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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如容易却艰辛
□ 范锦华

1990 年，农历马年。马塘的那匹马，出
足了风头。在马塘，它成了街谈巷议的主
题。在如东，它引来万人空巷，一睹风采。
在南通，它威震通城，名扬海外。它就是勇
夺南通市百辆彩车巡街表演第一名的如东
化肥厂
“一马当先”
彩车。
那年，南通市委、市政府主办的第二届
民间艺术节要文化搭台经贸唱戏，广邀中
外客商欣赏南通民间艺术，共商南通发展
大计。用百辆彩车巡街表演，展示南通多
姿多彩的民间艺术，成了民间艺术节的重
头戏。
市委、市政府把任务分解到六县一市。
如东县接到五辆彩车的制作展示任
务。如东化肥厂承接了“一马当先”彩车的
任务。
“一马当先”彩车以如东民间舞蹈“跳
马伕”为蓝本，它源自马塘民间的祭神舞，
经专业人士改编后，先后在南通、南京、乃
至北京中南海演出，受到各界人士的好评，
80 年代初被收入《中国民间舞蹈集成》，后
又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要把舞台舞蹈复归到行进表演难度不
小！
县委派出了由县文化馆支部书记潘宗
和、跳马伕舞蹈原创作者江正林、群文资深
老师左金荣组成的工作组进驻化肥厂指导
工作。如东化肥厂也在全厂选调精兵强将
组成工作专班，成立了由人事、财务、宣传、
技术后勤等部门主要领导组成的领导组。
我有幸担任了美工组组长，在艺术总监潘
宗和老师的领导下开展工作。
我和潘宗和老师相识于 1972 年文化
馆举办的工农兵美术创作学习班，那时我
还是刚踏入社会的农村青年，潘老师就是
我们班的指导老师之一，短短的半年共处
及后来十多年的联系，潘老师精湛的艺术
修养和谦逊和蔼的待人之道深深感染了
我，由他担任艺术总监，使我信心满满。
3 月 20 日就要表演，给我们的时间只
有二十天不到，真是时间紧任务重，来不得
半点松懈。
领导组紧急召开协商会，制定彩车及
马伕舞的编排方案。根据组委会的创意，
大家最后确定彩车以汽车为基座扎制一匹
4.5 米高的骏马造型，舞蹈队 60 人，乐器队
16 人。但有两个问题把大家难住了，一是
这次巡街表演的路程有近 30 华里（从小石
桥向西到外环西路，再向南至青年路，然后
向东到工农路，最后向北到小石桥），别人
家的演员都在彩车上表演，而我们 60 人的
演员都在车下表演，表演完了如何跟上行
进中的彩车，近 30 里的路程，不要说表演，
就是跟跑也没有那个体力，何况还有旗幡、
法杖等道具，大家苦思冥想。
增加一辆随行大巴？和彩车队伍不协
调，被否定！登上彩车？彩车上有音响队
16 人，也不行！
后来我提到了消防车，大家眼前一亮，
何不仿照消防员站在车的两边，既解决了
舞蹈队的行进问题，，又增添了彩车的威武
形象，经过大家反复推敲完善并和彩车制
作师傅沟通后，认为这个方案行。于是，设
计人员在彩车左右两边及后部设计了离地
40 公分的平台，舞蹈队员表演后立即登上
平台摆出武士造型，使表演和行进融为一
体。
第二个是服装问题，服装组拿出的方
案是原在舞台表演的服饰，马伕头戴武冠，
上身赤裸，披一条红色授带，下身为短裙，
体现了马伕的阳刚之美，在室内舞台上有
取暖设施的情况下是可行的，但在乍暖还
寒的 3 月份，赤裸上身在寒风凛冽的大街
上舞蹈，短时间还行，可这次巡街表演任务
是近三十华里，历时可能两个小时左右，队
员的身体肯定吃不消！怎么办？大家冥思

苦想。我联想到西藏同胞的棉衣护胸，露
斗，马伕手中的法杖上下翻飞，缝在 60 名
