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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陆华东

时间每向农历 2018 年新年迈进一步，江苏省东海县农民黄
业江的内心就愈发激动，脚步也更加匆忙。因为大年初一，黄业
江自掏腰包、组织导演的“村晚”——— 黄川村新春联欢会将迎来
20 周年。

从 1998 年组织第一届黄川村“村晚”开始，每年年初一或者
初二，黄业江都会如约为十里八乡的乡亲们办一场联欢会，请村
民们上台表演，讲述村民自己的故事。

20 年间，黄业江“导演”的“村晚”参与演员从 10 人发展到
90 人，观众从 100 多人达到高峰时的 4000 多人，黄川村“村晚”
已成为远近闻名的文化名片。

当泥腿子爱上文艺

黄业江是一个只有初中文化的农民。但他从小爱好文艺，喜
欢接触新鲜玩意儿。

1998 年，他从城里买了功放机和麦克风，邀请爱好唱歌的
青年到他家中唱卡拉 OK。

“虽然当时条件艰苦，设备简陋，但是大家却唱得很开心。”
黄业江说，看大家这么喜欢，他动起了在村里办晚会的念头。“农
村文化生活比较贫乏，农闲时村民们只能打牌消磨时间。希望春
节期间，让更多人聚在一起唱歌，乐一乐。”

然而，没人相信他真能鼓捣出一场晚会。大家觉得那不过是
个“玩笑”。

“咱农民一年到头干活，谁闲得没事听你唱歌呀？”
“农村这条件，文化人都没几个，怎么可能自己办晚会？”
对于黄业江的“疯狂想法”，父亲黄余先劝儿子趁早打消。
但是黄业江却坚信村里喜爱文艺的人大有人在，不然不可

能那么多人每天都大老远跑来和他一起唱歌，只是村里之前没
人带头干这件事罢了。

1998 年的黄业江只有 28 岁，小伙子倔强，“认准了的事情，
困难再多，都要坚持下去”。黄业江说干就干，在当年大年初二办
了第一届“村晚”。

“第一届‘村晚’，没有舞台，没有节目单，就是十几个人围着
录音机唱歌，时间不受限，唱几首都行。”回忆起 1998 年第一届
“村晚”，黄业江评价“一点都不正规”。

但就是这么糙的节目，依然吸引了全村几百人前来观看。这
坚定了黄业江继续办“村晚”的信心。

1999 年，黄业江又在村中心路边上举办了第二届“村晚”。
这一次明显“正规”很多——— 用 4 个挂车拼装出舞台，再找来一
个拉板车斜靠在舞台上当梯子。节目也更加丰富，唱歌、相声、跳
舞等，一共有十五六个。

节目多了，找演员成了新难题。虽然村里有不少人对文艺有
兴趣，但对于登台表演，很多人起初还是“比较保守、紧张，不愿
在大庭广众之下唱歌跳舞”。为此，黄业江挨家挨户找村民谈心，
鼓励大家出节目。

“村晚”总导演

办“村晚”，还需要花钱。

话筒、功放、录像机、电脑、调音台、音箱、演出道具等，为
了增加舞台效果，黄业江基本上每年都会花几千块钱添置一
些新设备。

2000 年办第三届“村晚”时，考虑到观众人数可能会很
多，原先的两个小音响已经满足不了需求，黄业江狠下心来，
花了 1400 元专门找人定制了一个大功放机。为此，他还专门
赶到市区，等了两天两夜，才把功放机拉回来。

没有排练场地，黄业江就把演员们召集到自家院中排
练，一练就是半个多月。有时排练太晚，他会请大家吃饭。为
吸引更多人参与表演，黄业江还自费买纪念品发给大家。

据黄业江粗略估计，20 年“村晚”，他少说也已经贴了 10
多万元。“我不想谈这些。要是谈钱的话，这 20 年，乡亲们都是
义务演出，我欠大家的演出费又何止十几万元。”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虽然“村晚”规模小，但是事情一点都
不少。从最早的节目策划、演员报名，到后期的排练、开闭幕式
主持词的撰写、舞台搭建、演员化妆、音响设备的调试等等，每
一件事，都离不开黄业江这个“总导演”。每届‘村晚’，他基本上
前前后后都要忙活一个月。

