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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合社决裂 4人出走成立会友社

相声票友深表遗憾 六合社本已成为沈阳三大民营曲艺社之一
7 月 11 日，
《辽沈晚报》以三个整版的规模
对三家保持常态演出的鼎泰乐和茶社、六合社
和隆亿兴相声茶社进行了报道，这也是当时沈
阳演员队伍齐整、能够保持常态演出的三大民
营曲艺社。
然而时过不久，六合社就面临分裂，其中王
洋、洪兆宇、王忠实、王宸等四名创社元老出走，
成立会友曲艺社。
2016 年，著名曲艺作家、沈阳市曲艺家协会
名誉主席郝赫为六合社取名；2018 年，郝赫再次
为会友社命名，然而这次命名让郝赫很是无奈，
他不得不为徒弟洪兆宇所在的“会友社”取名。
但他告诉自己的徒弟，不要再找他取名，这是最
后一次。
一位资深相声票友在记者的微信朋友圈下
评论说，沈阳民营相声社团就是没有德云社的
命，却得了德云社的病。

和六合社的经营受影响。之前就多次拔刀助演
的常佩业告诉辛宇，如果实在没人了，他可以帮
忙。
原本六合社的创社元老有 7 个人，加上一些
大学生演员，每周两场演出可以轻松安排，但是
分裂之后，只剩下辛宇等寥寥数人。
不过从这两个月的演出来看，六合社还能
够正常演出，这让常佩业颇为欣慰。
“ 我一直和
辛宇、露露说，咱们沈阳的相声应该团结起来，
年轻人在一起难免有意见不统一的时候。”六合
社又吸收了一批大学生演员，可以保证正常演
出。
“我希望六合社能够积极寻找下一个演出
场地，增加创作内容，也希望他们能够更加团
结，创作出更好的作品，发展得越来越好。”

六合社的前世今生

洪兆宇说起当时的分裂，仍然觉得不可思
议。他还记得当时本报记者去采访那次，时隔
不到两周，六合社的成员就在微信群里发生了
一次大争吵，当创社成员决定在 7 人小群讨论相
关事宜时，社长辛宇解散了这个小群，希望以后
有问题在大群里解决。
后来王洋作为六合社主管运营的总经理、
洪兆宇作为主管登场节目的副社长以及王宸、
王忠实只能离开六合社。
“其实当时选择辛宇当社长，就因为我和王
洋不在沈阳，有什么事他招呼能方便一些，其实
当时我们三个商量谁当社长都不合适，要想当
社长，首先要能耐大，像郭德纲那样镇得住场
子；二是要能张罗到资金，有场地有钱了大家也
愿意和你一起玩；三是要有人脉，能联系到商
演，我们其实都不适合，但没办法。”说起这事，
会友社至今仍没有选择社长，这也是几个人“一
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不过这也是迟早的事。
“最起码我们现在有了法律意识，不能再靠
江湖旧例来做民营曲艺社团，一码是一码，什么
事情，怎么管理，谁说了算，怎么分账，事先都应
该搞清楚。”这也是这次“分手”给洪兆宇、王洋
留下来的最大教训。
换个角度看问题，洪兆宇觉得这种“分手”
对沈阳相声社团来说也未必是坏事。
“当年鑫荷相声汇时，几个小演员根本没有
上台机会，结果成立了六合社，他们都成了主
力，要是不出走，他们也没有这种机会。我们这
次成立会友社，又会带出不少相声新人，这也是
好事一桩。”洪兆宇对热爱了多年的曲艺仍然是
抱着极大的热情，不管有没有相声社。
辽沈晚报 聊沈客户端记者 刘臣君

