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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们预定一个 40岁以上有经验
的保姆吧，只管负责照顾好老人就成。”
在北京西城区月坛金助友家政养老服
务公司的接待厅里，有来咨询和预定保
姆的中年人，也有坐着轮椅、拄着拐杖
自己上门求助的老年人。一位来找保
姆的大妈恳切地说：“王书记，大妈就信
得过你，给你大叔留心找一个合适的保
姆吧。”这个被老人称为小王的人是金
助 友 家 政 服 务 有 限 公 司 总 经 理 王 志
强。这个当年为祖国站岗放哨的退伍
兵，20 多年来为数万名老人提供居家养
老服务，被誉为“暖巢管家”和“空巢密
友”，并获得“全国孝亲敬老之星”的光
荣称号。

21 年前，复员后等待安排工作的王
志强闲不住，在公主坟街头摆摊卖小商
品。一天，一位邻居大妈向他求助，大
妈的老伴住医院动手术，而他们的孩子
又都远在国外。大妈上了岁数，腿脚不

灵便，想花些钱，雇人照顾老伴。那时
候医院还没有护工，护士完全忙不过
来。王志强就接受了大妈的委托，陪床
期间照料老人的起居，喂饭、喂水。老
人大小便失禁，他也不嫌脏臭，全部收
拾干净。手术后，老人经常在狂躁之中
要把点滴针头拔掉。王志强就在床边
支个小圆凳，一宿一宿得抱着老人的
头，扶着老人的胳膊。一天，同病房的
另一个老人家里人手又没到，但老人因
手术虚弱，想吃饭都吃不到嘴里，水也
喝不上一口。这情景深深刺激了王志
强。再看看自己陪床的曾为中国革命
和建设立下汗马功劳的老先生，晚年也
是如此无助。他在痛心之余也看到了

“商机”。
接 盘“ 助 友 ”家 政 ，翻 牌 为“ 金 助

友”，为老年人提供服务和帮助，是王志
强坚持至今的一件事情。这个坚持里
面，依然有 20 年前那个邻居大妈的托
付，有那位病床上老人的依赖。后来，
三里河一带上百个老人拿王志强当自
己的儿子，无数街坊拿王志强当自己的
亲人。

做家政工作，就是琐而碎，把脏乱
差变成井然有序的过程。有些保姆不
知道怎么照顾老人，王志强就陪着她们
去老人的家里，一项一项做演示。

十多年来，王志强率领着金助友 1
万多名家政保姆，每年为 6000 多位失
能老人服务，登记输出为老服务家政员
工平均每年 2万人。

虽然北京市家政服务起步早、人数
多、势头好，在全国位居前列，但如今却
面临着一个个难题：招工难；家政服务
人员年龄偏大、文化素质不高；农忙和
逢年过节必须回家。

王志强说，目前北京市家政服务从
业人员中，绝大部分是初中以下文化程
度，99%是外省市农民工，这一现状与家
政服务行业发展和居民日益增长的家
政服务需求不相适应，保姆的收费也因
此水涨船高。“家政服务是个微利行业，
但家政服务又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
它关系到众多家庭的冷暖和幸福。我
们能做的就是举办一些业余文化活动
来丰富保姆们的生活，提高她们的文化
水平和自信心，教育她们尊重自己的工
作和做人的尊严。”

每天与保姆打交道，王志强非常能
理解她们的烦恼与困难。从事家政服
务的保姆们大多是外地人，每天照顾的
多是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的患者。不少
家属常常是防盗门一锁，把保姆连同患
者一起锁在家中，与社会隔绝。加上远
离家乡和亲人，这些家政人员的精神生

活无人关注，每年都会有保姆因抑郁而
丧失劳动能力。

金助友投入资金，每年组织两次大
型活动，带这些很少与社会接触的保姆
们游长城、逛公园、参观首都博物馆，还
去环湖健身运动。从 2009 年起，金助
友成立了保姆合唱团、舞蹈队、志愿服
务队、保姆书屋等让她们参加社会活
动，在舞台上展现自己的魅力。

王志强组织的舞蹈队队员们常常
利用中午及晚上的非工作时间进行排
练。他们为附近社区居民表演节目，并
参加了社区组织的《第四届月坛大舞
台》及《喜迎十八大月坛第六届文艺汇
演》等。在母亲节到来时，金助友组织
保姆们在明信片上为母亲写上一句祝
福的话语，寄给她们的亲人。公司还组
织了 500 多名保姆去人民大会堂观看

《我心飞翔》大型演唱会；推荐公司小时
工李红梅参加西城区举办的首届《西城
好声音、建设者之歌——外来务工人员
声乐大赛》并获三等奖。

王志强充满感情地说，“这些长期
在家中照顾老人的保姆们也把歌声和
欢笑带回了用户家，增加了和用户之
间的交流和沟通。看到保姆们脸上绽
放出的笑容和欢快的声音，我也感到
非常欣慰”。

