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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从““看看客客””到到““演演员员””，，搭搭起起舞舞台台让让群群众众唱唱大大戏戏
商河群众文化百花齐放，群星闪烁

本报记者 李云云
通讯员 高倩倩

从“压炕头”到“玩不够”
群众文化越来越丰富

退休之前的郑慧珍，绝对不会想
到，退休之后的自己反而成了全家最
忙碌的人，“几乎天天不着家”。“我每
天可忙了，总觉得有干不完的事儿。”
60岁的郑慧珍，说起自己的退休生活
滔滔不绝。就说最近吧，她要练习合
唱，要排练八一演出节目，还要和姐
妹们跳广场舞……说来说去，她的每
一件事都与“文化”有关。

“我现在越来越觉得自己像个文
化人，每天唱唱跳跳，开开心心，至少
年轻了10岁。”郑慧珍笑着说。她坦
言，现在的业余生活比自己年轻时候
要丰富得多。

年轻的时候，她和大多数城区人
一样，吃完晚饭看看电视，八九点钟
就要“压炕头”睡觉了。住在家属院的
男人们，偶尔打打扑克消遣一下，女
人们则三五成群说说家长里短。“那
时候即使是鼓子秧歌，也只有逢年过
节的时候，在农村里才会有人出来跑
一跑，晚上四处都冷冷清清的，不像
现在这么热闹。”郑慧珍如是说道。

2004年，当广场舞还没有流行开
来的时候，她就已经和一群姐妹在夕
阳红舞蹈队里学习跳舞。2012年，随
着商河县首届广场舞大赛的举办，广
场舞迅速席卷了这个县城。“广场舞
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带动了群众文化
的发展。目前，专业的广场舞队伍商
河城区有十五六支，自发的群众队伍
在商河比比皆是，总之，在商河有广
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群众文化队
伍。”郑慧珍说道。

同时，城区的广场舞也带动了街
镇广场舞的发展，在今年的“欢乐鼓

乡情·富美新商河”第五届全县广场
舞选拔展演活动巡回各街镇，160支
城乡队伍、3000余名群众参加选拔，
26支城乡广场舞队伍参与展演，掀起
广场舞学习展示热潮。“现在各个街
镇上，每个村都有广场舞队伍，大人
小孩都习惯在茶余饭后跳一跳。”郑
慧珍说。

“我们不光有广场舞，还有消夏
晚会，电影也必不可少，现在的群众
文化真是多面开花，一年一个样。”作
为群众文化的参与者，郑慧珍对于全
县的群众文化如数家珍。

前不久，“喜迎十九大·电影惠民
生”济南市公益电影惠民行暨第八届
社区广场电影节启动，外地打工者王
先生在北纬37°城工地上观看了一
场社区电影。“好久没有看这种露天
电影了，还挺怀念，我来商河有一段
时间，觉得商河群众文化很丰富，大
家热情也很高，在小县城能做得这么
好很难得。”王先生说。据了解，社区
电影目前正在城区各广场、工地开展
放映。据了解，该活动自7月初启动，
将持续到10月底，放映影片不少于
50场次，活动形式以优秀国产电影展
映为主，展映片目包括《勇士》、《古田
会议》、《我不是潘金莲》等最新影片。
商河县文广新局的工作人员说：“社
区电影范围覆盖城区各广场、社区、
工地、军营、福利机构等，希望让更多
的群众享受文化成果。”

“庄户剧团”自编自演
文化大集名声越来越大

群众文化，顾名思义是群众的文
化，如何让群众在群众文化中发挥作
用，是商河县文广新局一直思考的问
题。“群众文化还得需要我们群众自
己来创造，我们庄户剧团的节目基本
上都是自己编排的，身边人演身边
事，几乎场场爆满。”怀仁镇庄户剧团

的丁淑忠笑着说道。据了解，商河县文
广新局扶植培育了玉皇庙、怀仁、龙桑
寺等首批五个“庄户剧团”,目前均可独
立承担演出，为“一村一年一场戏”送
戏下乡工程注入新鲜活力的同时，也
为草根文艺爱好者提供了舞台。

