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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的北京，气象景明，美好怡人。参加推进文艺

创作研修班，对我这个来自西南边疆的作家来说，既感

到幸运，又深知责任重大，在思想认识上也有了更上层

楼的开阔感。

我从不避讳自己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始终坚定地

认为现实主义才是文学创作的主旋律。这种认识的源

头来自于我最初的写作冲动，是现实生活触动了我的

文学神经，是时代的感召让我提起了笔。对我来说，书

写现实、关注人民、直击当下，是作为一个作家的本

分。写人民、为人民写，既是责任要求，也是使命担

当。我固执地认为，作家就是人民的一分子，写人民，

其实也是写自己；一个写不好人民的作家，同样也写不

好自己。

在我长达30余年的创作实践中，我发现，只要我深

入生活，贴近人民去创作，写出的作品就显得鲜活生

动，就有深度和厚度，就会呈现出一种气象，得到更多

读者的喜爱和文学界的关注。我曾有两年挂职体验生

活的经历。那时我刚好40岁，有了一些创作经验和文

化积累，又读了鲁院首届高研班，但在面对现实和当下

时，却出现了创作的“失语”。恰在这个时候，组织上派

我到云南西南边陲的保山市挂职，担任市委宣传部副

部长。在我挂职的两年时间里，我没有蹲在机关里，而

是主动地下到田边地角，找乡亲们谈心，听他们讲故

事。磨破了鞋，晒黑了脸，但也获得了满意的收成。那

正是新农村建设如火如荼的时期，我通过大量的走访

和田野调查，发现在逐渐解决了物质匮乏的农村，却出

现了精神的缺失与贫困。只是硬化了道路，刷白了房

子，改善了生活条件，农村依旧是衰老的，是新不起来

的。于是我围绕这个发现，用搜集的大量鲜活的素材，

创作了反映新农村建设的长篇小说《泥太阳》。该小说

完成后，由《芳草》首发，人民文学出版社作为向改革开

放30周年献礼的图书出版发行。后来，小说获得第十

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入选了新中国成

立以来500部长篇书目。这一切，都是在创作中深入生

活、扎根人民、拥抱时代获得的赠予。

我是一个小说家，更多写的是虚构文本。想象和虚

构是我创作的两个技能。时下在小说界，小说家们不

可谓不刻苦，功课做得也不少，特别是在阅读方面，比

过去的小说家毫不逊色。阅读是重要的理解和学习能

力，也是借鉴和模仿的捷径。但一个小说家，如果单靠

阅读和想象力去写作，是成不了一个好小说家的。想

象和虚构，其源头仍是生活，仍是生活的积累与对生活

的思考。生活的积累只能从生活中来，只能从人民的

伟大实践中来。一个小说家要讲好中国故事，就得了

解中国，就得知道中国人民的所思所想所为。时代正

在突飞猛进，变化乱花迷眼，脱离现实、拒绝把目光投

向当下，就会被时代无情抛弃，作为小说家，就会“失

语”，就会灵感枯竭。

每一个有理想和情怀的作家，都想写出一个时代的

世道人心，都想成为被社会认同、被读者喜爱的大作

家。要写出世道人心，怎么能不想人民之所想、不写人

民之所关注？作家真的要努力将自己变成灯塔，点亮

读者生活的信心和勇气。文学应该是美的，它既是作

者从人民身上撷取的美，同时也是人民通过它来涤荡

心灵的美。美好的语言和美丽的故事，都首先要求作

家有美好的心灵。

要推动文学创作，突破有“高原”缺“高峰”的瓶颈，

我们不仅要有一支懂中国、了解中国，能写出中国风

格、能表现中国气派的作家队伍，同时也要打造出能展

示这支队伍的平台和编辑队伍。我在《边疆文学》担任

主编已经10年了，对此感慨良多。我们的文学刊物，上

到国家，下到地方，做的都是为他人做嫁衣的工作。几

乎所有的刊物，都面临生存与发展的双重压力，都需要

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关心与扶持。作为一个身处边疆省

份的省级文学刊物的负责人，我深感省级文学刊物在

时下面临的尴尬。文学刊物做的都是培养文学新生力

量的工作，它们对名作家和大作品的吸引力是无法与

国家级刊物和名刊相比的。但它们的存在又是必要甚

至是重要的。我供职的《边疆文学》创刊于1956年，比

我的年龄还要大10岁。这样一本老牌刊物，60余年来

一直默默地存在着，不哗众、不取宠，甚至在全国文学

期刊界显得过于平凡了。但它太重要了，特别是对于

云南地方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就显得尤其重要。在