2010 年，由郝赫讲评书的德泰轩曲艺茶楼
开业，辛宇、王洋、圣朗、洪兆宇几乎场场都到。
2012 年左右，辛宇和后来组织鑫荷相声汇的圣
朗熟悉起来，那时沈阳曲艺团在文化宫的惠民
演出已经开始了，他们就总过去看，又在那认识
了王洋、洪兆宇。与此同时的王洋、洪兆宇、王
忠实已经在新民公园开始了免费演出。
相比较王洋三人起步时的艰苦，同时期的
圣朗和辛宇是利用辽宁大剧院的小剧场开始一
个月一次的相声演出，前三个月送了三场免费
票，反响相当好，每场都爆满。后来改为一周一
场，虽然票房下去了些，但常态化的演出可以凝
聚更多的观众。不久，辽宁大剧院的小剧场放
弃了合作，然后他们转战 1905 剧场，好不容易
稳定了观众群，又因为某些原因停演。
此后，圣朗、辛宇、王洋、洪兆宇、苏毅大半
年没有专场演出机会。后来他们又找到了皇姑
剧 场 ，在 那 演 了 半 年 多 ，兜 兜 转 转 ，又 回 到
1905 剧场，一直到 2016 年。不过 2016 年，
辛宇、王洋、苏毅、洪兆宇、王忠实、孙一夫、王宸
等七人出走鑫荷，成立了六合社。王洋还记得
是在新民相声俱乐部成立五周年时，在案桌上
第一次出现了六合字样。
郝赫老师犹记得当时起名时的寓意。
“ 王宸
是后来的，
所以当时这六个人要成立社团找我起
名字，我说你们从鑫荷八个人出来六个人，洪兆
宇是我徒弟，作为我的弟子，希望六个人好好合
作，
一条心别闹事，
把这个社做起来，
就叫六合社
吧。
”
于是六合社就有了正式的名字，后来又衍

洪兆宇：分开有利有弊

王忠实和洪兆宇表演相声《人口普查》。
生出了“笑语生六合，欢乐在八方”的含义。
洪兆宇解释说，当时鑫荷相声汇是有公司
运作，而这些演员并没有签约，所以来去自由，
大家本来也就是奔玩得高兴去的，玩得不高兴
就散了。
时隔几年，辛宇并不愿说当时离开鑫荷相
声汇的具体原因。

郝赫：真心希望相声人能团结
郝赫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引用了马季说
过的一句话：
“ 我太喜欢相声这门艺术，但太讨
厌这支队伍”。
郝赫先生说，曲艺行当尤其是相声艺人，历
来都是长不了的问题。
“ 相声在今天这个新时代
很有发展潜力，应该互相支持，团结为主，不应
该闹事。”
说起各大曲艺社的分分合合，郝赫先生也
是了然于心。
“他们当年从鑫荷相声汇出来，八个人出来
六个，王宸是后加入进来的，我说你们合则成，
分则败，你们要精诚合作起来。结果又闹起来
了，然后又要让我起名，你们老这么闹腾，我怎
么起名？”
“2016 年，他们从鑫荷相声汇出来，我给他
们起名，说你们六个在一起齐心合力，一起做点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查金辉 摄
事不容易。这次又找我起名，主要成员出来五
个人，我说你们只能广交朋友，在一起大家乐呵
点，就当朋友聚会，就叫会友社吧。”
“沈阳的曲艺底子非常厚，如果沈阳的小剧
场相声合作起来会有一番天下的，大家想想当
年的国营曲艺团，杨振华、金炳昶、王志涛、可军
……后来的巩汉林、范伟，当时人才兴旺，所以
现在的相声曲艺新人继承前辈们的特色风格，
会在当地造出一些影响的，哪怕多有一些老百
姓喜欢的演员也好啊，现在没角儿了，还不好好
团结。”郝赫先生感叹说。

常佩业：合不来就分开吧
从六合社成立至今，常佩业就忙前忙后，他
是六合社社长辛宇的师父，六合社从三好街的
咖啡馆转战到中街时的那场演出，常佩业还做
了压轴表演，他对这次六合社的分道扬镳，持遗
憾的态度。
“做民营的曲艺社很难赚到钱，可以说大家
都在凭借热情做事，辛宇是社长，后来六合社注
册了公司，他也是法人代表，我原本对他们经
营、演出的具体事项都不太在意，不过辛宇和漫
露拜师之后，我才接触了一些。”
常佩业说，在很多事情无法进行正常沟通
后，几个人就撤出去了，当时他担心辛宇的情绪

