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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报告文学
年报告文学：
：

非虚构包含了但不等于报告文学，报告文学
是其中的重要存在。但显然，现在非虚构似乎有一
些屏蔽了报告文学。其实，报告文学是无法被遮蔽
的。这是一种自有光亮的文体。现实多姿异质的存
在，赋予它强劲的动能；真实而文学地报告现实的
责 任 担 当 ，激 扬 了 报 告 文 学 作 家 的 内 生 活 力 。
2018 年，报告文学有着春花夏树般的跃动与繁
盛，更有我们走在丰收的田野上，看到那金秋硕果
累累的动人与欢欣。我们有理由向 2018 年的报告
文学，行一个标准的注目礼。

王

晖

实了草根好人乔奎国的人性之美。江苏的报告文
学曾有不俗的表现，但近年长势整体上有所减弱，
期待他们春播后的秋收。
王 晖：实际上，从上世纪 30 年代开始，中国
报告文学的组织化写作就已经初见端倪了。近年
来，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和中国作协报告文学委员
会在培养青年作家、助推重点作品、开展创研活动
等方面十分用力，成效明显。各地方作协和报告文
学组织在这些方面也各显神通，你所说的湖南和
江苏的情况就是如此。与虚构文体更多偏于个人
化写作方式有所不同的是，报告文学所关注、所
再现的大多为社会公共事件或人物，因此，它的
写作方式、呈现方式、接受方式、传播方式等就多
有不同。虽然，促使作家成长的原因十分复杂，但
我们当然寄希望于通过组织化写作等方式，尽快
促成青年报告文学作家“蔚成大国”，在新时代有
新作为。

篇作品。青年作家王国平则一连发表《美丽乡村在
说话》等重磅作品，为新时代美丽乡村建设、地方
经济发展等鼓与呼。报告文学本来就有着新闻的
基因，这使其在时效性、现实性、真实性等方面具
有超越虚构文学文体的优势，如今这种优势得以
回归，应当是可喜可贺的事情。

