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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欣欣 文/摄

东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办公室主任

杨建业

在文化宫的讲堂上
见到了自己的偶像

杨建业原本学的是木工专业， 1980年技校毕业
后被分配到广播电视配件一厂。 “当时我是做木头
壳子的， 属于专业对口， 你都没见过吧？ 那时候电
视机的壳子是木头做的。” 杨建业告诉记者。 当年他
在车间里就开始做工会主席， 可以说和工会组织的
渊源颇深。

由于爱好写作， 很快他就被调到厂总工会， 成
为一名脱产的工会干事， 负责组织厂里的文体、 宣
传工作。 “当年， 我做的工会工作主要是组织职工
篮球队、 足球队， 到处跟其他厂子的队伍比赛， 给
职工生活带来了愉悦。 职工们都很喜欢， 领导也很
支持。” 在这期间， 杨建业开始撰写小说， 并于1986
年在 《青年文学》 杂志上正式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小
说 《少女和一个男子汉的梦》。 随后， 在 《青春》 杂
志上发表了以工厂为题材创作的小说 《二十四点的
爱情》。 “前期， 我的小说好多都是以工厂为题材
的。 因为我有车间的生活体验， 而且工人是比较朴
实、 善良的， 爱恨鲜明， 有情感就愿意表达。” 杨建
业告诉记者。

凭借着发表小说的名气， 杨建业1993年被调到
原崇文区文化馆当创作员。 正值劳动人民文化宫职
工写作研修班开始报名， 这可乐坏了一心热爱文学
的他。 “真是挺幸运的一件事。 在那个年代， 见一
个著名作家不容易， 可这一年的培训班里， 每周都
有著名作家来给我们讲自己的人生阅历、 创作体会。
用现在的话说， 我就是去见偶像了， 有种文学盛宴
的感觉。” 杨建业笑着回忆说。

杨建业说， 在此之前， 他写东西纯属个人爱好。
而通过这次系统的学习， 他得以接触一些有名的作
家， 聆听他们的创作经验和体会， 大大提高了自身
的创作能力。

随后的一段时间， 杨建业的创作速度和质量都
大幅上升。 先是围绕全国劳动模范、 崇文区文化馆
长马浩流， 撰写了报告文学 《文化馆长》， 成为文化
系统内第一篇以文化馆长为题材的报告文学。 之后
还出版了 《成长欲望》 《有女人做伴的日子》 两部
长篇小说。

担任东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办公室主
任一职后， 杨建业把更多的文字放在非遗的文化传
承上， 写出了大量的文学作品， 并编导了非遗题材
的话剧， 希望通过更直接的方式， 展示老北京的非
遗文化。

杨建业， 1993年调入原崇文区文化馆， 现任东
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办公室主任， 具体负
责东城区的非遗工作。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北京市
先进工作者 。 编导话剧作品 《五月鲜花天天开 》
《大前门》 《前门人家》 《摔出一片天》 《乡愁如
霞》 《同仁堂的传说之济世名言》 等。 出版 《前门
和前门的传说》 《北京扎燕风筝》， 《民间崇文》 等
文化专著 ， 《有女人做伴的日子 》 《成长欲望 》
《穿过城市的凤》 《不可饶恕》 等长篇小说， 《我该
有什么样的肩膀》 《无名帆船》 等中短篇小说。

作家简介：

“一截又一截， 角铁连接角铁 ， 铁生长着铁 ，
伸向天空的枝桠坚决坚挺， 耐心地 ， 一尺又一尺 ，
高出厚厚的土层……” 在电力作家冷冰的笔下， 冰
冷的铁塔和高压线似乎有了生命， 他们与建设者的
汗水、 坚守， 交织一起， 串成了温暖的诗行。 组诗
《出雁门关记》， 以中国特高压建设为题材， 是冷冰
作为电力工作者与业余作家完美结合的精心之作。

冷冰从小喜欢读书写作 ， 上中学的时候就在
《京郊日报》 发表过两篇作文。 从北京高等电力专业
学校毕业后， 她进入电力系统工作， 直到今天在国
网北京电力公司， 从事企业宣传工作20多年。

真正开启冷冰的文学创作之路的， 是她被单位
推荐参加北京市职工文学创作研修班。 “当时我在
密云水电厂上班， 上课的时候要从密云水库赶到城
里。 那时交通还不太方便， 要早晨五六点钟出门 ，
倒三趟长途车， 即使半天的课也要花一整天时间。”
尽管赶路艰难， 但是研修班的课冷冰一天都没落下，
“当时给我们上课的老师都是文学界很有造诣的名
家， 我记得有刘恒、 崔道怡， 他们结合自己创作经
验和自己作品讲课， 听着过瘾。 也是在那一年时间，
我比较系统地接受到了真正文学创作的经验类指
导 。” 冷冰时常回忆起当时在大殿里上课的情景 ，
“坐在高大宽阔的屋子里， 冬日的阳光穿过窗格映在
地上， 淡淡的花纹铺在地上， 也像静静地浮在水面
上。 讲台上， 满腹学问的老师吟诗诵词， 娓娓而谈，
特别有意境……”

