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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會期間馬慧娟接受記者採訪兩會期間馬慧娟接受記者採訪。。

■■李克強總理與回族全國人大代表馬慧李克強總理與回族全國人大代表馬慧
娟親切握手娟親切握手。。

馬慧娟，筆名溪風，回
族，她是全國人大代

表，寧夏作家協會會員。她
1980年出生於寧夏涇源縣，
後移民到寧夏紅寺堡，是一位
地地道道的農民。她近9年來
敲壞了10多部手機，寫出了40
餘萬字的散文隨筆，被稱為「拇
指作家」，也是「中國網事．感
動2016」全國40位「草根英雄」
候選人之一。
她2010年開始創作，迄今已在
《黃河文學》、《朔方》、《老龍
潭》、《羅山文苑》、《葫蘆河》上
發表作品數篇，著有散文集《溪風絮
語》、《希望長在泥土裡》等多部作
品。從2010年開始，馬慧娟通過QQ
空間，用筆名「溪風」將自己10多年
來對現實生活的觀察體悟，通過手機
逐一發佈成文，那些富有濃郁鄉村生
活氣息、積極向上的文字讓愈來愈多
素昧平生的網友成為她的「鐵粉」，
鼓勵支持她堅守文學夢。在寧夏，馬
慧娟現象儼然像一股清新的暖流，激
勵着生活在城市及農村忙於生計的人
們，她不僅僅是一個勵志典型，她更
像是一劑心靈雞湯，撫慰着每個疲憊
的靈魂。

閱讀舊報紙是文學啟蒙
馬慧娟1980年出生在寧夏固原市涇
源縣農村，是一位地道的農民，17年
前，她一家移民搬遷到紅寺堡區紅寺
堡鎮玉池村，與其他20多萬移民在羅
山腳下、黃河岸邊的一片荒漠上扎下
根來，種田、養牛、養羊、打工成為
她的生活常態。她從小就喜歡讀書，
夢想着可以有很多的書看，也能寫出
那麼好看的書。 但家鄉太閉塞了，看
書的人少，書更少。她對記者說：
「我們那裡的婦女多數畢業幾年後就
嫁人了，我喜歡文字，由於家裡條件
所限，我就經常閱讀家裡窗戶上貼的
舊報紙，這對我從小受益匪淺，我有
個表叔家裡有好多書，但對書既愛惜
又吝嗇，我問他借不到，只能和表姐
搞好關係，讓她幫我『偷』出來。」
她說，那段時間，她閱讀了大量書
籍，這也為日後的寫作奠定了基礎。
提起與文學的結緣，馬慧娟還十分
感謝自己的母親，「我母親是個思想
開明的農村婦女，是上世紀六七十年
代的初中畢業生，正因為母親知道知
識的重要性，才讓我有了上學的機
會。」母親為了讓她上學，7歲時將她
送到20里外的四姨家求學，上完一學
期後，母親又將她託付給吳忠市的親
戚。「就這樣，我在二年級第二學期
才回到老家涇源的小學。我那時上
學，要爬半小時的山路，再走半個多
小時的河灘路，最後經過一段很長的
土路才能到學校。」馬慧娟說：「別
的孩子在被窩裡睡覺，我要提前走在
上學的路上，別的孩子已經放學吃飯
了，我卻還在路上。」

手機寫「小說」開拓文學路
16 歲的馬慧娟初中畢業沒考上中
專，家裡人又讓她放棄了高中。務農4
年後，她結婚生子。原本她以為這一
輩子就這樣老公、孩子、莊稼、鍋頭
般循環地過下去了，直到2008年，她
用打工賺的錢買了第一部手機，卻從
此打開了人生的另一扇門。2009年馬
慧娟的外甥來到她家，看外甥整天抱
着手機，馬慧娟覺得奇怪，非要搶他
的手機來看看，也正是因為那一次，
她才知道原來手機除了發短信之外，

還有一個叫「QQ」的東西能和別人聊
天。馬慧娟請外甥給她申請了QQ號
碼，開通流量。2010年，馬慧娟很快
學會在QQ空間上發表「小說」，並以
「溪風」的網名開始發表文字作品。
馬慧娟是典型的農村婦女，總是在

忙完家裡家外的活計之後，才有時間
在手機上寫寫身邊事。打工間隙，她
坐在田間地頭寫；做完家務、餵完牛
羊，她坐在自家屋簷下寫；有時靈感
來了，三更半夜她趴在炕頭上寫……
文字也從幾十字的「小說」發展成幾
百字、幾千字的隨筆和散文，每一個
字都是她用拇指在手機上敲出來的。
久而久之，她的「Q友」離不開她
的空間了。「我那時候特別費手機，
基本上半年一個，丈夫對我寫東西不
反對，反對的是我太費手機了。他
說：『哪個女人像你這樣，能用壞10
多部手機？』」直到2014年底，QQ
好友幫助她投稿，在《黃河文學》上
發表了第一篇散文，編輯部寄來930元
稿費，這才得到丈夫和村民的認可。
此後，馬慧娟敢「明目張膽」地在手
機上自由寫作了。馬慧娟的丈夫說：
「愛寫就讓她寫吧，反正也不耽誤地
裡的農活。」