2018 博世家电“爱的凝视，健康的家”成长教育沙龙在沈阳拉开帷幕
10 月 10 日国庆小长假之后，博世
家电“爱的凝视，健康的家”成长教育
沙龙继续在第五座城市——辽宁省沈
阳市启幕。自今年四月下旬在北京开
启首站活动后，成长教育主题沙龙已
先后在杭州、长沙和银川先后成功举
办。作为健康生活的倡导者，博世家
电始终秉持“科技成就生活之美”的品

牌理念，通过此系列成长教育沙龙，博
世家电将关于“健康生活”的探讨推进
到了一个新的深度和高度。
本场“爱的凝视，健康的家”成长
教育沙龙在位于沈阳市铁西区北二东
路的博世家电智能家居体验馆举行。
它是一座两层建筑，一个集品牌形象
中心、顾客体验中心和营销中心为一

体的、模拟现代厨房而设计的综合性
家居生活空间。活动当日，博世家用
电器（中国）有限公司辽宁区域总经理
乔洪庆先生亲临现场与现场嘉宾们分
享了自己对亲子关系的体悟，儿童社
会情感发展讲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
师邓涵予女士依旧受邀作为本场成长
教育沙龙的讲师。

活动现场，嘉宾们与讲师以互动
体验的方式，融合互动游戏和影像展
示的形式，通过问卷调查、角色互换、
教育小讲堂等环节，深度聚焦如何用
科学的方式构建和改善健康的亲子关
系。
记者 郭沿村

会有便利进驻沈阳 打造品质生活的服务平台
10 月 10 日上午 11 时 18 分，会有
便利六店同庆盛典于会有便利嘉龙中
心店正式启幕。庆典现场不仅设置了
传统的舞狮表演，还邀请到沈阳当地
知名网红、吃货空降仪式现场与顾客
进行互动。火红热闹的舞狮、自带吸
睛功能的网红主播、琳琅满目的鲜食

热食商品，成功地吸引了大量沈阳消
费者驻足体验。
三寰集团会有便利是来自辽宁大
连的新形态连锁便利店，一直以打造
顾客最便利、安心、欢乐的新形态生活
体验店为使命。自 2015 年会有便利开
出第 1 家门店起，至今在大连已有 120

家直营门店。凭借 24 小时全天候服
务、优质的购物环境、快速迭代的自有
商品、丰富多彩的营销活动，会有便利
迅速改变了大连市民的生活方式，收
获了广大市民的认可。
此次会有便利进驻沈阳，首发六
家店铺地理位置优越，环境舒适。会

宋家岗子村“富硒水稻熟了”暨丰收开镰仪式举行
10 月 10 日中国富硒水稻种植基
地宋家岗子村农民丰收开镰仪式盛
大举行。新民市领导、胡台镇领导、
宋家岗子村领导以及业内专家学者、
行业原领导、主流媒体记者出席了本

次盛会。宋家岗子村书记商勇代表
合作社向北京市红十字会所属的养
老院捐赠一吨大米。
国家深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质量兴农”

等一系列促农、利农政策，给宋家岗子
村全力打造中国富硒水稻基地增添了
动力。宋家岗子村依托优良的生态环
境，充分释放富硒水稻资源潜能，形成
了以富硒稻米种植为基础、以富硒稻

米加工为龙头、以富硒食品技术创新
为 突 破 的 产 业 发 展“ 宋 家 岗 子 村 模
式”，有效提升了富硒大米影响力，为
农村发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奠定了
坚实基础。
记者 王久立

有便利的进驻将更好地为当地的居民
提供便利、安心的美食和服务。白绿
相间的代表色会逐渐出现在沈城的街
头巷尾，以年轻、时尚、温暖、便利的品
牌形象深入沈城人民心中。
记者 郭沿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