三

丁晓原：2018 年可以说是报告文学的丰收之
年。这种丰收不仅是指它的产量，我更看重的是报
告文学创作的品质和质量。2018 年是报告文学具
一
有较高显示度的一年。这种显示度既关联着这一
丁晓原：2018 年的报告文学给我的第一印
文体的活跃度，同时更在于优秀作家对于报告文
象，就是它超常的活跃度。且不说受人关注的第七
学所具有的独特的忠诚度。年逾古稀的张雅文克
届鲁迅文学奖，评出了《朋友》
《西长城》
《乡村国
服种种困难，笔耕不辍，出版了她的《妈妈，快拉我
是》
《第 四 极》
《大 森 林》等 五 部 获 奖 报 告 文 学 ；
一把》，是一部“献给天下父母和孩子的书”。资深
2018 年，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组织评出了第七届徐
作家丰收的《珠穆朗玛的眸子》是一部致敬历史、
迟报告文学奖，获奖作品《试飞英雄》
《围困长春》
致敬守疆烈士的作品，读来令人肃然起敬。报告文
二
《中国老兵安魂曲》
《世界是这样知道长征的》
《大
学写作对于何建明而言，是他的一种生活方式，抑
写西域》
《第三种权力》
《一个记者的长征》
《刀尖上
丁晓原：媒体对报告文学的助推，是激活报告
或是生命方式，更是他挚爱的事业。2018 年何建
的舞者》，长篇与短制齐备，现实与历史双向观照， 文学的要素。媒体对报告文学的热情，直接营造着
明出版了多部长篇。
《山神》的主人公黄大发是当
既有主旋律的报告，也有介入式的透视，其中有的
这一文体写作所需的载体和氛围。
《人民日报》的
代中国的新愚公，作品以多种叙事艺术的交融，真
作品实现了非虚构与文学的有机生成，显示出这 “大地”是报告文学的一块高地。何建明的《致敬， 实地展示了人物富有传奇色彩的事迹和他崇高的
类写作的审美性魅力。
远山的扶贫队员》
《那片开始甜了的海》聚焦的是
精神品格，生动地再现了中国式硬汉的感人形象。
王 晖：的确如此。2018 年在中国改革开放
恒大的扶贫和港珠澳大桥建设。李青松《智慧之 《惊天动地的“两弹”元勋》记写的是杰出科学家王
历程中是一个值得记取的年份，对报告文学而言
翼》是报告文学对高科技之鸟无人机领域的首次
淦昌传奇而精彩的人生。
《浦东史诗》是首部报告
也是如此。这一方面表现在你所说的大事要事，另
进入，
《科尔沁之绿》则展示了 40 年“改造大自然
浦东开发开放发展史的纪实作品。这是一部史诗
一方面也表现在，当我们回溯作为改革开放“元
的伟大壮举”三北防护林工程的历史性成就。李春
与史诗的对话，作品以历史的宏阔的视野，选择历
年”的 1978 年的时候，
《哥德巴赫猜想》的发表具
雷《蜀道闪》站在新时代的高点，回望历史，以西成
史进程中具有史意的人物与事件，以客观而充盈
有开山和引领中国报告文学 40 年发展的里程碑
高铁的建设开通，回答了李白的千年之问。
《光明
着诗意的笔调，为我们再现中国改革开放经典的
意义。可以说，对现实的关注和直击、对历史的回
日报》给予报告文学特殊“礼遇”，不仅重视发表报
画卷。山东作家唐明华的长篇《大风歌》以“中国民
望与反思、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呼唤与助推、对国家
告文学作品，而且能以头版头条的方式“隆重”推
营经济四十年”作为写作选题。这是一部真实生动
富强民族复兴的渴求与期盼，是 40 年来报告文学
出。王国平的《美丽乡村在说话》就是头条作品。作
深刻地表达改革开放宏大主题的作品，是一部大
始终不变、一以贯之的主旋律，成为凝聚于报告文
品记写浙江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建设思想，15 年
写深掘艰难困苦曲折前行的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史