助農村婦女圓讀書夢
「生命如一粒種子，合適的水分和
土壤才能讓它成長，結出更絢爛的果
實。」是的，馬慧娟成名後，被寧夏
作家協會理事會正式批准為寧夏作家
協會會員，並入圍「中國網事．感動
2016」全國40位「草根英雄」候選人
之一，她的作品集《農閒筆記》、
《熬煮的光陰》等作品也由寧夏人民
出版社集結出版，還被選聘到紅寺堡
鎮擔任文化站站長，自此，也擔當起
了更多的社會責任。
2017年，馬慧娟在村上辦起了讀書
社，起名為「泥土書香」，她希望村
裡人都能識字、讀書、寫作，記錄生
活的真味，讓文字從泥土裡散發芬
芳。讀書社成立後，讓馬慧娟感到意
外的是，大夥讀書的積極性遠遠超出
了她的想像。在她的感染下，一顆顆
曾經為貧困而焦灼的心靈，終於有了
安放的地方，一朵朵曾經被貧困冰封
的文化之花，沐浴着陽光盡情綻放。
她對記者說，她的讀書社有位像風一
樣的女子，名叫金雪萍，她在田裡幹
活勤快利落，面對生活苦難堅強樂
觀，從她臉上看不出和生活困頓有關
的任何信息。曾經，來自家庭和村裡
的壓力讓她變得沉默，直到加入馬慧
娟開辦的泥土書香讀書社，她才找回
了自信、獨立。去年，「在紅寺堡鎮
首屆農民閱讀節」朗誦比賽上，年近
50歲的她朗誦了一首《致橡樹》，獲
得了三等獎。對人生有更高追求的
她，如今依舊忙於打工務農，她最大

的心願就是孩子好好讀書，飛往更廣
闊的天空。馬慧娟說，「如果她能多
念些書，遇上合適的舞台，她的人生
將會是怎樣的狀態？」在農村有很多
的金雪萍，她希望每一位的金雪萍心
中都有一棵「橡樹」。
從來沒念過書的馬密耐走進「泥土
書香社」，從讀寫漢字學起。「小時
候家裡條件差，供不起我上學。」馬
密耐老家在寧夏彭陽，小時候渴求讀
書卻遺憾沒有機會。遷到紅寺堡這十
幾年，她和丈夫辛勤勞作，把日子從
貧窮奔到安穩，供3個孩子上學，而自
己心裡也終藏着一個讀書夢。得知書
社成立的消息，馬密耐第一個報了
名，「沒文化的日子不好過啊，有時
娃的老師在微信群裡發個通知，我還
得去鄰居家找別人幫忙念，我想讀書
識字，不再做『睜眼瞎』。」第一次
讀書活動上，村裡20多個姐妹和馬密
耐一樣踴躍參加，甚至有鄰村的婦女
聞訊而來。除了帶着大家誦讀、分享
好書美文，馬慧娟還買了筆和生字本
發給大家，一筆一劃教姐妹們寫字。
「中國」、「寧夏」、「紅寺堡」、
「玉池村」，家鄉的名字，是馬慧娟
前兩節課上教給大家的字詞。儘管馬
密耐寫得還不是很規整，但她一遍遍
練習寫滿了好幾頁，回家後還讓女兒
接着教。
年近50歲的蘇發是讀書社裡比較有

見識的成員。雖然沒有系統上過學，
但她供3個孩子上了大學。「老大老二
當了老師、醫生，老三今年也要畢業
了。我現在有空閒時間，也想提高自
己的素養。」蘇發笑着說，馬慧娟給
她們選的書裡倡導崇德尚儉新觀念，
讀書讓她們亮了眼也亮了心。趕早忙
完地裡的活計，吃過晌午飯，去讀書
社裡和姐妹們讀書、寫字、拉家常，
如今已成了玉池村婦女重要的生活內
容，讀書社每一次活動的歡聲笑語
裡，都有婦女們暢想的美好未來。

馬慧娟，一個地地道道的農村婦女，正如
她對記者說：「我和村裡其她回族婦女一
樣，農忙時，面朝黃土背朝天；農閒時，三
五成群在村子附近打零工。」然而，馬慧娟
卻在這一樣的生活裡活出了自己的與眾不
同。她用自己眼睛和心認真地觀察着身邊的
生活，將生活中的點滴用手機一一記錄了下
來。
讓馬慧娟出現在公眾視野裡的是新華社的

