组
织的展览、 演出、 笔会等各种各样活动， 他们的
境况各不相同， 但是， 当年艰苦的知青生涯所带
给他们的坚强、 友爱和互帮互助却是共通的， 我
努力去传达这样一种后知青时代中人性的美好和
光辉。” 孙春明分享了他的创作体会。

关注职工生活
讴歌时代精神

孙春明， 现任 《中国烹饪》 杂志主编， 1996
年加入北京作家协会。 著有长篇报告文学 《国药
冯》， 散文 《我的的卢》， 小说 《边马三章》， 诗歌
《布达拉宫》， 电影剧本 《宁雪》 等。

作家简介：

□本报记者 杨琳琳

大兴城建开发集团公司档案中心主任

魏翠萍

文化宫是
她创作的加油站

魏翠萍是北京大兴城建开发集团公司档案中
心主任。 她上班为工作忙碌， 下班之后则会徜徉
在诗歌的美妙世界里。 “读名人的诗、 写诗都是
一种享受， 自己写诗还可以记录生活中的美、 书
写对生命和世界的思考， 也是一种情感的释放。”
魏翠萍说。

被诗歌的魅力所打动， 是在她读师范的时候。
“那时候， 我经常会翻看一些名家诗集及其他一些
文学书籍， 大量的阅读培养了我的良好文学素养，
同时也开始自己创作。” 魏翠萍说， 她曾陆陆续续
写了十几本的诗。 没有专门学过诗歌创作， 但是
对文学的热爱与追求， 对文字的敏感， 使她的诗
歌创作在文学的路上走得越来越远。 上世纪90年
代， 她参加了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的首届北京市
职工文学创作研修班， 聆听了许多名家面对面的
讲授， 文学创作得到了很大提高。 “我觉得我特
别幸运， 因为当时大兴区只有一个推荐名额。” 魏
翠萍说。

那时 ， 尽管家住大兴 ， 魏翠萍离上课的地
点———劳动人民文化宫比较远， 但是她却很珍惜
这次学习的机会。 “当时的交通不像现在这么方
便， 需要倒两次车， 两个多小时的车程， 却一点
儿不觉得累， 每周盼望着去学习， 一路上心情都
很兴奋。” 直到现在魏翠萍依然记得自己第一次踏
进教室的情景： 高高的房梁、 古朴的圆柱……充
满书香气的教室一下子让她喜欢上了这里。 魏翠

萍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学习了一年， 在这里与名家
当面学习， 结识了很多同样爱好诗歌文学的朋友。
“有专业老师来给我们授课， 跟志同道合的朋友一
起学习， 让每次相聚的时间都是一种享受。”

在不知不觉中， 一年的学习时间结束了， 但
是他们却在文学的世界里结下了深厚的感情 。
“在随后的几年中， 劳动人民文化宫还经常会组织
我们一起去采风， 回来之后大家进行创作、 交流，
有老师对作品进行点评， 从而使我们对一名文学
创作者的文字水平和社会责任有了更大更深的认
识和提高。” 魏翠萍说， “每年我们创作的作品还
会装订成册， 印刷成书出版。”

诗歌给诗人魏翠萍打开了一扇门， 走进这扇
门， 她发现了很多美好的事物。 而劳动人民文化
宫职工文学创作研修班， 则是她诗歌创作的加油
站和引路人， 让她在诗歌创作的道路上充满能量，
走得更远……

魏翠萍，笔名蔚翠，现任北京大兴城建开发集
团公司档案中心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作
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 《伊甸园》诗刊副
主编，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发表诗歌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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