它身后，站着云南25个少数民族的作家，他们中有十余

个是少小民族和直过民族。《边疆文学》是展示他们民

族情感和边地特色的重要平台。我们一些跨境民族的

作家，有发表和展示自己民族的文学平台，这让他们境

外的同胞作家们羡慕不已。可以说，我们的杂志，除繁

荣云南文学和民族文学外，还做了维护国家文化安全

的工作。“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有了好

编辑才有好刊物，有了好刊物才能推出好作品，有了好

作品才能成就好作家。有了好作品，中国文学才有“会

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气度和希望，才能为时代和

人民筑就新的文艺高峰。

到人民中去汲取创作营养到人民中去汲取创作营养
□□潘潘 灵灵（（布依族布依族））

这是一个呼唤伟大作品的时代。今

天，我们需要重新认识“伟大作品”的含

义，它不是票房突破多少个亿的商业巨

制，也不是长达多少部、多少集的宫斗戏，

更不是戏说历史的搞笑神剧。这个时代，

我们的人民需要的不是“娱乐至死”，而是

真正的精神食粮。

那么，作为一个作家，我们首先要做

到的，是做一个本分的作家。

作为一个作家，抒写生养自己的那块

土地，抒写生养自己的那个人群，是本分。

抒写那块土地的历史文化和那个人群的

梦想，也是本分。

我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生长在农

村，对农民熟悉，所以我的创作对象一直

都是农民。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这

个庞大的群体为我提供了丰富的创作源

泉。我从1996年开始文学创作，那个时候

改革开放正如火如荼，农民们经受着改革

开放的浪潮冲击，面临着生存方式和身份

的转变。农村处于历史蜕变的阵痛期：是

继续守着土地，还是毅然奔向城市？进城，

舍不得土地。改革开放让他们有了自己的

责任地，可是很快地，农民工大潮又开始

了。他们突然间发现，农民也可以有另一

种活法。农民也可以离开土地，也可以进

城生活。当然，对于有勇气的农民来说，这

样的发现可以说是切身体验，而对于那些

胆小的农民来说，这样的发现好长一段时

间都还只能是别人的经验。手上抓着土

地，目光却冲着城市，那个年代的大多数

农民都处于不知所措之中，这就造成了一

系列的农村、农民问题。作为一个从农村

走出来的作家，我至今还把自己当作一个

农民。我虽然生活在城市，已经不用依靠

种地来养活自己，但我依然感觉自己和农

民最近，从血缘、感情甚至基因里，我都是

一个农民。其实我想说的是，不论我们从

事的是什么文学艺术工作，我们永远不能

把自己当上帝，我们不是别人，我们就是

人民。只有把自己跟“人民”放到一起，放

在同一地平线上，我们才能创作出“以人

民为中心”的文艺作品。

以我的几部长篇小说为例，选材都涉

及了农民在改革浪潮中的取舍和选择问

题，是工厂还是土地？是留守还是远离？是

打破传统敞开怀抱迎接新时代、走向新希

望，还是死守传统，继续生活在闭塞、落后

和愚昧之中？我希望我的作品能给予他们

一个指引、一个希望。这样的作品，因为太

正太严肃，可能没有市场，甚至少有读者，

但创作这样的作品，是我们作为一个作家

的本分。

其次，我们得做一个有情怀的作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做

到胸中有大义、心里有人民、肩头有责任、

笔下有乾坤，推出更多反映时代呼声、展

现人民奋斗、振奋民族精神、陶冶高尚情

操的优秀作品。在这一点上，我很庆幸我

是一名贵州作家。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贵

州一直被认为是一块边地，有谚语说：“天

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气

候差，地理条件差，人也穷。可是，穷怕什

么？苦又怕什么？当年，毕节作为一个脱贫

攻坚的实验区打响了脱贫攻坚战。这是上

世纪的事了，今天，我们贵州的GDP增速

排名已在全国前列。4年前，我们贵州就

实现了县县通高速，还有我们大数据行业

的发展，以及世界最大的天眼工程……

这些都是这个伟大时代的伟大事件！

作为一个贵州作家，我们不愁没有写的，

不愁没有创作源泉。我只需要本本分分

地、脚踏实地地去创作，就一定能写出作

品。

当然，我们还要出宏大的作品，有责

任、有担当的作品，振奋人心的作品。这就

不光要求我们要坚持本分，而且还要有情

怀。

这两年，我连续创作了两部反映我们