“现在一到下午，我就兴奋，就想
着赶紧到晚上，我们给乡亲们演一
场。”想到晚上的演出，丁淑忠早已按
捺不住自己迫切想要表演的心情。曾
经在部队时，丁淑忠就是文艺爱好
者，喜欢跳跳唱唱。回到家中，除了逢
年过年，他敲敲鼓、跑跑秧歌外，浑身
的文艺细胞没有“用武之地”。“那时
候村里就是打扑克唠家常，几乎没机
会表演，想起部队的文艺氛围，心里
还怪痒痒。”丁淑忠笑着说。

今年刚成立的庄户剧团，给了丁
淑忠大展身手的机会。采访期间，他
拿出了一摞自己创作的作品。有快
板、小品、三句半……从党的政策谈
到了怀仁特产，从农村环境谈到了社
会改革，朴实的语言，记录着丁淑忠
内心最真实的想法。“之前我也像乡
亲们一样是看客，县里下乡演出了，
早早占位看演出，现在是演员了，更
能理解群众喜欢什么，乡亲们是最朴
实客观的，你演得好人就多，演得不
好他们就走。”丁淑忠说道。

丁淑忠告诉记者，每次去周围村
里演出，乡亲们都早早地等在广场
内，有人还会主动帮助他们搭建舞
台，有人还特意在家里拿来烧好的热
水，场场都有三四百人观看。“现在村
里外出打工的人多了，能有这么多人
来看，不容易啊，人家来捧场，咱就得
卖力演。”

“你今天来得不巧，不然就领你
看看我们的文化大集了。”谈起怀仁
镇储家文化大集，丁淑忠仿佛想起了
自己的草根文艺之路。2011年前后，
他组织村里人开办了“三八文化大
集”，农历每月每旬三、八大集，村里

人自发演出，渐渐地，文化大集名声
越来越大，周围临邑、德平等地的人
都来了，最多的时候接近上万群众来
观看。“今年是文化大集成立6周年，
之前我们每年年庆都有一个主题，今
年打算将这些主题都串一串，您可一
定要来啊，看看我们的群众文化，他
们演得比我说得好。”采访结束的时
候，丁淑忠说表演时间是农历八月初
八，提醒记者别忘了。

记者在商河县文广新局了解到，
除了储家大集之外，沙河镇的习家村
每个月的文化广场都给群众提供了
舞台。“我们现在不光可以观看，还可
以去表演一下，竟然有种翻身农奴把
歌唱的感觉。”习家村村民杨先生笑
着说。

从“低档次”到“高追求”
群众文化走专业化道路

群众文化，经常被以“业余”和
“低档次”视之。“前几年的演出，都是
靠故意装傻充愣、奇装异服博眼球，
现在想想还真没有多少文化内涵。”
商河县文广新局副局长于富华一直
分管群众文化，对此深有感触。“所以
我们一定要改变，要突破，即使表演
的专业性上差了点，但是在舞台、服
装、走台、下场等环节上一定要走专
业化道路，要有高追求。”于富华说。

“设备往这儿一摆,明眼人一看
就知道不是草台班子,我们也是专业
人!”县文广新局为提升庄户剧团的
标准化和表演的专业性,为庄户剧团
添置了价值近20万元的演出器材,并
派出2名专业灯光音响师对各庄户
剧团进行辅导培训,为庄户剧团的品
质提升做好后勤保障。

同时，为各庄户剧团配备了专业
指导老师,提升演出的专业性。要求
每个演员登台必须有专业演出服装，
必须化妆，走台下场严格按照演出要

求来。“我唱民歌比较多，基本上每首
民歌不重样，演出服我就有三四套。”
龙桑寺镇庄户剧团的演出人员谈道。

群众文化群众造，群众是文化创
造的主题，但在商河县鼓乡曲艺之家
里，也有一批像王三鹏导演一样的专
业创作人士，为群众创作剧本，编排
节目。他们编排的节目屡屡在省市内
获得大奖。在7月份进行的“劳动者
之歌”2017年济南市外来务工人员