学作家内心的信念和倾注于其笔尖的动力。这次
持续推进“千村示范、万村整治”美丽乡村建设所
的作品。作者在民营经济成为一个充满“歧义”的
双奖获奖作品既是对近几年来报告文学实绩的回
带来的可喜新变。另外，
《光明日报》还发表了王国
话题、中央又充分肯定民营经济的语境中，推出这
眸与总结，同时也是一个指针、一种导向，它们既
平《本固枝荣·晋江之魂》和《织里织里，桥上的风
样一部作品，是对时代之问的及时回答，体现了报
承接着过去，更指向着未来。
景》等摄取“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特写的作
告文学作家可贵的眼光和识见。彭学明的长篇《人
丁晓原：2018 年报告文学的活跃，与各级作
品，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刊物中，
《人民文学》设置
间正是艳阳天·湖南湘西十八洞的故事》，是 2018
协组织的支持有关。这一文体的写作不完全是个 “新时代纪事”专栏，刊发了《看万山红遍》
《报得三
年度此类书写中最可关注的优秀之作。湘西十八
人行为，某种程度上它是特殊的社会写作。从报告
春晖》
《梦工场追梦人》等作品。
《中国作家》
（纪实
洞是中央精准扶贫的首倡之地。作者以扎实的采
文学创作地域分布看，相对的河北、山东、湖南等
版）是中国报告文学的一方重镇，2018 年每期都
访、质实而富有激情的叙说，生动地再现了这个精
这一文体的人气指数更高，多见优秀作品推出。余
有可观之作，
《守望初心》
《围困长春》
《大国重器》 准扶贫的典型发生的可喜新变。
艳、王杏芬、王丽君、何宇红 4 位女作家出版“中国 《九寨祥云》
《家园》等作品题材多样，叙写多彩，各
港珠澳大桥被称为“新现代世界七大奇迹”之
追梦者”系列，她们分别写作《追梦密码·何继善》 具价值。
《北京文学·精彩阅读》的“现实中国”专
一，是新时代中国工程建设中的重中之重。长江的
《大漠游侠屈建军》
《深杉“候鸟”汪思龙》和《珊瑚
栏，2018 年刊发《北京遭遇“垃圾围城”
》
《我的生 《天开海岳——走近港珠澳大桥》以其一贯的“新
卫士陈偿》，这一系列是作者对科学家及其科学精
命谁做主》
《祖国至上》
《精神病院采访实录》
《留守
闻调查”式风格，
“真实地看——用自己的眼，真实
神的深情礼赞。另有反映长江生态保护的《梦回长
知青，你在他乡还好吗》等 10 部作品，这些作品题
地 听 —— 用 自 己 的 耳 ，真 实 地 说 —— 用 自 己 的
江》、报告国家重点工程的《梦圆大瑶山》、展示改
材偏重于社会学课题，贴近百姓生活。
“现实中国” 心”，落笔于工程中的不成功，由此凸显其成功的
革发展进程的《报春花》等长篇报告文学，受到了
形成了《北京文学》的特色和优势。此外，
《时代报
不易和伟大，讴歌了中国创造中的力量和精神。珠
关注和好评。河北省作协和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在
告·中国报告文学》2018 年度也刊发了一些重要
海 作 家 曾 平 标 以 其 得 天 独 厚 之 利 撰 写 的《中 国
邯郸举办报告文学专题论坛，深入矿区采访，作品
作品。
桥——港珠澳大桥兴建始末》，其写作重点定位在
有尧山壁、冯小军的长篇《绿色奇迹塞罕坝》，短篇
王 晖：在当下融媒体时代，报告文学借助主
大桥的“兴建始末”，作品可谓是一部有关大桥建
有李延青、黄军峰等的《根脉》等。苏有郎的《好人
流媒体的传播又有新的气象。作家何建明、李春
设的全史。
“ 中国桥”命名精准地揭示了这一超级
乔奎国》以质朴的叙事、寻常的细节，多角度地写
雷、李青松在这一年都发表了有影响力的几部短
工程的中国价值和世界意义。