贵州脱贫攻坚的长篇报告文学，一部叫

《海雀，海雀》，一部叫《在路上》，两部作品

分别发表在《中国作家》和《民族文学》上。

我可以很自豪地说，因为我们从上至下的

努力和奋斗，我脚下那块土地已经不再是

一块孤独和自卑的边地，我们进入了世界

的视野，发出了历史的强音。曾经的“天无

三日晴”，已经让我们变成了避暑天堂，

“爽爽的贵阳”可以作证。曾经的“地无三

尺平”，让我们变成了喀斯特奇观的旅游

胜地。曾经的“人无三分银”，已经成为过

去。如今，贵州14个贫困县已经全部脱贫

摘帽，现在的贵州人，腰包鼓起来了，胸膛

挺起来了。那么，我们是去写那些不着边

际的畅销书，还是去写他们，去写这个伟

大的时代呢？

我想，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情怀决定

了作品的高度和深度。

第三，我们应该做一个“心里有人民”

作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文学艺

术，既要反映人民生产生活的伟大实践，

也要反映人民喜怒哀乐的真情实感，从而

让人民从身边的人和事中体会到人间真

情和真谛，感受到世间大爱和大道。”作为

一个贵州本土作家，我们能写的当然不只

有我们的发展速度、我们的伟大变革，还

应当有我们人民在这个伟大时代中的不

凡贡献。比如我们的文朝荣老支书，以30

年的生命相搏，使他所在的海雀村发生巨

变；比如我们的邓迎香，一个活脱脱的新

愚公，为改变家乡贫困落后面貌，不等不

靠，硬是在悬崖峭壁上凿出一条“麻怀出

路”。他们是谁？他们就是英雄，是我们要

讴歌的英雄。

当然，除了他们，还有我们身边千千

万万的乡亲，也在做着一点一滴的贡献。

那么，我们根本没有理由去写小我，去无

病呻吟，我们有太多太多的理由，去写人

民，去做一个“人民作家”。

这可能意味着我们必须甘于平凡，不

为利、不图名，只为情怀而写作。

我曾经把我的书送给我的家人，他们

都是农民，我原本没抱着让他们去读的希

望，完全是留作纪念的意思。但有一天，我

的一个侄儿却对我说：“姨妈，你写的那些

故事跟我们好像啊。”这话让我欣慰不已。

因为家人在读我的书，也因为他们认为我

写得像他们。后来，在清明节扫墓的时候，

我把我的书拿到父亲的坟前，烧给了他。

我还做了一件事儿，就是《海雀，海雀》出

版后，我重回海雀，将那本书烧到了文朝

荣老支书的坟前。

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只希望，我的书

他们能喜欢，人民能喜欢。

在一个伟大时代做个甘于平凡的作家在一个伟大时代做个甘于平凡的作家
□□王王 华华（（仡佬族仡佬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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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深度贫困地区脱贫研讨会暨精准

扶贫题材电影《云上之爱》北京首映观影”活动在京举

行。中国作协副主席吉狄马加出席。叶梅、范咏戈、肖裕

声、饶曙光、钟廷雄、牛颂等业内人士及《云上之爱》相

关出品人参加活动。研讨会由赵晏彪主持。

《云上之爱》以贵州民族地区云头大山为背景，以

淳朴美丽的贵州民族风情为画卷，叙述了主人公王云

农代理县长带领云头山县调整产业结构，实现经济跨

越转型，发展绿色茶产业、生态旅游产业，引导农民返

乡创业、脱贫致富的故事。

观影结束后，举行了作品研讨会。吉狄马加谈到，这

部电影探讨了基层在精准扶贫过程中如何转变发展方

式、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如何在环境保护的同时改善

民生，真正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发展理

念，这些问题正是当下大家关注的重点。影片直面社会

问题，反映实际情况，对包括“留守儿童”、“空巢老人”等

问题进行了全方面反映，积极探索相应扶贫模式，树立

了正确的政绩观，是一部具有现实意义的作品。

专家们谈到，党的十八大以来，现实主义、主旋律

题材艺术作品呈现出回暖的趋势，这是一个令人振奋

的信号。近年来，反映精准扶贫的影视作品不断涌现，

但一些扶贫题材影片也出现了概念化、平面化等问题。

该片主题鲜明、人物鲜活，是一部反映现实、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的作品。这部影片直面问题、贴近现实，在矛