王玲的职务是天坛神乐署雅乐中心
主任，而实际上，她是一个古人。理古
曲、捣乐器、办“雅乐”专场音乐会。和我
们见面时，她穿着剪裁得体的白底碎花
中式旗袍，略显娇小，走路生风，像刚刚
描山绘水、抚琴归来。

王玲的办公室坐落在北京天坛公
园，室外是错落有致的署院，两重殿宇，
三进院落，古槐枝叶扶疏，昔日明清时期
每每举行祭天大典时，皇帝的仪仗队会
打此经过。“君子之座，必左琴右书”，不
起眼的书案上摆一把七弦琴，轸穗垂
地。身后的玻璃书橱里有一排排线装
书，记载着诸如智化寺京音乐的古代曲
谱。墙上挂一幅水墨画，是原故宫博物
院已年近 90 岁的研究员万依老先生的
真迹。“琴棋书画是中国人必要的修养。”
或许是长年浸淫于雅乐，讲究中正平和，
王玲谈吐文雅，音色轻柔，好像生怕稍抬
音调就惊扰了不远处显佑殿内静歇数百
年的众多器物。

这位历史学出身，在天坛工作了 17
个年头的现任雅乐乐团团长，已然从当
初一名稚嫩的大学毕业生，成长为天坛
神乐署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在老领
导、天坛公园园长杨晓东的支持和鼓励
下，2008 年她一手创办了神乐署“中和
韶乐”创新工作室，整理古曲 30 余首，举
办“坛乐清音”主题音乐会，曾经消弭百
余年的德音雅乐终于在世人面前撩开面
纱。2014 年，她带领雅乐团 21 名成员
远赴法国演绎四场“天坛神乐之旅——
中国宫廷音乐会”，这是中国祭祀礼乐首
次走出国门。

从最初神乐署一名普通的讲解员到
现在的管理者，王玲见证了被历代尊崇
为“华夏正声”的中国雅乐如何一步步从
历史深处被拾起。时至今日，她念兹在
兹的仍然是复原过程的不易：哪一年招
表演队特长生，第一次正式对外展示，历
历在目，信手拈来。

放 不 下

“雅乐”究竟是一种什么音乐？王
玲认为：“不能纯粹从欣赏的角度去品
味雅乐，宫廷音乐传承着源远流长的中
华礼乐文明”。在中国古代，音乐往往
被赋予了政治内涵，统治者信奉“治民

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即所谓
“德音雅乐”。

而神乐署凝禧殿的玄关屏风上这样
介绍雅乐：据文献记载，三千年以前的周
王朝就将有号称六代大乐的宫廷音乐称
为雅乐。雅乐源自上古，形成于西周，自
先秦至宋元，相延不断，历朝历代用于坛
庙祭祀、朝会宴飨。

明洪武年间，雅乐被命名为“中和韶
乐”，取义《礼记·中庸》：“喜怒哀乐之未
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儒家
认为，人的修养若能达到中和境界，则

“万物位焉，万物育焉”。故雅乐不媚俗、
不华美，一字一音庄重典雅、平和肃穆。

合礼、乐、歌、舞为一体，用于演奏雅
乐的乐器均采用八种不同的材料制成，
即金、石、丝、竹、土、木、匏、革，所谓“八
音”。文、武舞生手持羽答干戚，八佾起
舞，文而不弱，武而不野，中正平和，场面
壮观。

自明代之初，雅乐辖归太常寺，演乐
在天坛神乐署。而到 1900年，八国联军
侵入北京，占据天坛为联军总部和驻兵

站，署中人员被驱，乐器遭劫，雅乐从此
响绝。

上世纪 80 年代，天坛公园开始着
手研究、整理、发掘中和韶乐。邀请原
故宫博物院研究员万依、原海政歌舞
团乐手黄海涛等多位清史、音乐专家
或翻译古乐谱、或修复古乐器、或设计
祭天舞。王玲也投身了这项工作，查
找资料、筹备展示、安排演出⋯⋯2001
年，天坛连续三年在南神厨开始恢复
性演出。

最初的演出神乐署并没有自己的专
业人员，所有的表演者都是外聘的音乐
家或者音乐史家，花费不菲，因此每年活
动不多，只有在重大时机才展示几场。

2006 年，天坛公园中和韶乐被列入
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同年初，
一支由神乐署年轻讲解员组成的表演
队，开始正式向外奏响中和韶乐。但是，
在王玲看来，当时的表演并不能称之为
演出，至多只能说是八音乐器的展示：由
她来讲解，其余解说人员每人负责一种
乐器，试着向游客拨弄出声，就这样演了

