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艺家小传

柯小伟，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楹联学会会员，
四川省书法家协会会员，遂宁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兼秘
书长。2006 年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办“纪念中国共产党成
立 85 周年”全国书法展入选，2008 年四川省文联、省工会
主办“纪念改革开放 30 周年”四川省职工书法展获银奖，
2010 年遂宁市首届“永逸杯”书法大赛获一等奖，2011 年
四川省第二届临书临印展获优秀奖，2012 年四川省书法
家协会主办全省第七届新人新作书法展获二等奖，2014
年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办“全国第四届西部书法展”入展，
2015 年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办“西部书界新秀书法研修班
教学成果展”获优秀奖，2015 年四川省首届行草书大展入
展，2018 年四川省第六届书法篆刻展入展。

再过几天，就到“六一儿童节”了。
今年是第 70 个国际“六一儿童节”。 对我们而言，每一个儿童节都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记录了那个特定

年代所带给当时儿童的快乐。这一期，《巴蜀周末》以纵深的脉络，从 50 后的儿童节和童年生活感悟起步，到
2010 后幼儿园小朋友的生活状态，看看时代变迁下儿童节的初心所在。

炼猪油全身被烧伤
百名村民筹款送医救治

本报讯 12 日晚，蓬溪文井镇黄连嘴村 52
岁村民朱萍在家炼猪油时，不慎扑倒滚烫的

油锅惹火上身，致使全身 80%的皮肤被重度

烧伤。村民连夜将朱萍送往医院抢救，几天

内近百名村民自发捐了 5000 元现金，送到医

院为伤者救命。

丈夫吕云俊回忆，事发当晚妻子正用煤

气灶煎家中腊肉，或因干田里的农活太累了，

朱萍走神时滚烫的油锅突然着火。她惊慌失

措下将油锅拌倒了，热油和火焰扑倒在贴身

衣服上。吕云俊听到妻子尖叫声，急忙从隔

壁屋跑出，拎起一桶水浇灭妻子身上的火焰。

此时朱萍的全身焦黑，除胸衣外所有衣

物都被烧毁，疼得在地上打滚，随即陷入昏

迷。吕云俊急忙喊来村民帮忙，用车将妻子

送往蓬溪县医院抢救。但因伤势过重，当晚

转院至遂宁市中心医院治疗。

经诊断，朱萍全身皮肤 80%都被烧成重

度伤，面部、腹部、腿部、背部等部位无一块完

整的皮肤。住院治疗几天后，朱萍转危为安，

苏醒过来，但仍无法说话，每天需不断用药水

擦身，以防感染。“医生说住院手术治疗要花

几十万，现在全家人为筹钱的事一筹莫展。”

