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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头沟区作家协会主席

马淑琴

□本报记者 阎义

从工会主席到作协主席

“我从小就喜欢看文学作品。” 第四期北京市职
工文学创作研修班学员马淑琴告诉记者 。 1967年 ，
马淑琴回乡当农民。 1974年， 马淑琴转为干部， 后
被选为门头沟公社党委副书记。 1980年， 马淑琴被
调到门头沟区建委任党办、 行政办主任。 她这一干
就是18年。 她说： “自从参加工作之后， 我只能暂
时放弃对文学创作的追求。 当两办主任时， 更是事
务缠身， 把业余时间都用在了工作上， 无暇进行文
学创作。”

1998年， 马淑琴又被调到了门头沟区建筑公司，
被选为公司工会主席。 1999年， 马淑琴做了一件维
护女职工合法权益的事情。 《北京工人报》 记者李
传兰采访了这件事， 并以 “她为工会赢得赞誉” 为
题刊登在 《北京工人报》。

在一次建筑公司举办联欢会上， 马淑琴重拾创
作诗歌的激情， 创作了反映建筑工人工作、 生活的
诗歌 《建设者之歌》。 在联欢会上经十名职工声情并
茂地朗诵， 感动得在场工人热泪盈眶。 这是她创作
的第一首反映建筑工人工作、 生活的诗歌。 这首诗
歌触动了马淑琴文学创作神经， 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她说： “被选为工会主席后， 更多地接触了一线工
人， 了解他们的工作和生活， 是我创作源泉。”

2000年， 马淑琴参加了北京市职工文学创作研
修班。 马淑琴说： “我很珍惜这个机会。” 文学创作
班组织学员到陕西太白山采风。 马淑琴写了三首诗
歌， 诗歌表达方式和文风大为转变， 使她找到了创
作的方向。 2001年， 马淑琴出版了第一本诗集 《放
歌京西》。 同年， 她加入北京市作家协会。 也是在这
一年， 她被调到门头沟区文联任职。 之后， 她又出
版了诗集 《不朽的风景》。 2006年7月， 她加入了中
国作家协会。 至此， 马淑琴当作家的梦实现了。

2002年6月， 马淑琴担任门头沟区文联常务副主
席兼秘书长。 她到文联之后， 有了更多的时间进行
文学创作， 创作题材除了职工、 农民题材以外， 扩
充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如： “抗击非典”、 北京
奥运会、 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 南水北调工程等等。
她在采访西藏、 青海国家电网联网工程时， 连续九
天在海拔4700米以上的地方， 采访电力工人和武警
部队官兵。 由于严重缺氧， 她回来后重病一场， 但
坚持完成了创作任务。 多年来， 她关注职工文学 ，
是第八、 九、 十届 “首都五一文学奖” 获得者， 并
被中华全国总工会、 中国作家协会等部门评为 “深
入生活优秀个人”。

马淑琴，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 中国作协第七 、
八、 九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
会员， 中国诗歌学会理事， 北京作家协会理事、 诗
歌创作委员会副主任， 门头沟区文联主席， 门头沟
区作家协会主席。 著有诗集 《放歌京西 》 《山月 》
《不朽的风景》 《炊烟扶摇》 和散文集 《书琴散文》
等， 在省市以上报刊发表诗歌数百首 ， 纪实文学 、
散文等百余万字。 作品多次获奖并收入多种版本
诗歌集 。 多次参加国家和北京市重大活动的采
风创作 。

作家简介：

“如果没参加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的研修班 ，
我可能写不出两部长篇小说， 更不可能成为畅销书
作家……” 张骥良的话匣子由此打开。

张骥良是不幸的。 他一出生即被遗弃， 一个月
大时因高烧导致双目失明， 长大后常被小伙伴欺负；
他又是幸运的， 遇到了善良的养父母， 自幼爱上写
作并因此迎来 “光明” ……苦难和幸福曾交替着在
这位盲人作家身上留下烙印， 与众不同的经历亦为
他的写作之路打下扎实的基础。

8岁那年， 张骥良写的一篇诗歌在 《中国少年
报》 上刊登， 此事在全校引起轰动， 让这个因失明
而自卑的孩子第一次感受到外界的尊重， “在别的
地方我比不上大家， 但在写作上我和大家是一样的，
甚至比别人更好。” 张骥良如此描述他当时的心情。
此后， 他更加痴迷于写作了， 因为写作给他带来了
自尊。

2008年， 张骥良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溥仪 终结
一个时代的人》 引起巨大反响， 热销10万余册， 成
为当年的畅销书。 张骥良说， 能取得如此成绩， 离
不开一路上各位良师益友的帮助， 他特别提到了劳
动人民文化宫的研修班。 “在写作路上， 研修班给
予我的帮助太大了， 这里的每位老师都非常认真负
责， 从细节处帮助我们提高写作技巧， 可以说， 我
在这里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张骥良从第五期开始参加研修班， 直到第十六
期， 中间只间断过两期。 他说， 研修班就像一部发
动机， 这些年来持续给予他动力， 他已经 “离不开

