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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唐平：
“粮管家”33年守护粮仓

1986 年 2 月，唐平从一名风华正茂的退

伍军人，一头扎进艰苦的粮食保管工作一线，

一干就是 33 年。

33 年来，他初心不忘，誓要“为国家守住粮

仓，为人民守住饭碗”，将一个粮食保管员的坚

守故事书写；33 年来，他“以身许粮”，自创“唐

氏粮油仓储管理办法”，在平凡中将工作做到

极致……岁月的痕迹悄然爬上他的眼角，也把

他历练成为一名当之无愧的优秀“粮管家”。

“粮食保管工作说简单也简单，说深沉也

深沉。”四川大英蓬莱省粮食储备库储运科长

唐平说，除常规的入仓、封仓、施药、检修外，

还要能根据粮堆的温度、水分、色泽、气味等

判断粮情，一旦发现异常还要及时处理。“要

守住管好粮仓，还是要费一番工夫的。”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唐平在求学、自学

及通过实践学等学习中迅速成长。2000 年，

他结合自己多年的工作经验，利用业余时间

编写了一份长达 5000 字的粮油规范化管理手

册，不仅规范了新入职员工培训，也提高了工

作效率。同时，他还与各储粮仓间的保管员

一一签订了《粮食库存管理责任书》，做到责

任到人，措施到位，为构建大英县“供给稳

定、储备充足、调控有力、运转高效”的粮食

安全保障体系打下了坚实基础。

“粮食和人一样，是有生命的。粮食堆在

一起，温度就高，所以通风是很重要的。”在日

复一日的工作中，唐平不断创新，摸索到两个

影响粮食通风效果的重要因素：一是通风管道

开孔率。他将原开孔率 25%，改装成 30-35%
的开孔率，这样可以在较短的时间里达到通风

效果，每年为企业节约了上万元的电费开支。

他还做过很多事：地震后不顾个人安危，

第一时间刚到省库各分库检查加固的形象；

高烧不退，这边刚拔掉输液针头、那边又进入

仓库；在时间紧、任务重，且粮源紧张、收购

竞争激烈情况下，手拿扦样器，左右胳膊轮番

使用，最终保证按时按质按量完成省级储备

粮入库任务……

“精一行，就是要有工匠精神，成为行家

里手。对我而言，就是尽好自己本份，守好

‘天下粮仓’，守好群众饭碗！”唐平告诉记者

道。 （全媒体记者 胡蓉）

《九思斋人书画作品选》
首发式暨书画作品展在遂举行

本报讯 3 月 10 日，《九思斋人书画作品选》

的首发式暨书画作品展 ,在遂宁美术馆及遂

宁观音文化博物馆同时举行。作为作者，遂

宁观音文化博物馆的创建者刘全，与他的绘

画和书法第一次走进公众视野。

上世纪 50 年代末，刘全生于知识分子家

庭。家风颇厚，在父亲教育下，读书、写毛笔

字，是童年刘全每日的必修课。“每日 5 张大

字，5 张小字”，刘全回忆说，幼年练字寒暑不

断，不仅为他打下深厚的传统文化积淀，也养

成了勤于学习创作的好习惯。青年时代，拜

师张大千弟子丁瑞祺老先生，潜心学绘画。

“很多人对我的印象来自遂宁观音文化

博物馆及收藏；实际上，正是潜心于四十多年

的收藏 ,使得我的绘画和书法突飞猛进。”刘

全说，创办博物馆让自己从过去忙于生计的