研修班之后， 冷冰的文学创作开始进入自己的
节奏， 至今未停。 著名评论家、 鲁迅文学院院长李
一鸣曾评论冷冰的作品： 那些散落的光影， 穿透阻

挡而来， 简化了所遇之物的所有复杂， 而被简化成
阴影的事物， 在光的注视中， 释放出它们内心的所
有想象， 与人默然心会。

2015年， 冷冰被中国电力作协推荐到鲁迅文学
院学习， 进一步开拓了写作视野。 扎实的写作功底，
加上多年的企宣工作实践， 冷冰很快成为电力行业
一支巧笔。 她利用新媒体写作的 《夜微记》 被多家
刊物转发， 已成为一个很有特色的文学品牌。

工作时秉笔而书， 业余时以字养心， 写作几乎
占据了冷冰大部分时间。 她非常认同写作是一块文
学圣地， 需要用心耕耘。 “无论在什么境况下， 写
作能让我始终发现生活中的美 ， 净化自己的心灵 ，
保持心态平衡。 它是我生活中独立的空间， 不被外
界打扰， 可以坚定自己的信念。” 冷冰说 ， 她会一
直， 认认真真， 写下去， 不忘初心。

□本报记者 张江艳

北京市电力公司媒体业务部（报社）总编辑

冷冰

诗歌始终与电力线路同行

冷冰， 现担任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媒体业务部
（报社） 总编辑，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北京市作家协
会会员、 中华诗词学会会员、 中国诗歌学会会员 、
中国散文学会会员、 北京市杂文学会会员。 出版散
文集 《与树比肩》， 在 《诗刊 》 《清明 》 《上海诗
人》 《中华诗词》 等杂志发表文学作品多篇， 曾获
得首都五一文学奖、 徐志摩诗歌奖等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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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艳

国家电网华北分部退休职工

张文睿

在圈子里， 大家都称张文睿为 “趣人”， 或是用
生活碎片记录着百姓日子、 人间草木， 或是以文论
式随笔， 表述并传播属于自己的观点， 你会发现 ，
他那悠闲且幽默的叙述之中藏着思想。

让文字好读、 有趣味， 是张文睿一贯坚持的创
作基本理念。 他创作的 《二手论语》， 有好友评论，
《二手论语》 是一本生动的书， 一本鲜活的书。 像一
个 “讲究” 的老农， 在自己的菜园子里一边转悠 ，
一边喃喃自语， 恰好你来看他的菜， 他就一边翻弄
这菜那菜给你看， 一边给你讲一些稀奇古怪、 生动
鲜活的故事给你听。

谈到写作， 张文睿也打了个比方： 写作有门里
与门外两个范畴。 所谓门里， 大概有如下元素： 有
较好的文化常识与基础修养， 掌握写作的一般规律
与技能， 文字功夫扎实， 其作品大多能够得到载体
与读者及同行的认可。 所谓门外， 大概是说： 有写
作的愿望， 喜欢或者热爱文学艺术甚至痴迷多年 ，
自己写的东西一时半会儿， 还难以得到较大范围的
传播， 也看不出是否有文化或商业价值。

说起与研修班结缘， 张文睿说这绝非偶然。 插
队回来工作后的张文睿， 当了13年的工人， 那个时
候正值上世纪80年代初， 平时喜欢写写小随笔的他，
特别喜欢到宣武文化馆听讲座， 不管讲座内容是啥，
主要是为了开阔思路， 丰富业余生活。 听讲座也上
瘾， 后来， 干脆就跑到劳动人民文化宫去听。

后来， 张文睿恰巧由工人转行做了报纸编辑 ，
他特别期盼在写作方面能有所提高， 如愿地成为了
第三期研修班的学员。 当年， 张文睿编辑的班组园
地版面， 写工人、 写班组， 写劳模， 而研修班学习

的内容正好用得上。
真正深入到学习当中后， 张文睿还有更大的收

获。 “文化宫为职工创办文学创作指导研修班， 不
但让我提高了写作素养， 还为所编辑的报纸版面找
到了更合适的供稿人。” 张文睿说， 虽说平时也爱写
写东西， 也认识一下社会上的作家， 但当了编辑后
发现， 他们特别需要能给企业类报纸供稿的人。 没
想到， 参加研修班后， 找到20多个合适的供稿人 ，
他们大部分都来自企业， 来自基层。

张文睿认为，写好国家的工业题材文学是个大课
题，研修班在这方面做了很多有益的尝试。 通过组织
学员深入北京市各大国企、 企事业单位一线进行创
作，近些年，出了一批工业题材的好作品。

张文睿说， 学习是一辈子的事情， 业余作者最
关键是提高自己的水平， 大家都说文学离不开生活，
其实更重要的是文学离不开文学。

张文睿， 国家电网华北分部退休职工， 现返聘
编辑电力年鉴。 曾任 《华北电力报》 主编、 主任编
辑。 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
北京作家协会会员 。 著有散文集 《南北东西茉莉
花 》、 随笔集 《二手论语 》、 评论集 《不觉流水年
长》、 新闻作品集 《再回首谁心依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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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耕工业题材不放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