刚开始那几年，农村的磁带、光碟还不是很普及，很多伴
奏音乐在村里和镇上的商店都买不到，而且那时候也没网络，
说下载就能下载，只能黄业江一趟趟地往县城、市区跑，给大
家买伴奏磁带。

2001 年办“村晚”时，下雪了，但是黄业江还是坚持演出。
“老百姓都像过年一样盼着我们的演出，我们不能让大家扫
兴。”最后，他和村民们一起找来竹竿，在舞台上撑着一大块雨
布，坚持演出，吸引了大量村民冒雪前来观看。

为防止场地受到破坏，黄业江几乎年年三十的晚上都要
去看舞台，守到天明。“以前没地方睡觉，我就睡在舞台底下的
车厢里，后来我自己买了车，就把车停在旁边，我睡在车里，稍
微暖和一些。”

有的演员虽然报名参加了节目，但是直到腊月二十九、三
十才回来，黄业江就亲自开车去接他们。有一次下雪天，舞台
上结了冰，黄业江赶在天亮之前，带着一把铁锨，跪在舞台上
一点一点铲。等到天亮时，舞台已清理完毕，演出照常进行。

“每次演出结束后，别人都开开心心地回去了，他还得忙
前忙后收拾，拆舞台、收音响、打扫卫生。”每每看到儿子为办
“村晚”这么辛苦，父亲黄余先就特别心疼。

为吸引更多人观看，黄业江在节目质量上也下足了功夫。
“年轻人喜欢流行歌曲，年纪大的人喜欢听戏，小孩子们

喜欢看小品，小姑娘们对跳舞很着迷，不同人群都要照顾到。”

黄业江说，他的节目单每年都会更新，而且节目一年比一年
多，如今每年基本上都有 20 多个节目。

艰难的坚持

上世纪 90 年代，头脑灵活的黄业江跟着舅舅跑运输，后
来又转做物流中介，全家的日子还算富裕。然而，为办“村晚”，
1998 年以来，黄业江每年都有一个月的时间“不务正业”，且
还要贴几千块钱，他与家人的矛盾也渐渐增多。

先是一年正月初二，老父亲被“死犟”的儿子气到住院；
没几年，妻子又因他放着自己家的生意不管，花尽积蓄买

“无用”的音响，身体和精神频出问题。
2003 年是黄业江最困难的一年。
不顾妻子的阻挠，他还是固执地走出家门去排练。因为长

期生闷气，妻子得了抑郁症，精神状态时好时坏。村里的干部
还有乡亲都来劝他放弃，但他依然咬牙办完了当年的“村晚”。

那一年，黄业江“流着泪”办完了“村晚”。之后，他带着妻
子四处寻医问药，一个大男人，眼泪啪嗒啪嗒地掉。父亲和妹
妹也都流着泪劝他放弃，“再这样下去，家还算是家吗？”

“那段时间真的是太难了！确实亏欠家人，尤其是妻子太
多。”但黄业江说，自己就是爱好这个，不想放弃。

妻子生病那几年，村干部和很多热心村民，主动放下自家
的活，到他家帮着做饭、打扫卫生，让他非常感动。

“如果说之前我办‘村晚’感动了别人，那么那段时间大家
对我的帮助又实实在在地感动了我，让我有了继续办‘村晚’的
理由和动力。”黄业江说。

2005 年以后，黄业江自办的“村晚”，名声越来越响，吸引
了东海电视台、连云港电视台、江苏卫视、中央电视台等众多
媒体的关注和报道，“村晚”越办越红火。

然而，闲言碎语仍不时传进黄业江的耳朵。
有人说：“他头脑是不是有问题，是不是神经病，为啥贴人

贴钱干这个？家里人不同意，还跟家人闹意见。”
还有人怀疑，上级文化部门拨了专款给黄业江，所以他才

这么卖力搞晚会，而且年年在搞。
对于这些，黄业江并不理会。“只要我还能动，我就要把黄

川的‘村晚’一直办下去。不仅要办下去，而且还要争取一届比
一届办得好。”

不只逗大家一乐

“你拍的那张照片真是太好了，照片里每个人都是笑脸。”
每次见到好友张开虎，黄业江都会翻出一张多年前的照片，与
好友一起分享、回味村民们看“村晚”时的那种欢乐。

“很多人问我，你办这个节目图的什么？我图的是大家的
一个笑，一个乐。这个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黄业江说。