吕云俊说，家中本无积蓄，连入院的 2 万元都

是借来的。

“朱萍夫妇在村里人缘不错，平日里哪家

有了困难，他们两口子都能仗义疏财。”文井

镇黄连嘴村支书王洪波介绍，村里人获悉吕

家的不幸遭遇后，通过村委会开会讨论，经村

民同意，不少人自愿为朱萍筹款。随后，在家

的村民每人 10 元、20 元、100 元地凑，不少在

外务工村民直接通过微信转钱给吕云俊，还

有几名不认识朱萍的好心人听闻此事后，也

将 500 元善款让王洪波转交给吕家人。

截至目前，已有近百户村民筹集到 5000
元善款。为早日帮朱萍凑到足够的善款，黄

连嘴村里村民还帮助吕云俊申请了水滴筹，

目前已经筹集到近 5 万元资金。“非常感谢老

乡们，他们如此帮助我们一家，让我们一家感

动不已。”吕云俊说，目前妻子情况虽然不容

乐观，但他坚信妻子不会辜负乡亲们，会熬过

一个个难关，等来身体康复那天。

（全媒体记者 胡蓉）

不一样的六一不一样的六一，，一样的童年快乐一样的童年快乐
◎全媒体记者 胡蓉

“我们小时候啊，真没什么可玩的，那时

候家里都穷。我们就是凑在一块缝个沙包

玩。”69 岁的林芳回顾自己的童年时，不住地

感慨。出生于 1950 年的林芳是新中国成立后

的第一批少年儿童，国家百废待兴，物质匮

乏，贫穷是这一代人对于童年的共同记忆。

自己 9 岁的时候已经开始帮着家里的大人分

担家务，甚至能够绣花赚点钱来补贴家用。

“六一儿童节，光是听说过，从来没过

过，不敢想。”当被问到自己小时候如何庆

祝六一时，林阿姨摆摆手，边说便笑了起

来。不过虽然生活不富裕，但仍有一些童年

的乐趣让她回忆起来嘴角都泛着笑。“我那

时候会拿一分钱、两分钱去小摊买本小人书

看，那就相当于图书馆呢。”林阿姨的话语

间都透着自豪。

而 1952 年出生于蓬溪县槐花乡的谢中

华，对于六一的印象，也很稀少。“记得上小

学时，电影《祖国的花朵》当时非常受欢迎，

主题曲《让我们荡起双桨》成了那年六一儿

童节的曲目。”这是少数在谢中华记忆里关

于六一回忆。

他还有一个很珍贵的记忆。7 岁那年六

一，受母亲的指派，谢中华到镇上去接提粮

食回家的父亲。等父亲时，他眼睛一直盯着

隔壁的冰棒。

父亲从对面走过来。路过卖冰棒的老

人时，他买了一根，递到谢中华的面前。“当

时我都惊呆了，”现在，谢中华都还记得那

根冰棒是橘子味，2 分钱一根，他恋恋不舍

的舔了一路，甚至连冰棒棍都没舍得扔。这

根“六一”的冰棒，让他很长一段时间在同

村小朋友中都格外骄傲。

这是遂宁小姑娘陈雨悦第二次准备在

幼儿园过儿童节。

今年的六一刚好是星期六，母亲原本计

划带陈雨欣到成都极地海洋世界去玩。然

根据学校的安排，六一当天，这所双语幼稚

园的所有学生，都要统一参加六一活动。

小雨悦一点也不为不能去看海豚而失

望。相反，这个 4 月份才满 4 岁的小姑娘，已

经兴致勃勃地在家里试穿母亲买回来的公主

礼服。“我这次扮演的巴啦啦小魔仙，”拿着同

款魔法棒，小姑娘脸上的笑容灿烂耀眼。

陈雨悦所在的幼儿园，今年庆祝“六一”