一篇報道。稿件刊登後，北京電視台《我是
演說家》欄目組找到了馬慧娟。「欄目組多
次給我打電話請我上節目，我一直決定不下
來，因為實在忙，有太多的事情要做。」
馬慧娟家裡有五口人，她一走，這個家就沒
人管了。「丈夫常年在外打工，兩個孩子要
上學，75歲的婆婆心梗、腦梗、切除了半
個腎臟，肺也不太好，每次到醫院檢查，大
夫都說讓我們隨時做好準備。再加上地裡的
農活，我還要出去打工賺錢，你們說，我能
撇下這個家嗎？」但是馬慧娟的事跡太吸引
人了，《我是演說家》欄目組一直堅持邀請
她。經過近3個月的協商，馬慧娟終於鬆口
了。她以《西北村婦的小夢想》為題登上北
京衛視《我是演說家》的舞台，在《我是演
說家》中，馬慧娟的導師是陳魯豫，她之所
以做出這樣的選擇是因為陳魯豫是女性，她
認為好交流，同時陳魯豫也是回族。「魯豫
的一句話打動了我，讓我決定把節目踏踏實
實做完，她說：『別人提起你都會說你是草
根作家，是拇指作家，但我希望你以後被別
人提起時能叫你作家馬慧娟。』」馬慧娟
說，陳魯豫的一句話說到了她的心窩子裡。
8分鐘的演說，感動了現場觀眾，感動了特
邀嘉賓，網友們更是紛紛為她點讚，從此大
家知道了她，她也在寧夏成了名人。

把莊稼種好然後再寫作
回到自己的一畝三分地，馬慧娟是名人

了。村民們不僅對她刮目相看，而且不認識
的路人也紛紛主動打招呼，但同時，馬慧娟
開始感到一種幸福的小煩惱。某衛視找過
她，希望她能上欄目，並承諾報銷來回車
費，還給一千元辛苦費，馬慧娟回絕了。她
說：「不是嫌少，我就是個寫字的，不是跑
節目的。」兒子開她的玩笑說：「媽媽，你
現在是公眾人物，可不能在公眾場合罵我
啊。」丈夫也調侃她說：「你現在是名人
了，如果不要我了，可就成了陳世美。」馬
慧娟哭笑不得，她說：「雖然上了電視，知
道我的人也愈來愈多，可我就是一個農村婦
女，任務就是把家、家人操心好，把地裡的
莊稼種好，然後再寫作。」
她提到，自己移民到紅寺堡，要把羅山腳

下的故事寫一寫，名字都想好了，叫《羅山
腳下的女人們》。同時，她還想再寫寫自己
家族的故事：「我外公是河南逃難落戶到涇
源的，爺爺是陝西渭南人，兩家都是大家
族，有許多故事，如果不把這些家族故事記

錄下來，那以後就沒
人知道這個大家族發
生的事情了。」
在結束訪問時，馬

慧娟對記者講了一件
趣事：今年全國人大
會議期間，有台灣代
表問她：「您是做什
麼職業的？」答，我
是農民，又問，看着
不像啊，答，開會前
還在家剛種玉米才
來。

「拇指作家」馬慧娟辦讀書社

面朝黃土背朝天的白日裡，播種，收麥；夜深人

靜萬籟俱靜的深夜裡，冥思，碼字……馬慧娟是與

現實對話的記錄者，在大西北寧夏這片深厚的黃土

地上，她得以安家立命，更在這片土地上汲取了充

足的營養，獲得無限的創作靈感。一個終日忙於種

地打工的寧夏回族婦女，9年來在田間炕頭堅持用

手機寫了40多萬字的隨筆和散文，記錄了像她一

樣的西北回族女人的酸甜苦辣，被大家親切地稱作

「拇指作家」。成名後的她肩負起了更多的社會責

任，作為全國人大代表為鄉村文化振興提出建議，

並在村上辦起了「泥土書香讀書社」，希望村裡人

都能識字、讀書、寫作，記錄生活的真味，讓文字

從泥土裡散發芬芳，讓文化的養分使黃土地煥發出

勃勃生機。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尚勇

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農婦聞書香 黃土煥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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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慧娟介紹讀書社情況馬慧娟介紹讀書社情況。。

■■馬慧娟的部分作品馬慧娟的部分作品。。 王尚勇王尚勇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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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婦女在馬慧娟開辦的讀書社參與農村婦女在馬慧娟開辦的讀書社參與
學習活動學習活動。。

■■馬慧娟大部分時間都在田馬慧娟大部分時間都在田
間地頭忙農活間地頭忙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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