生活状态中解脱出来，每天与数千年历史文

化相对相融，所感所悟逐日增多，荡激于胸

臆，沉淀于内心，一直笔耕不辍。每天写隶

书、小篆、楷书等 1000 多字，每天画 1-2 幅绘

画作品。几十多年下来，日积月累，留下数千

幅画作、选录辑成此书。

表达自我，也是刘全书画集中重要的部

分。“我看青山多妩媚，料青山看我亦如是”。

中国传统文人的这种天人合一的情愫，也体

现在刘全的画风中。刘全喜画荷，家乡遂宁

是中国观音文化之乡，以荷花为市花。荷在

刘全画笔下，常为大写意，个性突出，透出淡

淡的野性。刘全喜“禅意”，所以笔下多达摩

图、佛陀图、欢喜佛、善导大和尚图等，不乏创

意与个性。

刘全说，遂宁艺术土壤厚润，启迪很多。

接下来，他准备做 3 件“大事”。以禅意为主

线，为佛教史上百名高僧作画集；以山水为

寄，画本人文山水集；同时，还将以小品为轴，

绘 出 一 批 荷 花 、梅 花 、松 树 为 主 题 的 花 鸟

集。 （全媒体记者 蔡志凌）

精湛演艺还原抬石场景

“嘿哟，嘿哟，嘿哟，嘿哟，往前走，往前

行，石头走路比不得人，向前走，向前行，水

流长江不回头……石头是金，比金洼还金，

石头是宝，比婆娘还宝……”伴随着铿锵有

力的号子声，八个赤裸着上身的汉子抬着一

米多长的条石走上木板凳搭的木桥，条石上

还站着一个精壮的年轻汉子。年轻汉子是

这支抬工队的领喊，他每喊一句，其它的汉

子便以特别的号子相接；年轻汉子时而站

立，时而俯身查看地形，时不时用号子提醒

抬石头的同伴，九个人齐心协力，八个抬工

小心翼翼地移动着脚步；木桥边，几个女演

员们表演着洗衣、晒衣，一派上世纪八十年

代农村生活的景象瞬间被还原。

“哎呦，那个石头看起像真的样。”观众

席上不时发出声声惊呼，同时也为台上表演

的抬工们捏了把汗。

这是 3 月 21 日在眉山市仁寿县举办的首

届抬工竞技争霸（邀请）赛中，遂宁安居抬工

队带来的抬石表演场景，他们所喊的号子便

是抬工号子，为首的抬工是石工号子传承人

曾清亮，年轻的领唱人是安居区文广旅游局

群文干部何胜章。伴随着铿锵有力的号子，

9 个人生动地再现了当年的抬石场景。

带着1000斤的石头眉山参赛

3 月 5 日，安居区文广旅游局开始筹备

参加眉山的抬工邀请赛，彼时，离抬工邀请赛

只有半个月。伴随着社会的进步，抬工这个

工种已消逝在人们的视线里，如何组建一支

“专业”的抬工队？人员成了组建这支队伍的

第一个难题。安居区文广旅游局群文干部何

胜章找到石工号子的传承人曾清亮，并通过

他找到原来间或从事过抬工的其它 7 人。

在半个月将这支队伍打造成一支专业的
抬工队，这十五天是关键。在这十五天里，
每天何胜章就将这些抬工们组织在一起，跟
着曾清亮学喊抬工号子，抬着石头练走步。

“每天都要扯起嗓子喊。其实在第一天，
嗓子就发炎了，后来也就慢慢习惯了。”回忆
起排练的场景，何胜章记忆犹新。

此次在眉山表演用的石头是真材实料，
也是何胜章他们平时排练用的石头。“我们
专门去买了两根麻条石，一根 600 多斤，一根
300 多斤。在比赛的时候，根据他们的舞蹈
设置选用了 300 多斤的石头。”何胜章介绍
说。在比赛前，安居区文广旅游局专门雇了
一辆卡车将两条石头和一条将近 4 米长的龙
杠（抬石头用）运到眉山。