办“村晚”的 20 年间，黄业江坚持做到“三看”：
演出当天，要仔细看现场，舞台上的演员表演得开不开

心、台下的观众是否看得开心；演出结束后，看拍摄的照片、看
录制的视频，仔细分析哪些节目大家看了以后笑得最开心，为
下一届“村晚”节目策划提供指导。

“大兵(黄业江小名)办的‘村晚’，我一直在看，感觉一年比
一年办得好。很多人当天吃完早饭就带着板凳赶去占座位。大
家都很感谢他，希望他能继续办下去。”56 岁的黄川村村民李
祖霞原先是黄业江邻居，黄川村“村晚”，她一年都没错过。

63 岁的夏德玉老人同样是黄业江“村晚”的“铁粉”。“以前
村里春节期间没啥娱乐活动，基本都是打牌赌钱，自从办了
‘村晚’后，村里打牌的人少多了，村里也热闹了许多，过年的氛
围更浓了。”

“能不能给我们家孙女弄个舞蹈跳跳？”“你看我家闺女能
不能当主持人？”很多村民都以上黄业江的“村晚”为荣，经常
找他要求上节目。

“谁说农村泥腿子搞不好文艺？只要坚持用心钻研，办晚

会咱也不比人家文化人差。”
回忆着 20 年为黄川村“村晚”的付出与坚持，黄业江觉

得一点都不后悔。“能为家乡做点事情，让乡亲们开开心心，
我就满足了，人活一世，总要有点追求，不能只是一味赚
钱。”

除了逗大家一乐之外，黄业江还将“村晚”视为吸引大家
走出家门、一起聚聚，拉家常，增进感情的纽带。

“最近几年，中国发展很快，老百姓的钱包越来越鼓，人也
越来越忙。但一方面村里的中老年人农闲时节比较空虚，需要
丰富的文化生活；另一方面年轻人也可以借‘村晚’这个平台，
春节期间走出家门，在一起多聚聚，联络感情。”

“土得掉渣”也自信

黄业江办“村晚”，很少请“外援”，主体演员大都是本地村
民，即使有“外援”，也基本上是义务演出。

“我办‘村晚’，不为赚钱，更不是作秀，不能拿钱去请演员
有偿演出，这样就变质了。”黄业江说，他需要的是真心热爱文
艺的村民参与，这样“村晚”才能办得长久、接地气。

“给钱我还不参加呢，我就是冲着黄大兵你这个人才来
的。”连续十几年给黄业江“村晚”免费当主持人的朱崇君，是
东海县某律师事务所主任，每年再忙都要抽时间给黄业江的
“村晚”帮忙主持。

“在黄川村的春节联欢会里，凝结了太多人的智慧和汗
水，大家不为名利，只为一个爱好。这样的开心、这样的乐趣，
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在黄业江的坚持下，很多节目大都
取材于身边的人和事，展示“土得掉渣”的内容，重在体现“农
民也能演”的文化自信。

为办好 2018 年“村晚”，早在半个多月前，黄业江就已经
放下手中的物流配货生意，开始筹划第二十届“小村春晚”了。
目前他征集了 20 个节目，并按照主持组、舞蹈组、歌唱组等分
别建立了不同的群，分类指导排练进度。

村民们也早就开始准备自编自演的节目。“小品节目不好
说，表演不好会砸锅，临时换成三句半，等着看……”8 日下
午，记者来到黄川村村部门口，看到黄业江正在专注地指导着
四五位小朋友表演“三句半”。

“今年我们准备了花船、相声、三句半、唱歌、跳舞、器乐等
20几个节目，正式的节目单很快就能出来。”黄业江说，很多
演员已经连续多年参加，表演依然热情不减。

53 岁的本村村民张玉，已经连续十几年在黄业江的“村
晚”上表演了。因为表情夸张、经常反串男性角色，她的小品总
能引起大家捧腹大笑。今年她又自编了一个名为《刁媳悔改》
的小品参演。

“小品里有婆婆、媳妇、儿子(丈夫)三个角色，我女扮男妆
演儿子(丈夫)这个角色，主要表现在婆媳矛盾中，儿子(丈夫)
受到的夹板气，目的还是引导大家正确处理好家庭关系。”张
玉说，自从有了“村晚”，她感觉每年过春节又多了一种希望和
期待。