出一只胳膊的服饰，我们何不借用一下，既
马伕服饰上的近千只铜铃，随着马伕的舞
解决了保暖的问题，又因有棉衣护胸使马
蹈动作有节奏的响个不停，夹在马伕队伍
伕的形象更加饱满阳刚，大家反复推敲进
中的旗手举着 4 米多高的龙幡，在队伍中
一步完善后，由舞蹈总监江正林老师和艺
来回穿梭，好似古战场上两军对阵，一时
术总监潘宗和老师拍板决定使用这一方
间，鼓角争鸣，号声震天，那阵势引来观摩
案。
的领导和群众阵阵叫好声。随着一声哨
大的方向确定了，后面就是各组分头
响，60 多人的马伕队伍迅速各就各位登上
行动。
彩车后部平台，作护卫状随车同行，使彩车
我们美术组立即邀请了化肥厂技术科
更加威武雄壮。艺术节的总导演当即决定
的骨干商讨制作方案，
由我们的“一马当先”彩车作为 100 辆彩车
车辆两边和后边的马伕站台的设计， 巡街表演的头车，要求我们必须加紧练习，
他们手到擒来，
没有任何问题。
做到万无一失。为此，厂领导决定新购一
两把 4 米长，声震数里的法号的设计
辆跃进牌卡车，替换原来的旧车，以确保车
制作也没问题，因为在 1976 年悼念毛主席
辆的可靠性。
逝世时，化肥厂的法号声就曾传遍马塘镇，
在艺术节开幕前，根据县委的要求，我
这次制作，他们是熟门熟路。
县的五辆彩车先在县城掘港展示一下。由
一面两米直径的大鼓，也在新店镇顺
于原来的掘丁公路只有两车道宽，马路上
利借到。
空还有许多不规则的线路穿路而过，为此，
但在马的制作上，大家遇到了困难。 县里还派专人清理，以利彩车通过。那天
时间在一天天过去，离艺术节开幕的日子
清晨，丰利生化厂的“万象更新”彩车，如东
越来越近，大家心急如焚。
化工厂的“雄鹰展翅”彩车，如东通用厂的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技术科的解 “八仙过海”彩车，如东酒厂的“海花飘香”
重建工程师出差归来，自告奋勇找到我了
彩车，以及我们如东化肥厂的“一马当先”
解马的制作要求，他说要试试看。看到解
彩车，齐聚如东影剧院广场。早就听到消
工程师后，其实我心里就有了底。
息的县城及周围群众数万人，把主干道围
解重建工程师是我很早就敬佩的人， 得水泄不通，好在公安局早有预案，沿途组
他是我县搞机械的老前辈，虽然学历不高， 织了护路队，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虽然人
只有中专，但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中专，在我
多，却也秩序井然。上午 9 点左右，彩车开
县也是凤毛麟角，人中龙凤，他在机械传动
始了巡街表演，前面由警车开道，两边由联
方面有深入研究。他为化肥厂煤球烘窑、 防队手拉手组成人链，随车前行。我们的
石灰窑设计的自动吊装装置曾得到南通地
彩车当仁不让地排在第一位，彩车过处，一
区化肥厂同行的高度称赞。
片喝彩声，我们的队员也被群众的热情所
不到一天时间，
解工的小样车就摆在了
鼓舞，跳完一段刚上车，又被观众的鼓掌声
我面前，
一匹白马昂首挺胸，
一拉缰绳，
眼眨
邀请下车表演，特别是到了设在大会堂广
腿动，他还用口技配上马嘶的音效，煞是传
场的观礼台前更是人山人海，只见周围的
神。我连忙请来了县指导组的潘宗和、江正
楼房上下站满了人，大家更是卯足了劲尽
林、左金荣老师及有关领导，大家看到这一
情献舞，表演了一遍又一遍，赚足了人气。
效果，立即同意了这一方案，并报厂领导同
后来公安局为了安全起见，把彩车队伍引
意调解重建工程师到制作组负责实施。不
导向西，经通海桥到如东无线电厂区内方
到十天，马的骨架竖起来了，雪白的长毛绒
才结束。