非遗传承感受抬工号子魅力

“很开心，让更多的人感受到抬工号子的

魅力。”时隔多天，想起仁寿的比赛经历，50
多岁的曾清亮仍然喜不自胜。

曾清亮是安居区分水镇人，也是省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石工号子的传承人。从十六

岁开始跟父亲进石场打石头，他便成天与石

头打交道，每天抡起大铁锤从事开山打石的

重体力劳动，唱着老一辈石匠们传下来的特

色号子，一唱就是 30 年。 曾清亮说，开山采

石时，唱出来的号子，不仅石匠们自己喜欢，

就连外人也喜欢。过路的行人常常坐下来

听喊抬工号子，孩童也常常跟着唱。

“号子起源于什么时候，已没人说得清，

只知道一学石匠，就跟着老师傅们喊，仿佛

一 喊 号 子 ，便 能 驱 赶 打 石 头 、抬 石 头 的 劳

累。”年轻时曾清亮曾以为自己这一生都能

靠着石匠这门技艺养家糊口，让他没想到的

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石匠渐渐消逝在人们

的视线。“现在打石头的越来越少了。稍微

有点本钱，就买机器或放炮，不用一锤一锤

地打了。”而曾经响彻山谷的抬工号子也难

再觅音迹。

“我现在还能唱十多种，与其他民歌相

比，号子风格独特，传唱地域广泛，早期传唱

人可唱九十二腔、八十二调。”曾清亮说，经

过收集，遂宁本土的石工号子就多达 170 余

种。

“现在唱号子，大多是在一些表演的场

所。不过，只要有越来越多的人听到抬工号

子，认识抬工号子，不管在哪里，我都很欢

喜（高兴）。”言语音，透露着曾清亮的喜悦

心情。

遂宁抬工号子
眉山竞技

◎全媒体记者 徐金华

3 月 21 日，由四川省眉山市文广旅游局主办的首届抬工
竞技争霸（邀请）赛在眉山市仁寿县成功举办。遂宁市安居
区抬工队凭着整齐的号子，经过角逐荣获二等奖。本次比赛
吸引了达州开江抬工、遂宁安居抬工、内江威远抬工，以及仁
寿本土抬工等八支队伍参与。

在比赛中，遂宁安居区石工号子传承人曾清亮带领他的
抬工队，展示了石工们抬石头时的抬工技艺、号子，力与美的
结合展示了抬工号子的非凡魅力。

比赛现场

陈晓铃：一直在努力
◎全媒体记者 胡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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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杂师”爱读书

老式的遂宁一中教师宿舍里，最引人注

目的，是满屋子随处可见的书籍。案头上，书

橱里，甚至连厕所，也有着书的踪迹。因为购

买的书籍太多，陈晓铃甚至将宽敞的主屋改

成书房，自己偏居在光线昏暗、面积狭小的小

卧室里。

这些密密麻麻的书籍，是陈晓铃最为宝贝

的。“有这些书，才有今天的我。”看着被整齐

分类的书籍，年过八旬的老人笑得格外开心。

这位在遂宁文化圈里颇有名声的老人，

喜欢称呼自己为“打杂师”。而圈里好友更喜

欢他为多宝道人：擅长音律，创作的《遂州之

歌》，荣获中国音协《歌曲》编剧部等单位颁发

的银奖；画风古朴典雅、别有情趣，国画《长城

雄姿》获“第二届世界华人艺术大展”国际荣

誉金奖；熟悉川剧各种声腔，创作的川剧《海

公大红袍》堪称大制作的戏剧长卷……这些

成绩，陈晓铃坦然地将其归纳于“爱读书的结

果”。

陈晓铃讲了一个故事。年幼时，他的音

乐成绩只有 25 分，甚至因分数太低，他被老

师取笑“学音乐要把牛吓跑”。面对嘲笑，性

格倔强的陈晓铃在心中许下“长大要当音乐

家”的梦想。连五线谱都不认识的他开始看

各类音乐书，学着认谱，痴迷到连走路都在学

创作。“连做梦都在不停地看书，学着认谱和

写词。”