2018 年报告文学长篇与短制齐备
年报告文学长篇与短制齐备，
，现实与历史双向
观照，
观照
，既有主旋律的报告
既有主旋律的报告，
，也有介入式的透视
也有介入式的透视，
，有的作品
实现了非虚构与文学的有机生成，
实现了非虚构与文学的有机生成
，显示出这类写作的审
美性魅力。
美性魅力
。
对于时代变革主题的书写，
对于时代变革主题的书写
，无疑是报告文学创作最重
要的收获
要的收
获 。如何在抓住好题材的同时
如何在抓住好题材的同时，
，做到潜心创作
做到潜心创作、
、精益
求精，
求精
，切实增强脚力
切实增强脚力、
、眼力
眼力、
、脑力和笔力
脑力和笔力，
，打造出文学的精品
乃至高峰
乃至
高峰，
，将始终是摆在作家们面前的一个最重要的课题
将始终是摆在作家们面前的一个最重要的课题。
。

”

王 晖：如你所说，报告文学以“时代文体”的
剑由对写作对象的谙熟中，发现其中本有的具有
姿态呼应了 2018 年这一特殊时间节点，表现出这
传奇色彩的故事性，并且将这种故事性有机地导
一文体强烈现实性的特质。在这一年有诸多作品
入到文本中，加以有机地结构。作者以小微进入大
呈现改革开放 40 年的恢弘历程，何建明的《浦东
历史，小与大、轻与重、神秘与期待等有机地融合
史诗》、杨黎光的《家园》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这
起来，使作品的叙事有了一种富有审美性的表现
两部作品聚焦的对象恰恰是改革开放 40 年最具
力。我想，细读《大国重器》，对主旋律报告文学写
代表性的城市上海和深圳，某种意义上说，它们正
作的优化会有不少有益的启示。
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见证，是中国从“富起来”
王 晖：非虚构的报告文学也需要审美化的表
到“强起来”的最好说明。因此，对于这两个城市
现形式，这既是报告文学文体自身的建构伦理，亦
的书写，本身所具有的历史意义、现实价值和未
是读者接受的文体期待。优秀的或者说经典的报
来启示就得到了鲜明的彰显。
《浦东史诗》的意义
告文学无一不是“美”的报告。2018 年许多有追求
不仅在于它是第一部全景再现浦东新区建设发
的报告文学作家仍然“不忘初心”，努力构筑报告
展历程的报告文学，以生动形象的叙述告知读者
文学的“美的世界”。除了你提到的作品之外，下面
浦东开发的筚路蓝缕之功，也在更为宏阔的背景
这些报告文学也是值得一说的。傅宁军的《南京先
上凸显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路径，以深情的笔
生》写的是百年之前一位南京本地的中医江允辗
触抒写勾勒出这片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土地及其
转赶赴台湾马祖的北竿岛，为当地群众祛除瘟疫、
人民的奋斗诗篇。
《家园》则延续作者近几年一直
救民于危难之中的故事。描述视域十分宽阔，历史
在探索的“思辨体报告文学”的风格，以反思的姿
与传说、现实和当下汇聚于此，大陆与台湾、南京
态回眸以深圳为代表的“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
与台湾的关联渊源清晰写出，可谓纵横捭阖、游刃
城镇化进程”，对这一进程当中的“城市病”如人
有余。作者选择一个民间中医来讲述南京故事，显
口膨胀、畸形发展、生态危机、交通拥堵、棚户改
示出一个有别于传统南京故事讲述的新视角，使
造、卫生难题等等做出自己的深入思考，并结合
得南京故事的讲述更为多元和个性。朱晓军与杨
世界范围内代表性城市的治理经验与教训，力求
丽萍合作的《大国粮仓：北大荒留守知青口述实
提出“城市病”治理的深圳经验和中国方案。可以
录》以口述实录方式真实呈现北大荒留守知青“激
说，这两部作品强化了 2018 年中国报告文学的现
情燃烧”的昔日岁月和多姿多彩的当下生活，不仅
实品格，对于重大事件和题材的敏锐度、反应度和
鲜明呈现出非虚构作品所要求的原生态和现场
把握度，表现出与这一文体的本质相对应的使命
感，也呈现出作者经过长达 20 余年的持续追踪采
与担当。
访所带来的人物再现的连续性和变化性。在这样
丁晓原：报告文学是一种特殊的文学样式。其
依据事实而不是依据幻想和虚构的描述中，以及
文学的生成既要遵循文学的基本规约，同时又要
以独具个性的声音还原历史、记录历史的文学呈
体现非虚构审美的自身特性。优秀的报告文学应
现中，将“北大荒”变为大国粮仓“北大仓”的留守
当做到“报告”与“文学”的相生相成。2018 年不少
知青
“伟大寓于平凡、英雄始于普通”
的群像倾情写
作品在报告文学审美化方面达到了较高的水准。 出。
刘晶林的《海魂》以
“海魂”
喻人物，
将守岛 32 年
陈新的《九寨祥云》言说的是 2017 年九寨沟抗震
如一日的王继才夫妇坚毅朴实忠诚乐观的个性和
救援，作者注重通过具体的故事叙说，通过故事中
品质置于恶劣的生存环境之中来表现，在强烈的
人物的有效再现，以非虚构文学的方式落实作品
对比和映照中完成对人物内在精神品格的艺术再
的主题表达。李发锁的《围困长春》以对历史本真
现，写出了平凡人的不平凡人生。刘国强的《罗布
的深刻理解和把握，勇于揭去种种遮蔽历史真实
泊新歌》描绘的是国投新疆罗布泊钾盐有限责任
存在的蒙尘，在宏阔的世局和国情的关联中，对书
公司负责人李守江及其团队在“千里无人区”的罗
写对象的细部烛幽探微，以厚重的叙事和言说，还
布泊，创造中国钾肥产业领军世界市场的传奇故
原那渐行渐远的历史现场。对历史人物的性格叙
事。
作品重点表现了李守江们所谱写的信念
“新歌”
事，既反映了具体的历史真实，又体现出总体性的
和科技“新歌”。而作品对这种“传奇故事”的现实
历史真实。徐剑《大国重器》副标题是“中国火箭军
意义和未来影响的描述无疑也是颇具眼光的。
的前世今生”，这明示了作品“国家叙事”的宏大构
我以为，作为“时代文体”的报告文学不仅需
架。报告文学需要多样化，但无疑对国是国运等的
要迅疾再现时代的风云变幻，更需要积极回应时
书写依然是它的题中应有之义。只是对于这样的
代的潮流与发展，要“及物”地书写现实诉求，承担
大题材，报告文学作家应更加注意以非虚构文学
社会责任，而不是一味在“钻故纸堆”中迷失作家
的方式加以书写，在题材的公共性和书写的个人
的责任和文体的个性。当然，这样的书写一定要以
性之间，在主题的意识形态化和作品的审美性之 “直抵人心”的审美方式进行，因为，对报告文学而
间，生成文学的、思想的、信息饱满的艺术文本。徐
言，真是基础，善是目标，美是容颜。