盾冲突中塑造人物，揭示了扶贫一线的冲突与矛盾，可

以说是一部小成本、正能量、大情怀的作品。影片有生

动感人的细节，感情朴实、真挚，具有很强的感染力。这

部影片的诞生表明，选取改革开放40年中涌现的感人

故事进行艺术创作是大有可为的。专家们同时提出，作

为一部小成本影片，在电影语言的运用、民族地域风情

和人文景观的展示等方面还可以进一步加强。

研讨会由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主办，贵州瀚韵

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贵州省经济文化促进会承办。

（明 江）

本报讯 9月26日至30日，“中国多民族作家写作营”赴湖

南省长沙市望城区开展铜官窑文化采访系列活动。聂震宁、温

亚军、尹汉胤、赵晏彪、洪烛、卫建民、孙晶岩、周瑟瑟、王晓霞、初

曰春、华小克等作家参加活动。

长沙铜官窑是宝贵的文化资源。在印度尼西亚发现的千年

沉船“黑石号”，见证了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而在这艘沉船上

装载的6万多件中国瓷器中，仅长沙铜官窑瓷器就达5.6万件之

多，可以说长沙铜官窑是中国唐代海上陶瓷之路的重要支点。

作家们谈到，望城在铜官窑古镇开发建设、遗址保护和传统文化

的挖掘、弘扬、宣传上，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取得了良好成

效。通过参加此次活动，要写好、宣传好“望城故事”，带动更多

作家来望城采访创作，更好地把望城故事、望城声音传播出去。

9月28日上午，“铜官陶瓷文人茶器交流基地”创作与授牌

仪式在铜官窑举行。据悉，继今年5月“中外作家交流营”走进

望城后，大家为雷锋家乡、名望之城所吸引，这次又来到了长沙

（望城）铜官窑深入生活，希望以报告文学、散文、诗歌、词曲等形

式来表现其丰富的历史文化和辉煌新成就。 （欣 闻）

“中国多民族作家
写作营”走进铜官窑

本报讯 张锦贻新著《中国少数民族儿童文学》日前出版发

行。9月26日，张锦贻少数民族儿童文学理论座谈会在呼和浩

特市举行。

座谈会上，与会专家学者分别以“张锦贻民族儿童文学研究

评述”、“童真世界的执著探求者”等为题，探究了张锦贻60多年

来对少数民族儿童文学理论研究的成果。大家认为，张锦贻与

时俱进的研究触角、细腻准确的文字感觉、深入历史的情感探

究，让她在儿童文学研究领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张锦贻1951年来到内蒙古工作后，长期从事儿童文学理论

研究及创作，至今已84岁高龄仍笔耕不辍，出版、发表了近500

万字的儿童文学论著，主要论著有《儿童文学的体裁及其特征》

《儿童文学新探索》《民族儿童文学新论》等。作品曾获中华优秀

出版物图书奖、第八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等。

（欣 闻）

专家研讨张锦贻
儿童文学研究成果

本报讯 近日，由内蒙古文艺评论家协会、锡林郭勒盟文联

主办的孙永斌诗集《时光的掌纹》研讨会在内蒙古镶黄旗举行。

常霞、阿拉塔、海德才、敕勒川、张伟、青格里、赵兴红、王宏伟等

40多位作家、评论家与会研讨。

与会者从思想立意、创作手法、艺术特色等方面对孙永斌的

诗歌作品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剖析，并对内蒙古诗人整体诗歌创

作提出了积极的意见和建议。大家认为，孙永斌的诗歌创作题

材、风格比较多元化，有的作品呈现出一种粗犷之气，有的则比

较温婉细腻。他能够耐心地呈现自己对于生活的独特发现，语

言较为简练。希望孙永斌和众多内蒙古诗人一起，进一步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立足草原、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做到

胸中有大义、心里有人民、肩头有责任、笔下有乾坤，以开阔的视

野创作出更多反映时代气象和人民心声的优秀作品。

诗人孙永斌在研讨会上说，1993年参加工作以来，一直致

力于诗歌创作，在这25年的创作生涯中，他把笔触延伸到大千

世界，写生活、写生命、写草原、写世态万象，借助诗歌语言寓情

于景，借景抒情，表达内心对时代、现实的感受。今后，要继续提

高诗艺，以诗歌的形式构建丰富的情感世界与审美世界，努力在

诗歌创作道路上走得更远。 （冰 子）

内蒙古研讨孙永斌诗集

激发文艺原创力激发文艺原创力
抒写时代新华章抒写时代新华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