布缝上了，但大家看来看去好像缺点什么。
车停在那里，却引来掘港好多好奇的
有的说像羊，有的说像马，大家百思不得其
观众，他们弄不明白马车前没有窗，汽车是
解。这时担任化工厂彩车制作任务的县文
如何开的？后来我们把用海军舰艇潜望镜
化馆美术老师汤继明来到现场，
他是美术界
的原理讲给他们听，使他们茅塞顿开，个个
的高手，他绘制的连环画、宣传画，全国有
竖起大拇指称赞设计得巧妙。
名，
还应邀担任了文化部《中国舞蹈集成》一
二十号开幕的日子终于到了，
根据艺术
书的插图绘制任务。汤老师看了我们马的
节指挥部的要求，
如东的五辆彩车必须在 20
造型之后说马头上缺少一根缰绳，有了缰
号早晨 6 点前赶到南通市二号桥南的市车
绳，就没人以为是羊了，真是一语点醒梦中
辆管理所广场集中等候，可是 19 号下午就
人。根据他的建议，
我们连夜组织人制作了
下起了大雨，好在我们早有准备，当即把彩
一条紫红色的缰绳，第二天一早，就套上马
车用防雨布保护得严严实实。傍晚雨还在
头，并把操纵杆和缰绳结合在一起，马伕一
下，
丝毫没有要停的样子。领导决定我们的
拉缰绳，
马即昂首抬腿，
随即一声嘶鸣，
一匹
车队兵分两路，第一路 3 辆车，去掘港参加
活生生的白色骏马跃然眼前，大家拍手庆
县委组织的欢送仪式，
和其他单位的彩车一
贺，
这一关总算过来了。
起先行。第二路由一辆装有演员的大巴及
随后而来的难关是，卡车驾驶室被马
携带生姜糖茶和早、中餐的后勤保障车组
身的布包裹得严严实实，驾驶员如何驾驶
成，
二十号早晨从马塘出发直发南通。
又成了难题。
晚上 6 点半左右，等过了下班高峰，路
难关难过关关过。
上的行人和车辆少了一些，我们的车队才
我把在中学学到的潜望镜知识和解重
缓缓上路，第一辆是前导车，车上 2 个人时
建工程师一商量，他说可行，立即着手制作
刻注意天上的电线，及时用竹竿把低垂的
了 2 台 40 公分大小的潜望镜安装到驾驶室
线挑开。中间是彩车，后面是我们美术组、
的两边，请来驾驶员试驾。驾驶员许相国
制作组的保障车，随时为路途中损坏的地
的驾驶技术可是数一数二的，他曾是海军
方维修。车队迎着风雨慢慢前行，用了一
北海舰队司令的驾驶员，他说从来没有碰
个多小时赶到影剧院广场，八点左右，县
到这种情况，他小心翼翼地发动了汽车，在
委、县政府主要领导赶到广场为我们送行，
厂区中心马路上，对着潜望镜缓缓行驶了
鼓励我们鼓起干劲，为如东增光！
两个往返，反应还可以，就是要多练习。
送行仪式结束，由警车开道，车队冒雨
终于等来彩车和马伕队伍合练的时
出发，由于当时的通掘公路还是砂石路，路
刻，各兄弟厂的制作团队来了，县委的领导
窄弯多，前导车还要不时停下来挑线，所以
来了，
民间艺术节的总导演也来了。
走得很慢，沿途还有群众因不识车上为何
冲天的法号声一响，2 米直径的大鼓震
物而受到惊吓，记得走到午夜时分才赶到
耳欲聋，一声马嘶，彩车缓缓前行，60 人组
南通县的堤岸镇，车队决定停下来休息一
成的马伕队好像武士出征，不断变换阵形， 会儿，那知我们的彩车正好停在一户人家
时而聚拢如山峰高耸，时而散开似满天星
的门前，这户人家刚好开门，看见这样一个

庞然大物，啊的一声，连忙关上了大门，估
计他后半夜是难以入眠了。
休息了一会，吃过夜餐，继续在风雨中
赶路，
终于在早晨六点前赶到集合点。
民间谚语说，春雨贵如油。可今晚的
雨却下得不是时候，给我们带来了太多的
烦恼。
烦人的雨还在下个不停，7 点左右从马
塘出发的车队赶到和我们会合了。领队和
组委会联系，活动能否如期举办，答复是 7:
30 以后雨会停下，7:30 刚过，天空的乌云好
像被什么人慢慢推开，向四边散去，中间露
出来淡淡的湛蓝色，大家一阵欢呼，惊叹气