这个研修班了”。
当一名职工作家是很辛苦的事儿， 因为一边要

工作， 一边要创作。 这些年， 张骥良基本没有假期，
业余时间全部投入到创作中了， 有人问他这样累不
累 ， 他说 ， 自己这样做 ， 图的是心灵上的安慰 ，
“能够潜心写作比给我什么礼物都让我高兴。”

2015年， 张骥良的自传体长篇小说 《骥行千里》
出版。 经过多年摸索、 钻研， 他的写作技巧更加炉
火纯青， 此书获得中国残联主席张海迪， 以及莫言
等20多位作家的联合推荐， 说到此时， 张骥良的语
气中满是自豪与兴奋。

采访快结束时， 张骥良还提出了一个小小的心
愿， 他期望自己在退休后还能继续参加职工作家研
修班， “创作中难免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挫折， 我
希望能够及时得到老师们的点拨， 使我的写作之路
越走越宽。”

北京市残联工作人员

张骥良

□本报记者 张晶

“我已经离不开
研修班了”

张骥良， 1954年出生， 盲人作家， 中国作家协
会会员。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开始发表诗歌、 散文，
九十年代初期转入纪实文学创作， 曾出版过 《溥仪
终结一个时代的人》 《骥行千里》 两部长篇小说。

作家简介：

顺义区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

许福元

□本报记者 王路曼 文/摄

连上六期研修班
中学生成了大作家

71岁的农民作家许福元还保持着十分规律的工
作学习习惯： 每天五点钟左右起床， 七点半准时到
达工作室， 中午休息40分钟， 下午直到六点半才从
工作室离开。 “如果没有外出计划或特殊情况， 我
的一天就是这样度过的。” 许福元告诉记者， 他给自
己规定， 每天至少写1000字， 最新创作的小说已经
完成近一半了。

许福元在自己的工作室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100
平方米的三居室里， 几排书架和装着各种资料、 报
纸的箱子， 显得满满当当。 “我算是半路进入文学
世界， 坚持学习是必要的。” 许福元说。 虽然从小就
爱好文学， 但身在农村的他在60岁之前， 一直为生
计奔波， 当泥瓦匠、 办工厂， 干了半辈子与文学创
作看似毫不着边的活计。 可即便如此， 许福元也从
来没有忘记过自己的文学梦想。

“我还记着1975年， 看到自己创作的诗歌在报
纸上发表时的心情， 我渴望这种认可， 渴望通过文
学创作， 表达和记录自己的世界。” 许福元告诉记
者。 2006年， 经朋友推荐， 他报名参加了劳动人民
文化宫第九期作家研修班， 60岁的许福元是当时班
里年纪最大的学员。

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的许福元对文学创作知识的
渴望十分强烈， 一期持续半年多的研修班每周六上
课， 他从未缺席， 风雨无阻。 许福元把作家研修班
比喻成明灯， “如果说我之前的创作是走在黑暗的
走廊里， 那么在研修班的学习， 就是照亮了廊道上
的 ‘房间’， 我可以走进 ‘房间’， 学习到更多的内

容， 提升自己的文学素养和创作能力。”
因为收获大， 感触多， 许福元连续参加了六期

的作家研修班， “连续八年的时间里， 我的学习笔
记就超过130本。” 许福元一边给记者翻看学习笔记，
一边说。 他从未停止学习， 除了参加职工文学创作
研修班， 他还参加东城区图书馆的 “书海听涛” 活
动； 去北京大学旁听 “文学与艺术” 课程……

或许正是因为这种求知若渴的态度， 让60岁重
拾文学梦想的许福元成长迅速。 几年来， 他创作了
诗歌集 《早春》、 小说集 《半夏》 《仲秋》 等， 陆续
出版6本著作， 先后在各类报纸、 杂志等出版物上发
表文章数百篇。 2008年， 许福元加入了北京市作家
协会， 2012年， 他又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 成为业
内小有名气的农民作家。

“文学创作的魅力是无尽头的。” 许福元说， 他
生在农村， 长在农村， 是一名土生土长的农民， 所
以他的作品题材多反映农村风貌和乡村变化。 未来，
许福元依旧会扎根农村， 创作出更多富有农村特点
的精彩作品， 打造他独特的文学世界。

许福元，笔名星白。 顺义区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
1974年开始发表作品，北京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
协会会员。 著有诗歌集《早春》、小说集《半夏》《仲秋》，
以及游记《印象美国三十天》等。

作家简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