儿童节活动是“魅力童话国”，每位孩子都

需要将自己装扮成喜欢的角色参与游戏，意

在为她们创设一个梦幻的童话王国。

陈雨悦还要带零食去参加活动。下午和

妈妈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零食她随便挑，看

见中意的小布偶，她也随手放在手推车里。

尽管，家里的小布偶已经堆满了飘窗台。

“每天都在过儿童节，”这是陈雨悦父亲

对她的定义。这个话，在自媒体工作的钱嫒

嫒这也说过。

钱嫒嫒的女儿今年 6 岁。从出生开始，

就备受双方家庭的宠爱，吃的、穿的、玩具

随便挑，放假时两边老人抢着带，从三岁开

始，每个周末都在计划带她去哪玩。6 岁的

小姑娘，已经跟着大人去过泰国，到过海南

玩沙，更去过香港迪士尼了。“比我们那一

代人幸福太多了。”虽然有时候，钱嫒嫒也

会吐槽家人“太宠孩子了”。

“从一个月前就盼着过六一，因为那天

可以不用上课，还可以穿新裙子、吃冰糕，

上台表演节目。”在城南开店的 32 岁母婴店

老板欧阳茕这样总结自己远去的六一儿童

节和少年时代。

“那时候腮红都涂得很浓，头上通常还

要带朵大红花，那个装扮现在看起来很土，

但就是觉得很开心。”作为校园的文艺骨

干，欧阳茕从幼儿园到小学毕业，几乎每年

儿童节都会上台表演节目。令她印象最深

的，除了大红花，还有稀罕的白色健美裤。

那个时候，如果哪个班级的舞蹈队可以穿

统一的白色健美裤跳舞，简直“美呆了”，妥

妥地进入前三名。

而 对 于 同 样 出 生 于 80 年 代 的 吴 悠 来

说，她对于六一最深的记忆，除了舞台表

演，还有看电影。

吴悠就读的是射洪县金家小学。六一儿

童节当天上午表演完后，下午才是全校师生

期盼的重头戏，集体在镇上的电影院看电影。

六年的“六一儿童节”，看了 6 场电影。

35 岁的吴悠只对读四年级的六一电影印象

格外深刻：那一年，看的是《倩女幽魂》。里

面带有妖魔鬼怪的情节，同学们一面尖叫，

一面又从手指缝里偷偷地看。“直到读了初

中，才晓得那是香港电影，”而那场电影，也

拉开了吴悠对港片电影长达 10 年的狂追。

“ 电 影 里 是 另 外 一 个 五 彩 斑 斓 的 世

界。”现在，吴悠也喜欢带着年幼的女儿去

看动画电影。

【50后的六一】听过六一但极少过

【80后的六一】涂腮红穿裙子上台表演

【10后的六一】 每天都是儿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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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小伟：年轻血液尽展书法魅力
◎全媒体记者 胡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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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道宽：
守护乡村教育 21年