“现在我们正抓紧排练，争取大年初一那天把最好的节目
呈现给大家，让大家过一个欢乐的狗年春节。”黄业江兴奋地
说。

▲ 2006 年，在黄川村“村晚”现场,村里一位老人也兴奋地登台表演。 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一个农民“导演”

和他的 20 载“村晚”

“谁说农村泥腿子搞不好文艺？只

要坚持用心钻研，办晚会咱也不比人家

文化人差。”回忆着 20 年为黄川村“村

晚”的付出与坚持，黄业江觉得一点都不

后悔

“一方面村里的中老年人农闲时节

比较空虚，需要丰富的文化生活；另一方

面年轻人也可以借着这个平台，春节期

间走出家门，在一起多聚聚，联络感情”

▲黄业江在“村晚”现场调试音响设备。

(上接 1 版)他说，他放羊的亲弟弟曾在此被风雪围困，失去了
8 个脚趾，落下残疾。

“这样的事情太多了。”他向我摆摆手，不愿继续说下去。
那天晚上，赛山主动唱了一首歌：“在包扎得尔的冬天，我没有

任何人可以倾诉，只有一颗心困在山里，流淌着泪水思念着你……”
后来，我才知道，巡诊前赛山母亲已然病重。这趟巡诊结束

后的第 11 天，赛山的妈妈病逝了。那首歌，原来是这位宽厚的中
年男子唱给妈妈的！

牧羊人之吻

新华社记者江文耀

进山第三天傍晚，在牧羊犬吠声中，巡诊医疗队抵达科克苏
河北岸的阿克塔斯牧点。

骑马走近那幢山崖上的木屋时，61 岁的老牧羊人阿贾克拜
尔穿着整齐的灰色中山装，已等候多时。

叶力夏提赶忙勒缰，从马上一跃而下，一边用哈萨克语问候
着，一边紧紧握住老人的手。

“让我亲亲你吧，我的医生！”望着比自己高出一个脑袋的叶
力夏提，阿贾克拜尔难掩激动。

一个年迈的男人竟想亲一亲另一个与他毫无血缘关系的男
人！假如没来这牧区，我一定理解不了牧民的举动。

牧民在陡峭的悬崖转场、在孤寂的山岭安家、在多狼的山谷牧
羊，这样的生活炼就了他们刚强的意志，却也侵蚀着他们的身板。

喜饮烫茶、少食蔬菜的饮食习惯对消化系统百害无益，数九
寒天里凿冰汲水，牧民成了关节炎多发人群。牧区没有“坐月子”
的条件，女人长期操劳，疾病缠身。

为确定拍摄点，我请叶力夏提给我指明行进路线。他找来一
张纸，画出他独特的“上南下北”构图，画出条块分割的 6 个行政
乡，再画达坂、河流、牧民转移点……

叶力夏提把包扎得尔全部装在了心里。
作为有 4 年“驾龄”的无人机机长，这次在牧区航拍的经历让

我终生难忘。
无人机监视器里，医生们的身形时而渺小，在冰雪覆盖的达

坂上变成几个小小的黑点；时而伟岸，斜向而来的阳光将他们
投射到地面的影子大大地拉长。

为解决牧民出行难题，县委县政府去年把进入包扎得尔
的部分路段列入农村路网升级改造工程，近 40公里山路将按
四级公路标准进行建设，今年 8 月完工。

尽管道路正在拓宽，但大部分牧民的家远离交通要道，有
的在山顶，有的在深沟，只有骑马才能抵达。

我和叶力夏提骑行在马队最前面。他对我说，重山环绕的
冬牧场里，牧民生病了靠等、靠盼，熬不住了才请邻居送下山。
每当想到山那头的期待，就恨不得把马赶得再快点。

每次出发前，他会灌满一塑料壶白酒，塞进马褡裢里“压身”。
“如果谁在达坂上害怕了，就喝上几口，把自己完全托付

给马……”
“不管牧民住在哪条山沟，不管有多危险，只要牧民能走，

我们就能走。”叶力夏提说这句话时像个英雄，“因为我们是守
护牧民健康的最后一道防线！”

柔弱的“女汉子”