机会总是垂爱有准备的人。在遂宁师校

读书时，陈晓铃初次创作的歌词《草原牧歌》，

荣获遂宁地区一等奖。“年轻人要多看书，人

生才会有成长。”面对镜头，老人十分感慨。

作品传递正能量

“淅沥沥，哗啦啦，一棵小树倒地上。雨

中飘来了小伞花，上前轻轻扶起它。小树挺

腰抬头看呀，伞花雨中飘走啦！……绿色的

梦啊长留下！”欢快的曲调中，清新简洁的歌

词里，红领巾小孩雨中扶起小树的温馨场面

让听者会心一笑。这首不足百字在 1989 年获

得“宋庆龄基金奖”的歌词，创作者就是陈晓

铃。

坚持传递正能量是陈晓铃创作的基本原

则。

2009 年，中国音协《歌曲》编辑部开展

“祖国之春”民族歌曲演创大赛活动。当时，

已经 70 岁的陈晓铃经过反复思考后，把目光

对准了屈原。“你虽然悲愤地付出了生命的代

价，你的精神鼓舞着我们反抗腐恶！”作者以

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用手中的笔再现三闾

大夫屈原的凛凛风骨。这首句式明快，词意

深沉的歌词，荣获当年金奖。

不仅是歌词。上世纪 80 年代，洞察到资

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影响出现的不正之风，陈

晓铃大胆地写下述评《归来吧，师魂！》，从历

史到现实，作下深刻的评述，发表后在当时引

起极大轰动，也让更多的人了解教育、重视教

育。

聚沙可以成塔，涓涓不息可成江河。肩

挑社会责任，是陈晓铃多年来一直记在心里

的，即使在文革时靠在路边为人画像讨生活

时，他也从未忘记。

甘为艺术守清贫

1994 年，为了创作一幅渴望已久的山水

画长卷，陈晓铃不辞辛苦，自费五游三峡，跋

山涉水描一山一水，摹一草一木。历时 5 载

写生，将长江三峡之魂浓缩在长 66 米、高 1.2
米的巨制之上。这是迄今为止，全国描绘三

峡的杰作之一。长卷在香港出版引起了极大

的轰动，2002 年荣获世纪千年和平金奖，他与

国内许多著名书画家出席了北京人民大会堂

的颁奖大会，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王光英亲

自为其颁奖。

之后，曾有人找到陈晓铃，愿高价购买其

绘画作品《三峡长卷》。站在昏暗简洁的教师

宿舍，陈晓铃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这个是要

捐给博物馆的。”

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这十个字来

形容陈晓铃的一生，其实并不为过。

这与陈晓铃的成长有关。80 余年前，战

火纷飞，遂宁文星街的陈家，窘迫的经济只能

依靠家中的小面馆来苦苦支撑。也是因为贫

穷，家里为他选择了私塾启蒙，甚至因交不出

学费，在遂宁县中（今天的遂宁一中）就读时，

还曾中断过一年学业。

然而一旦有机会读书，他就可以放下对生

活的所有物质追求。穿着打了无数层补丁的

衣服站在学校的图书馆时，陈晓铃就觉得自己

是最富有的人。时至今日，吃着简单的饭菜，

面对整间屋子的书籍，他依然觉得如此。

1998 年，陈晓铃的作品《长城雄姿》，荣

获“第二届世界华人艺术大展”国际荣誉金

奖。在泰国领奖时，这位老人现场将 50 万泰

铢捐给了当地儿童福利基金会。

“以后，我想把家中的藏书，全部捐给图

书馆。”整齐有序的藏书中，不乏价值千金的

书籍。这个心愿，十年前，他就早已告诉子

女。

文艺家小传

陈晓铃，国家一级美术师，
中国艺术家协会、中国音乐家协
会、中国曲艺家协会等会员。在
海内外展出和发表各类作品千
余件，创作歌词《小伞花》荣获

“宋庆龄基金奖”，国画《长城雄
姿》获“第二届世界华人艺术大
展”国际荣誉金奖，出版《陈晓铃
诗文集》《长江三峡图长卷》等个
人专著，先后荣获四川省《巴蜀
文艺奖》、四次遂宁市“五个一”
工程奖等。

为认真做好森林和城乡防火安全

工作，遂宁市应急管理局严格落实应

急值守制度，防范自然灾害，监督安全

生产，做好应急救援准备。值班电话

公布如下 :
安全生产举报投诉特服电话:
12350
遂宁市应急值班电话:
6805625 ，18398152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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