4 月，经各市（州）文明办审核推荐，共

124 名候选人参与 "四川好人 "评选活动。经

专家初评、网上展播、评委会审定，30 人入选

4 月 " 四川好人榜 "。遂宁市唐道宽成功入

选。

21 年前，从部队刚退伍的唐道宽成为了

蓬溪县回水乡元坝子村小的一名教师，后调

任至回水小学。这位乡村老师，从 1998 年任

教以来，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了乡村教育。

元坝子村小地处蓬溪回水乡、明月镇、大

石镇、宝梵镇三镇一乡的交界处，地理位置偏

僻，交通闭塞。而唐道宽家住常乐镇智慧村，

从家到学校只能先乘车到明月镇，再从明月

步行 9 公里到学校，若遇上雨天，需要两个钟

头左右才能到校。为了能赶上每周一的升旗

仪式，唐老师只能每周日提前到校，到周五放

学后再回家。

村小的生活用水全靠肩挑手提，一日三

餐所用食品大部分靠周日带来，鲜肉、蔬菜都

很难保证，稀饭加咸菜是家常便饭。为了吃

上新鲜蔬菜，唐老师就从老乡那儿要来了荒

土，和其他老师一起开荒种地，保证蔬菜的供

给。

2002 年“非典”敏感时期，学校有疑似“非

典”症状学生，唐道宽带领老师们日夜守候着

学生，请医生、量体温、烧水做饭，直到学生们

的身体恢复正常状态。 2008 年“5·12”地震

发生时，他在第一时间组织全校师生有序撤

离，确保了师生安全。在余震不断的情况下，

顾不上家中年迈的父亲和年幼的儿子，他义

无反顾地投入到抢险行动中。2010 年暑期新

建教学用房时，为了保证新建校舍按时竣工，

及时开课，唐老师又当起了“监工”，积极督促

工程建设进度和质量。

身在偏远村小，在教书育人之余，生活单

调又乏味。学校几乎没有娱乐设施，甚至连

手机的信号也是时断时续，更别提城市里的

宽带、网络。信息的闭塞，唐道宽成了偏远乡

区教育事业的守望者。面对如此艰苦的条

件，唐道宽没有退缩，没有放弃，21 年来，用

自己的坚韧不拔，撑起了元坝子村小的教育

工作。 （全媒体记者 胡蓉）

15岁替人写招牌名扬遂宁

20 日，历史三个月的第十二届中国音

乐“金钟奖”四川赛区选拔赛落下帷幕。通

德大桥上，温润静穆的“金钟盛世，唱响遂

宁”八个大字，印在每个前来参赛的选手心

中。

这正是柯小伟书写的。

在遂宁书法界，柯小伟是众所周知的

年少成名。那个时候，校内外不少人都知

道，有个叫柯小伟的少年，毛笔字写得相当

不错。而少有人知晓的是，正是因为字写得

撇，小学毕业那年，柯小伟被母亲“流放”至

外公家，由私塾出身的外公教他写毛笔字。

那个夏天，简直可以用“疯狂”两个字，

来形容喜欢上毛笔字的柯小伟。彼时家中

没有空调，解暑的风扇也不能正对着吹，大

风会将练字的报纸吹跑，最终只能让风扇吹

脚聊以安慰；早上 7 点就起来写字，每天父

亲带回来的一摞厚报纸全部写光，一个暑

假，写字的废报纸重达上百斤；写得太废寝

忘食，经常被母亲用筷子敲着脑袋叮嘱吃

饭……

他的进步也非常明显。在遂宁一中读

初一时，柯小伟邮寄作品参加由中央电视

台主办的“中国小书法家评选”活动，一举

荣获中国小书法家的荣誉称号。

此后，柯小伟获奖无数。因为名声在

外，年少的他被长辈邀请写招牌，字被认可

的幸福感让柯小伟“激动坏了”，以无比的

耐心和苛求的态度，写下了当时遂宁近半

个城市的招牌。

“写毛笔的”变身“书法家”

从临帖柳公权的《神策军碑》开始，年少

的柯小伟在同龄人中就少逢对手。而直到遇

到恩师后，他才恍然感受：”原来以前我都只

能算是写毛笔字的。”

一次戏剧性的见面，数十年坚持写毛笔

字的柯小伟入了恩师的眼，开始跟着老师学

习如何“真正地写毛笔字”。因表现出色，

2001 年，19 岁进入遂宁市书法家协会的柯小

伟，成为当时遂宁书协年龄最小的一批。

2010 年，在城南高速公路担任管理层的柯

小伟决意辞职，这个消息让亲朋好友极为震

惊，除了老师，没有任何人赞同他这个决定。

辞职的理由其实很简单：忙碌的工作不能为他

提供充足的写字时间，梦想冲刺中国书法家协

会的柯小伟决定放弃这个“好饭碗”。

辞职后，柯小伟去北京、河南等地进修，在

遂宁沉下心来练字。2014 年，柯小伟成功成为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彼时，他才 32 岁，是中

国书法家协会遂宁书坛里最新鲜的血液。

这个曾放言“要在书法路上闯出个名堂”

的年轻人，更不曾辜负自己的青春与努力。

2006 年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办“纪念中国共产

党成立 85 周年”全国书法展入选，2008 年四

川省文联、省工会主办“纪念改革开放 30 周

年”四川省职工书法展获银奖，2010 年遂宁市

首届“永逸杯”书法大赛获一等奖……被朋友

称作“获奖专业户”的他，更是中国书法家协

会主办“西部书界新秀书法研修班教学成果

展”的遂宁最后一位获奖者。而今，距离柯小

伟当年获奖，已过了 4 年。

专业培训掀起遂宁书法热潮

在 遂 宁 ，“ 柯 小 伟 书 法 工 作 室 ”相 当 出

名。这个由柯小伟创办的工作室，在遂宁掀

起了早期的专业书法培训热潮。

一时间，跟风者众多，风言风语也来了。

有表扬的，称赞他为遂宁书法队伍的壮大做

出了实际的贡献；也有白眼的，弯酸工作室的

明码标价让书法家身份掉价。

柯小伟并不避讳这个话题，说话坦荡荡：

“生活即书法，书法即生活，书法家也要生存，

我卖自己的劳动成果无可厚非。”在这位以行

草书为主、走“古拙”风格的文人书法家心中，

市场与初心并不相悖，反而因为对书法的热

爱，他更坚持着写字要“正大气象”的正能量。

这种坦荡，让他在别人眼里显得更爽快

与不做作，兼之深厚的书法功底，幽默通俗的

课程，柯小伟成了不少单位的力邀对象：遂宁

市中心医院，遂宁市公安局，遂宁特校，明星

电力公司，遂发展，双发集团，遂宁海关……

他的书法课很受人欢迎，因为这份共同的爱

好，不少人更是变成了他的朋友，壮大着遂宁

书法的队伍。“我在中心医院上课几年，获奖

的医护人员不少，全国卫计委比赛里一、二、

三等奖都摘过。”身着中国风服饰的男子笑容

爽朗。

对于未来，他的目标很明确：想培养更多

的书法后备人才，去冲刺省书协、中国书协；

想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真正的书法，爱上中

国传统文化；想开一个师生书法展，让传统文

化的自信走得更好……生活忙碌，柯小伟的

书法路却很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