象台的准确预报。
按照组委会的安排，我们的彩车先进
场，穿过沿路一字排开的彩车队，接受着同
行们惊讶的注目礼，沿着工农路一直向南，
彩车连成长龙，见头不见尾，蔚为壮观，我
们脑中瞬间有一种检阅车队的感觉。全体
人员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尽展风采，为如
东争光。我们排到了队伍前头，在我们前
面还有电视台的转播车，新闻记者的摄影
车，组委会的指挥车。
上午艺术节开幕式活动一结束，指挥
车一声令下，南通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百辆
彩车巡街表演开始啦！
只听我们的法号呜呜两声长鸣，随后
一声高昂的马嘶声，骏马昂首、抬腿、眨眼，
彩车缓缓启动，马伕散开队形，开始了表
演，只见旌旗摆动，阵形变幻，马伕飞奔，鼓
角争鸣，初试牛刀就把通城观众看得前呼
后拥，惊叹不已。那场面，乐坏了摄影摄像
记者，忙坏了维持秩序的警察，急坏了担心
出事的总指挥。经过两次表演后，都遇到
了同样的情况，总指挥急忙过来制止，除了
在主席台的表演区表演外，不能随便下车
表演。可是我们的队员那见过这种热烈场
面，遇到沿途观众一欢呼，如东！如东！他
们把总指挥的禁令忘得一干二静，下车在
大众的瞩目下忘我地舞之蹈之，如痴如醉，
青春的光彩此刻尽情地绽放。
总指挥急了，下了最后的通牒，再不听
指挥，就驱逐出车队！其实，他也是说说而
已，他心里明白，我们的车队为这次活动增
色不少，后来车队到了青年路上，他也是睁
一只眼闭一只眼，任凭我们自由行动了，但
我们的队员也渐显疲态，减少了表演，毕竟
30 华里的路程太长了。
就这样，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表演，终于
完成了艺术节巡街表演任务。
彩车回马塘后，镇领导和群众代表又
找上门来，邀请我们为马塘镇表演一场，厂
领导欣然应允，说是以此答谢马塘父老乡
亲多年的关怀。
第二天中午全体人员集结，此时天空
又下起了小雨，领导决定冒雨进行。这次
可没有前天幸运，彩车刚过桐本桥，雨越下
越大，但我们的队员没有畏惧，因为他们中
有好多马塘子弟，他们的父母妻儿也在风
雨中等待一睹风采。彩车每到一处，居民、
店家还买来鞭炮助兴。彩车经市河路向
西，后面的群众好像没看够，冒雨一路跟
随。风雨中的彩车别有一番风姿，特别是 2
米的大鼓上积满了水，随着鼓锤有节奏的
敲打，水珠也随声起舞，收到意外的效果。
有一年中央电视台中秋晚会上也看到鼓面
加水的画面，不知导演的灵感是不是来自
我们的无意创意？哈，我想多了。
后来陆续有单位邀请我们去表演，都
被领导好言回绝，因为我们是生产企业，一
百多号人要回归岗位，汽车也要派用。
南通市第二届民间艺术节百辆彩车巡
街表演，经群众和专家共同评比，如东县五
辆彩车中有四辆进入前十名，我们的“一马
当先”彩车勇夺第一名！完成了县委县政
府的重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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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支部党员活动日上惊悉，我的职业启蒙老
师王士桂走了。这让我非常愕然，好好的一位长
者怎么说走就走了呢！他虽年过八旬，但在我的
印象中他的身体还是硬朗的，没有什么闲病，走
路骑车都很好。最近一次是在菜市场买菜与他偶
遇，相互交谈犹在耳边。他走得那么突然，那么
匆忙，也一定带着对这个世界的无限 眷恋就这