10分钟，“再多一秒都不行”。
“刚开始都不知道这种音乐是怎么

回事，它的每个音每个调都有讲究，哪个
乐器是开始、哪个乐器又用于结束、每样
乐器怎么摆放都有约定俗成的规则。”

几年清史资料的不断收集，表演队
员的勤学苦练，音乐专家、宫廷舞专家的
严苛指导，直至目前，天坛雅乐演出团已
录制三十多首古乐曲，有《始平之章》、

《嘉平之章》等中和韶乐，有《导迎乐》等
清宫廷音乐，也有《卤薄乐》、《丹陛清
乐》、《宴飨乐》、《吹打乐》等七大乐制的
曲目。舞台上展演的雅乐，从形式到内
容，都严格遵循史籍的记载进行编排。

通过重振古代祭祀乐舞，王玲和团
员们终于让现代人听到了犹如天籁之
音的古代宫廷音乐，欣赏到高贵典雅的
祭祀乐舞，实现了对我国珍贵文化遗产
的继承。

舍 不 得

第一个特长生是什么时候招收的？
“2005 年 8 月。”王玲连想都没想。到现
在，天坛神乐署雅乐团的成员已经扩充
到 30 多人，平均年龄 27 岁，王玲习惯称
呼他们为“孩子们”。

“孩子们”个个身怀巧技，一人可以
独当多面。吹笙的也会唱曲，槌鼓的也
能拉胡，而古琴则是每个人的必修课，王
玲给乐团所有人安排了古琴课程。“研究
古乐是必备的修养”，王玲认为：“只会弹
一首两首曲子都没有关系”。

“孩子们”也会坐不住，爱玩，王玲干
脆倒腾个小作坊让他们折腾。乐器没地
方买，就地做。“年轻人越不会越有兴趣，
找老师找资料，下了班不走在那儿弄半
天，弄坏了多少根管？没事，买去。”一年
多才做出一个胚子，刚刚出音。

从选材、切割、打磨，到上漆、描金、
雕刻，都是通过查询历史典籍，严格按照
清代规制制作，全靠手工完成所有工
序。乐团成员的出身可谓五花八门，王
玲介绍：打眼的是钳工出身，原来在肯德
基干过；定音的是学历史的，会吹笙；描
金的是收票的，喜欢画画；雕刻的是学园
艺插花种树的⋯⋯

2013 年，王玲的小作坊用 PPR 材
质成功改制了“箫”、“笛”和已近失传
的乐器“篪”。由于北方气候干燥，中
和韶乐中要用到的传统竹制乐器笛、
排箫等容易开裂，需经常修复。这一
创举，史无前例。

深藏于 6 万余株树木里的神乐署总
显得不食人间烟火。整整 17 年，从最初
的一无所有到如今成为中华礼乐文化的
传承地，王玲的全部努力都在这里，却

“每个月挣的工资连饭都吃不起”。她也
离开过，王玲中途跳过槽，不久又折身而
返，因为“舍不得”，“不为名不为利，就是
喜欢”。

为了德音雅乐的复活
□ 敖 蓉 李华林

我是“暖巢管家”
□ 陈 颐

三里河一带上百个老人

拿他当自己的儿子，无数街

坊拿他当自己的亲人

手 艺

陶 匠

云南省玉溪市的一个古窑厂，匠人仍运用着最传统

的技术手工制作泥土陶器，大罐子可以酿酒、腌制泡菜，

小的则用作茶壶、饭碗。 马 列摄

七十多岁的马惠荣做了一辈子绣娘。“一天不绣浑身

不舒服。”她说。在苏州高新区镇湖绣品街的一家绣艺馆

里，马惠荣正在气定神闲地绣着一幅山水图。

蒋新军摄

绣 娘

内 画

鼻烟壶里的画是怎么画进去的，我一直很好奇。在河

北衡水的一家内画厂，画师给我解答了这个疑惑。他将一

支笔头弯曲呈 90度的、细长的毛笔伸入瓶内，在半透明的

材质上绘制图案。在有弧度的球面上画，要随着弯曲的程

度来调整相应的线条，这门手艺要求极强的眼力、手法以

及耐心。 费 倘摄

打眼的是钳工出身；

定音的是学历史的，会吹

笙；描金的是收票的，喜欢

画画；雕刻的是学园艺插

花种树的，天天去刻别的

都干不好⋯⋯

补胎、对变形的瓦圈进行矫正等还真是个手艺活

儿。经验不丰富还真干不了。这位修车人对“坏车”诊断

快，下手麻利，三下五除二就能修好。 李景录摄

技 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