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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是最好的动员方式

文工团中的 “老资格” 可以把历
史回溯到红军时期， 像原广州军区战
士文工团就乐于说自己前身是红四军
宣传队。 党自建军素来重视文艺的宣
传鼓动作用。 1930年前后， 红军各级
政治部成立了艺术股。 1931年， 中央
苏区第一个剧团 “八一剧团 ” 成立 。
1932年成立的工农剧社， 建立起了从
中央总社到基层的 “蓝衫团” 的垂直
机构， 苏联红军的影响十分明显。

抗战开始后， 中共先后在延安办
起十七所干部学校， 以吸纳投奔而来
的知识分子， 抗日军政大学是其中之
一。 1939年， 抗大一分校文工团成立。
有亲历者回忆， 这是中国军队第一支
自称 “文工团” 的文艺团体。

延安鲁迅艺术学院负责把社员训
练成文艺战士 。 鲁艺代表着 “高级 ”
“专业”， 学员、 剧目， 沿军区、 军分
区、 师、 团、 基层部队、 地方等路径
源源不断输送到各根据地。 对普通大
众进行思想动员， 不能读文件和马列
书籍， “文艺是最好的方式”。

文工团极速扩张

解放战争时期， 文工团急速扩容。
渡江战役前夕，吴石坚受命组建苏北兵
团文工团。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指
定该团在渡江战役中演出京剧 《古城
会》。随战事进展，苏北兵团文工团变成
“苏南军区文工团”， 从几十人扩充到

700人。解放上海时，苏南军区文工团从
上海剧专一次带走30名学员；待全市解
放，已在那里招收了“135名优秀的文艺
战士 ”。 依中南军区文化部长陈荒煤
1950年回忆提供的数字，仅“四野”就有
15000名 “文艺战士”， 文工团吸收了
30%到50%的知识分子。

1949年， 北京育英中学高二学生
吴洪源面临着人生选择： 考大学还是
参军。 两条路， 他选择了后者， 随军
解放大西北， 在行军路上办报、 编快
板， 后来成为著名军旅词作家。 包括
《学习雷锋好榜样》 在内， 一系列署名
“洪源” 的歌词化为时代记忆。

1950年代初， 中国人民解放军裁
军150万， 陆军为主体的兵员结构向多
兵种转变。 1950年， 海军、 空军司令
部相继成立， 政治部文工团随即分别
问世。

1964年， 付林从黑龙江富锦县考
入刚刚成立四年的解放军艺术学院
（下称军艺）。 当时主流的演出样式是
小型歌舞。 1950年代末到1960年代初，
《洪湖赤卫队》 《红珊瑚》 《江姐》 等
歌剧相 继 出 现 ， 1964年 “大 歌 舞 ”
《东方红》 首次演出， 让人们看到了文
艺样式多元化的可能。 “大家震动得
不得了”， 付林回忆， 从1960年代初开
始 ， 部队文工团的节目开始有军乐 、
歌剧、 话剧、 大小合唱的分类， “逐
渐有全面开花的意思”。

盛极一时的军中文艺在1966年急
停。 1968年， 军艺解散， 付林分去海
军， 在东海舰队舟山基地当了一年水
线兵。 1969年， 付林被分配到海政话
剧团演唱队。 在提倡 “业余和专业相
结合” 的年代里， 竹笛演奏员付林开
始词曲创作。 1976年毛泽东去世， 付
林写出他的第一部代表作 《太阳最红
毛主席最亲》。

和时代一起成长

1979年， 高中毕业生甲丁面临父
亲往日的选择： 考大学还是当文艺兵。
“当文艺兵这件事， 从小是长在我心里
的。” 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入伍
后， 他在成都空军宣传队， 清晨出操，
大喇叭里播放邓丽君的歌曲。

变化慢慢出现 ， 譬如施光南的
《在希望的田野上》， 谷建芬的 《年轻
的朋友来相会》。 它们被统称为 “抒情
歌曲”， “抒情” 是 “流行” 的前身。

付林把1980年称作自己的 “流行
音乐元年”。 那一年， 海政文工团歌舞
团推出了演唱校园歌曲的苏小明， 大
受欢迎 。 歌剧团也想树自己的新人 。
13岁的二胡演奏员程琳常在楼道里唱
邓丽君的歌曲， 非常动听， 付林受命
组织小乐队 “包装” 她。 付林写了一
首新歌 《小螺号》， “连词带曲加配器

一个晚上完成”。 结果， 程琳在北京的
演出引起轰动 。 对于从 “革命 ” 到
“抒情” 等转化， 付林的策略是不写爱
情， 写乡情， 所以有了 《妈妈的吻》。