样安然地走了。不说别的，起码我欠老师一句谢
意！
老师，您在和我短暂而又十分关键的时段相
处，身教重于言教，您已经在我内心树起了崇高的
技术和人格形象，并深深地影响着我以后的为人处
世及工作态度！然而，可惜的是，我这样一句肺腑
之言都没来得及当面对您说。若上天有灵，请您接
受我一拜！老师您走好。
上了年纪的人都有怀旧的习惯，我也一样。在
得知王老师已故噩耗节点上，钩起我与老师相处
的那朝朝暮暮。我是 1981 年夏季毕业分配到如东
县狼山鸡种鸡场工作的，当时鸡场除了狼山鸡育
种外，还有进口长白种猪的繁育推广任务。老师
负责种猪一块的技我在种鸡这边。由于鸡场就那
么几个从事畜牧技术的人员，我与他就有一种天
然 的 亲 近 感 ，我 总 是 借 机 请 教 技 术 与 他 频 繁 交
流。他非但没有一丁点儿先入为主居功自傲的颐
指气使做派，只有对后辈的关心指点，这让初入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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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的我感到莫大的欣慰。在他的言传身教之下，
我慢慢地适应鸡场的工作环境，自觉积累实践经
验，逐步胜任工作。也在此时，老师也到鸡场这边
工作了，我们相处更密切了。他虽然长期在牧场
工作，却依然一丝不苟兢兢业业的坚守岗位，严格
执行场内规章制度，从不放纵宽容自己的随性和
懈怠。在业务工作的关键时刻加班是常有的事，
他没有怨言，这充分体现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知
识分子热爱工作敬业进取的闪光点。他在忙碌的
工作中，同样没有放弃学术研究和交流。我清晰
的记得，在我参加工作的第二个年头，他在学术期
刋上发表了又一篇论文，他用稿费买了一大脸盆
的新鲜海虾等犒劳我们，就算我在此后参加过无
数次宴席，都与老师那餐发表论文的庆功宴是无
法比拟的！
老师是一个非常节俭的人，在花公家的钱时
也是如此，这体现出来的是他的优秀品格。我在
鸡场工作中，有幸与他出了一趟公差，去南通办
事。当时的工作节奏是现在的年轻人不可想象
的，就是慢。我们当天的事没办完，他就带我到浴
室住了一宿。因为浴室前半夜营业洗浴，后半夜
就从简开旅店，图的是充分利用资源多赚钱；我们
投宿是因为比住旅馆省钱。每个 人 只 花 了 七 毛
钱。他这样的行事方式，从小处想是抠门，从大
处看是廉洁。
老师虽然是老牌知识分子，但因为那个年代的
无奈，他妻子和三个上学的孩子都是农村户口，靠
他一个人的工资收入维持一大家子的生活确实是
捉襟见肘的。但无论生活有多难，他都始终保持着
知识分子坚韧不拔苦中作乐的气节，他与损人利己
损公肥私等时弊格格不入，他的处世之道对得起他
鼻梁上支起的那副近视眼镜。他曾经为妻子“婚
进”转为农牧场职业也向组织请求过，但他不会为
此献媚讨好走后门，他所期待的是个人愿望与政策
规定的合拍。
我在鸡场工作四年被调到县畜牧兽医站，因为
业务上的关系，我与老师的联系一直没有中断过。
他的技术职称获副高级，行政上被任命为副场长直
到退休。
我的老师王士桂是一名党员，我称他为同志；
他是一名兽医前辈，我又由衷的称他为先生。他在
同志和先生的称谓上都已划过闪亮的光，他不虚此
行，值得如东兽医业界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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