新华社记者毛咏

身材娇小的张红英 44 岁，是医疗队唯一的汉族女医生。
军大衣穿在她身上，下摆几乎碰到脚背。上马还得同伴扶一
把，不然就得找个大石头站上去，才能跨上马背。

冬季进山必须戴棉帽，张红英每次摘下帽子为病人听诊
时，总是头发凌乱，加上又没穿白大褂，怎么看都不像个医生。

白天，山里木屋的采光全靠糊着塑料布的窗户和推开的
门。张红英和正在输液的病人坐在光柱中，那情景更像两个女
人在唠嗑。

我有些惊诧，张医生咋就那么厉害！看病也就罢了，打点
滴从来都是一针准，干脆利索，手脚麻利。

我更服她产检的水平。一个听诊器，加一只在腹部探摸的
手就能搞定。她是山里孕妇们的主心骨，有她在女人们就踏实。

10 余年来，张红英亲手迎接的小生命已超过 30 个，这些
哈萨克族孩子亲切地称她为“脐带妈妈”。

我终于明白了全科医生的含义，也发现了这弱小女人的
强大。

但强大的“女汉子”也会倒下。
从进山开始，我俩就一直挨着睡在墙边。张红英每天给一

房子人铺好褥子后才睡下。
她嘱我，用军大衣蒙着头睡，被冻醒的次数会少些。
进山的第三天夜里，险途的惊吓、骑马的疲惫、采访后的

放松让所有人很快进入梦乡。
半夜时分，我隐约听见张红英喘息声急促异常，赶紧翻身

呼唤。
手电筒光线下张红英脸色更显苍白，双目紧闭，汗水打湿

的发梢粘在脸上。我大声喊着：“张医生醒醒！醒醒啊！”
“快喂她丹参滴丸！”
“快喊赛山医生来！”
屋里一片混乱，我无暇他顾，只管死死掐住张红英的内关

穴，生怕一松手，就再也拉不回这个“女汉子”了。
终于，张红英嘴唇翕动，发出微弱的声音。
“好了好了，张医生醒过来了！”
高原缺氧？过度劳累？思念早逝的丈夫？张红英没想明白

自己是怎么倒下的。天亮后，她没要求任何特殊关照，照样跨
上马背，开始新一天的奔波。

不能说的秘密

新华社记者滕沐颖

进山第五天，在海拔 3580 米的阔克乔克达坂顶部，阿

斯哈提赶着马上坡，没想到，马儿突然打了个趔趄。
阿斯哈提失去平衡，从马背跌落，一只脚卡在马镫里。
在一阵惊呼声中，阿斯哈提死死拽住缰绳，终于拔出脚，

就地躺在坡上。
“他走得太急了……他的马第一次上山……还好这儿坡

缓……”同事们为他感到后怕。
半小时前，大家牵马向陡峭的冰达坂“冲刺”，阿斯哈提与

赛山一溜小跑，把所有人甩到后面。
阿斯哈提这一摔吓得我不敢骑马了，手脚并用，才爬过了

山尖最后 100 多米碎石坡。
翻过达坂，我仍在恐惧之中，直到傍晚钻进牧民家的木

屋，眼泪才抑制不住地淌下。
在迟到的眼泪里，有死里逃生的后怕，有对自己懦弱的

羞愧，有对这群医生的心疼。
这样的路，我再也不想走第二回了！
阿斯哈提安慰我：“小滕，咱们把最难的路走完了，接下来

都是‘小坡儿’。”
他和我一样也是 90 后，今年 27 岁，毕业后先在县城计划

生育指导站工作，2015 年考入牧区卫生院，今年是他第三次
冬季巡诊。

“第一次进山很害怕，马道又窄又滑，一个不小心，人和马
可能就都没了。”他说，“然后，就习惯了。”

阿斯哈提对我说自己也曾后悔过，那是在刚到只有 8 个
人的牧区卫生院时，在途经“搓板路”赶往卫生室时，在包扎得
尔翻越山尖时……

“但一看到牧民澄澈又渴望的眼睛，就感觉一切都
值。”

相貌英俊的阿斯哈提新婚不久，但他从未向妻子透露自
己的工作环境，也从不把包扎得尔的崇山峻岭拍入手机。每当
妻子问起，他都淡定地说：“不要听别人瞎说，现在路修得好得
很，没有不安全的地方。”

这次为期 10 天的巡诊，医生们诊治了 300 多人，发放了
近 600 盒(瓶)50 种类别的药品。叶力夏提告诉我们，过去 10
年，巡诊队诊治的牧区患者已超过 2 万人次。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 2 月 11 日电

“天使四人组”巡诊在遥远的冬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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