（农民工）大赛（决赛）中，商河县选送
的四个节目全部获奖，吕剧小品《认
亲》斩获一等奖；京胡独奏《夜深沉》、
独唱《西部放歌》荣获二等奖；唢呐独
奏《沸腾的黄土地》荣获三等奖。王三
鹏说：“像这样专业的比赛是展示我
们全县群众文化的重要窗口，将群众
文化搬上专业舞台，在保留群众文化
基本特性的同时，要想出精品，需要
我们慢慢推敲打磨。”

在王三鹏和同事的创作观念里，
一直将“立足商河实际、满足群众所
需”放在首位。随着扶贫工作的深入，
商河县围绕扶贫攻坚创作吕剧小品

《酒中情》，以一位市派“第一书记”帮
助“酒鬼”贫困户振奋精神、戒酒脱贫
的故事为蓝本，生动展现了精准扶贫
的工作场景和干部群众的骨肉深
情。演员的表演惟妙惟肖、真切感
人，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共鸣。“这样
的专业性剧本可能群众创作有难
度，但是所描述的是群众周围的身边
事，表演起来难度不大，专业化与群
众性一结合，作品就更加栩栩如生
了。”王三鹏说。

于富华谈道，商河县每年都有主
题鲜明的节庆活动。今年以来，县里
就举办了迎新春文艺晚会、第三十七
届鼓子秧歌汇演、第八届“鼓乡泉韵”
书画摄影展、“我爱家乡”征文比赛、
第三届“翰墨迎新年·春联送万家”送
春联下乡活动，开展五大文化惠民活
动共同构成特色浓郁的年节民俗文

化餐；“3·15”晚会、“五四”青年节晚
会；举办“喜迎党的十九大·建设富美
新商河”庆祝建党96周年暨香港回
归20周年歌咏会......

“这些节庆活动中，有些有专业
性要求，尤其是大型文艺晚会，群众
作为表演者，要有一定的专业化储
备。”于富华说。商河县第三届踏青赏
花文化节、郑路镇第五届“珍珠红”西
瓜采摘文化旅游节、梁王冢庙会、殷
巷镇第八届金杏采摘节、龙桑寺镇垂
钓节、37℃庄园采摘节期间，各群众
文化团体组织专场演出助阵活动，给
游客带来了一场专业化与群众性完
美结合的视觉盛宴。

从“送文化”到“种文化”
群众文化传递商河正能量

近几年来，商河群众文化蓬勃发
展，商河县文广新局局长陈成金颇有
感触。他说:“只要是群众高兴的事，
我们就支持。群众爱跳广场舞，我们
就给他们提供音响。群众爱表演，我
们就给他们提供舞台。以前我们是

‘送文化’,现在我们也‘种文化’,‘送
文化’与‘种文化’相结合,让商河正
能量随着群众文化传遍商河的每一
个角落。”

陈成金谈到，“一村一年一场
戏”，原创节目达到40%以上，像天津
快板《富美商河》就赞美了近年来商
河加快发展新成果和新面貌，让商河
人产生了强烈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小
品《特殊彩礼》讲述了一个未过门的
儿媳成全公公幸福的故事，生活气息
浓郁，宣扬了关爱老人、百善孝为先
的主题；山东柳琴《咱唱唱“两学和一
做”》、小话剧《刮车之后》，把“两学一
做”的内容和主旨通过曲艺的形式轻
松传达给村民。

2016年第六届山东省花卉博览
会暨第二届中国（济南）花卉园艺博

览会在商河举办，京剧团乘势创作了
快板剧《我为花卉出点力》、山东快书

《咱也逛逛花博会》、小品《不是小事》
等节目，通过“一村一年一场戏”活动
向乡村群众介绍花博会、宣传花博
会，倡导大家都为花博会增光添彩。

“通过群众文化平台，讲好商河故事，
传递商河正能量，让商河人更加了解
商河，外地人逐渐了解商河。”陈成金
如是说。

“通过日益丰富的群众文化，一
方面我们了解了商河的大事小事，另
外我们的群众生活也在慢慢改变
着。”丁淑忠说道。丁淑忠解释道，之
前村里人空闲时间比较多，说三道四
的也多，东家长西家短聊聊就容易出
事，婆媳矛盾、邻里矛盾情况也比较
多。随着群众文化的丰富，大家思想
正在逐渐转变。