文工团的才子佳人各谋出路的时
候， 军队发生了巨大变化。

酝酿多年的裁军在1985年开始 ，
持续约两年， 各级军区机关人员减少
了53.6%， 军区由11个裁并为7个 。 因
军区文工团调整 ， 一批 “文艺战士 ”
转业到地方， 其中有未来的著名导演
冯小刚， 当时他在北京军区战友京剧
团舞美队工作。

集体创作或“佚名”的时代结束了，
准明星制出现在部队文工团。 “最初我
们自己培养人，第一代吕文科、卞小贞，
第二代李默、苏小明、程琳，后来引入了
范琳琳、 吕继宏，1992年又引入了宋祖
英。 ”付林告诉记者。

1999年， 付林写过一篇长长的报
告， 建议海政学习1960年代的 “乌兰
牧骑”， 把文工团组成小分队， 配备现
代化设备和精干的创演力量， 常年在
基层巡回演出 ， 跟战士零距离接触 。
此前， 他曾带一个八人小组赴南沙群
岛慰问演出， 随走随创作， 把新鲜创
作的歌曲唱给战士， 并录制起来送给
部队， 大受欢迎。

摘自 《南方周末》

图书馆的设计感极强。面朝大海的
一面，用了高通透的玻璃幕墙，室内以
原木色为主调，有三层阶梯，每一层的
书架前都有座位供读者阅读使用，每个
座位都面向大海，视野一览无余。 这种
遗世独立的感觉，契合了个性化极强的
阅读心理。这正是图书馆设计师董功的
“初心”：“我理想中的社区图书馆，并不
需要用藏书量和知识完整性等严苛指
标去挑剔，而是要突出空间设计与情感
体验的结合，这方面比专业图书馆的余

地更大一点。 ”
如他所愿，读者在这里收获了感官

与阅读相结合的独特体验。一位读者从
福州专程赶来 ，乘飞机 、倒火车 、打出
租，在图书馆足足待了两天。 走的时候
他依依不舍，出租司机笑他，跑这一趟
值得吗？ 他觉得值，看书观海让他感受
到了生活的别样美丽。 无独有偶，天津
有一家人，驱车5个多小时，专程来体验
图书馆的魅力，这个事件还刊登在了巴
西知名报纸《圣保罗之页》的头版。

这座个性十足的图书馆，因戳中人
们心中的“孤独”情绪而成名，从设计之
初的社区图书馆，变成了如今接待所有
预约读者的三联书店海边公益图书馆。

读者流越来越大，工作量也不断增
加，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仔细地维护着图
书馆的盛名。 馆长叫老孟，毕业于北京
大学图书馆学系，退休后毛遂自荐来到
这里。在他的带领下，图书馆的采购、编
目、整理工作井井有条。 “老孟来了，图
书馆更像个图书馆了。 ”周边社区的居

民感叹道。
馆长是图书馆气质的一部分。 今

年，图书馆界的另一个“网红”怀柔篱苑
图书馆，就因缺乏管理，导致盗版书横
行。 老孟凭借专业知识，杜绝了此类纰
漏。同时，他还从浩如烟海的书山中，为
图书馆选出了 “精气神”。 图书馆里的
书，有三种陈列形态：最推崇的书，平放
在一层的书桌上； 适合借阅的藏书，编
码后放在各层的书柜上；还有一部分阅
读率低的书，收在储藏室。

图书馆开了两年多，最初的新鲜感
过后，读者不减反增。 馆里不时举办各
类读书会与讲座， 还开展了家史创作、
国画欣赏、摄影展览等文化活动，甚至
举办了宫崎骏动漫音乐会、朱亦兵大提
琴演奏会等艺术活动。 如今，最孤独图
书馆已经成为当地的“文化地标”，来自
天津、北京、河北等地的“取经团”络绎
不绝，图书馆的经营和管理者也乐于将
自己的经验倾囊相授，他们希望出现更
多的个性图书馆，满足人们多样的阅读
需求。 摘自《光明日报》

文工团 事往

最近，电影《芳华》正在热映，中国军队的文工团改革早已拉
开大幕。

中国的部队文工团经历了不同的时代变迁， 最早的历史可
追溯到红军时期，名称也几经更替。 文工团经历了多少变革，在
革命战争年代以及和平时期又发生了哪些变化？ 记者分别采访
了原海政文工团副团长付林、原总政歌剧团副团长程桂兰、原战
友文工团副团长甲丁等，他们分别是40后、50后和60后，各具丰
富的人生经历，也见证了不同时代的文工团。

最最孤孤独独图图书书馆馆缘缘何何火火爆爆

图书馆建在北戴河新区一处海
边的沙滩上，离海不足百米，周围几
乎没有知名景点， 藏书也不过万余
册，但从2015年4月开业至今，已有近
10万读者慕名而来。有人拍摄了图书
馆的视频传到网上， 仅一天时间，阅
读量便已突破10万次。一座图书馆为
何有这么大的吸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