指着自己刚刚创作的小品剧本，
他娓娓道来，这小品的主题是保护农
村环境，讲的是村里的老人，觉得自
己交了环保费，就可以随地乱丢垃
圾，反正有环卫工人打扫。在儿媳妇
的教育下，逐渐意识到错误，并及时
改正，带动村里人一起保护环境。“你
不知道啊，现在的新农村建设越来越
好，修路、栽树、种花，我们的居住环
境越来越好，这样好的环境需要人人
保护。我们演出完之后，有些村里人
就自觉打扫卫生了。”演出效果达
到了，丁淑忠心里美滋滋的。“像我
们这些人，每天都四处演出，就是
想打架拌嘴的，也没有时间。”丁淑忠
笑着说。

前两天刚刚查到录取信息的“准
大学生”张婷，跟随奶奶看了一场演
出就迷上三句半。“听学校师姐说，
新生介绍的时候会让介绍家乡，到
时候我就唱段三句半，让更多的人
了解我们商河。”带着对大学的憧
憬，张婷已经迫不及待向同学们介
绍自己的家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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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
成江海”。商河群众文化百花齐放的壮景，是
商河文化主管部门、商河文化工作者和每一
位商河人辛勤努力的结晶。在群众文化这条
路上，商河人付出着、收获着。

在鼓乡曲艺之家采访的过程中，记者看
到了利用假期时间来学习的李俊贤，他正向
京剧团的老艺术家们学艺。李俊贤今年10岁，
在文昌实验学校学习，7岁的时候，商河县开
始开展“京剧进校园”，文昌实验学校被列为
试点，李俊贤和同学们开始跟随京剧团的老
艺术家们系统学习戏曲知识。《智斗》《红灯
记》等戏曲曲目，他和同学们唱得有板有眼。
由于成绩突出，他多次登台演出。“我刚开始
登台的时候，心里砰砰地跳，总感觉自己要忘
词，现在好多了。我喜欢在舞台上的感觉。”李
俊贤说。

“下到刚会走，上到九十九”，都是群众文
化的创造者和承载者。“在群众文化这条路
上，一个都不能少，对于这些小朋友，我们就
和学校商量，选择一些适合他们喜闻乐见的
形式。从目前来看，效果还不错。”于富华说
道。

文昌实验学校的刘冬梅老师，在学校从
事音乐教学。除了辅导学生学习京剧外，她和
同事们也在尝试将一些具有商河特色的群众
文化与传统文化、现代音乐相结合，用孩子们
喜欢的方式传递给他们。“比如说，通过京剧
的学习，让他们了解是非善恶，感受祖国文化
的博大精深。”

白天采访完，一直有个念头萦绕脑
海——— 晚上去商河的街头走一走，看一看。
晚上，记者来到商中路附近的人民公园，炎
热的天气似乎没有阻挡这里的热情，南边
的爵士舞充满异域风情，北边根据鼓子秧
歌改编的广场舞充满商河味。年过花甲的
任先生，正在给回商河探亲的小外甥介绍
着刚刚表演完的演唱内容。这种属于极具
商河特色的片段，估计会深深烙在小外甥
的记忆里。

积跬步，走漫漫群众路；聚细流，汇渊渊
文化海。群众文化路上，你、我、他，将共同编
织属于商河的神话。

积积跬跬步步，，走走漫漫漫漫群群众众路路

聚聚细细流流，，汇汇渊渊渊渊文文化化海海

葛记者手记

在商河的街头走一
走，你会发现这样的景
象：城区大大小小的广
场上，有人在跳着唱着；
乡间明亮的路灯下，有
人在扭着笑着；庄户剧
团的演出车里，演员们
还在兴高采烈谈论着；
社区电影的幕布上正在
放映精彩的故事片……
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
年，周而复始间，商河人
的生活在变化，作为精
神食粮的群众文化也在
发展，60多万商河人骄
傲地喊出：“请大家来商
河走一走，看一看！”

商河县群众文化演出现场。

“一年一场戏”活动现场。

“庄户剧院”演出现场。

商河县文广新局“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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