改革风云下出彩的中国人和事
□李朝全

2018 年是个特殊的年份，中国迎来了改革开
放 40 周年。40 年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发生了全方
位的、全面的深刻变革，社会的变革也极大地影响
了道德人心、人性人情的变迁，重塑了中国人基本
的文化气象和精神面貌。报告文学是一种与时代
同向而行的文体，40 年来，中国报告文学创作成
就最突出的表现是塑造了一批鲜活的时代新人形
象，讲述了大量有关中国发展变革的精彩故事，涌
现了一批记事写人、书史立传的报告文学佳作。
对改革开放 40 年报告文学的回顾，首先是从
年初对徐迟《哥德巴赫猜想》发表 40 周年的纪念。
同时期的作品还包括黄宗英的《大雁情》
《小木
屋》、理由的《扬眉剑出鞘》、陈祖芬的《祖国高于一
切》、黄钢的《亚洲大陆的新崛起》、鲁光的《中国姑
娘》、柯岩的《船长》、李延国的《中国农民大趋势》
等，它们让报告文学蔚为大观，成为了一种堪与诗
歌、小说、散文、戏剧比肩并立的重要文体。在纪念
《哥德巴赫猜想》发表 40 周年的过程里，文学界重
温了报告文学创作的初心，包括报告文学的社会
功能、社会作用和时代职责、时代担当，重温了报
告文学基本的精神品格，强调报告文学要坚定地
与时代同行，与人民同步、同心。
2018 年度，对于时代变革主题的书写，无疑
是报告文学创作最重要的收获。譬如关于改革开
放主题的书写，有何建明讲述上海浦东开放历程
的《浦东史诗》，向新上海的建设者们致敬，抒写中
国人的伟大梦想与实践。
《深圳报告》系列聚焦深
圳 10 个重要项目或高新科技企业，包括李朝全的
《梦工场追梦人》、李春雷的《生在无人区》、李青松
的《无人机》、段亚兵的《深圳拓荒纪实》等。
脱贫攻坚战是 2018 年度文学创作的一个重
点。何建明的《时代大决战》以许家印及其领导的
正大集团对口支援贵州毕节的感人事迹为主线，
关注毕节的脱贫脱困进程。欧阳黔森的《看万山红
遍》描写了贵州铜仁市万山区这个落后地区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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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进程。贺享雍的《大国扶贫》反映四川大巴山的
学家黄大年的形象。陈芳、陈冲的《种子钟扬》用情 《北京遭遇“垃圾围城”
》聚焦大城市的垃圾围城困
扶贫事业，凸显其“宁愿苦干，不愿苦熬”的精神。 刻画了长期扎根青藏高原的钟扬教授这位时代楷
境。李琭璐讲述《中国失踪儿童家庭的忧与盼》，长
张向持的《根基：
“ 西姜寨现象”启示录》讲述河南
模。秦岭的《
“明星”黎明与万家灯火》对大国工匠、 江追问《我的生命谁做主？——死亡门前的调查与
开封市西姜寨这个原本落后的地区如何实现浴火
天津国网电工张黎明事迹进行了生动的叙写。杨
思考》，连忠诚《生死中介人》是对全国首位器官捐
重生凤凰涅槃的故事，带给了人们许多深刻启示。 文学的《使命——时代楷模赵志全》刻画了一位优
献协调员高敏协调档案的记述。曾经以《重症监护
对时代楷模、新时代英雄人物的刻画也是本
秀共产党员的形象。兰宁远的《英雄的中国航天
室》一作引人注目的周芳，
推出了新作《精神病院采
年度主题创作的重要收获。何建明的《山神》将二
员》塑造了中国航天员英雄群体。此外，中国作协
访实录》。
2018 年是知青上山下乡 50 周年，对留守
十几年坚持不懈开凿天渠的时代楷模黄大发作为
创研部在中宣部宣教局的支持下，评选扶持了 35
知青的持续关注，有朱晓军、杨丽萍的《大国粮仓：
自己的主人公，讲述了这位可亲可敬的老村支书
个时代楷模报告文学创作项目，组织一批作家前
北大荒留守知青口述实录》。张雅文满怀悲悯和同
一心为民谋利造福的感人事迹。李迪的《英雄时
往采访一批时代楷模，发表了一批中短篇报告文
情之心，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进行深入调查，
代》讲述了一个个独具特色的深圳警察故事，新颖
学，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通过采访未成年人管教所和女子监狱犯人以及监
好读。冯小军、尧山壁的《绿色奇迹塞罕坝》倾情书
还有一些作品是对当下正在发生的重大事件
狱的管教警察，撰写了《妈妈，快拉我一把》，尖锐
写荒原变林海的人间奇迹，讲述了一个关于坚定
的及时反映。譬如对中国天眼的描写，有丁佳、陈
揭示少年犯罪的社会问题，作出了许多发人深省
追求人生信念、完成宏伟事业的当代传奇。塞罕坝
言的《天之眼》；对中国科学合肥科技园区的描写， 的思考，带给天下为人父母者以警醒和教育。
林场，五十几年，成千上万人，坚持不懈地做好植
有洪放、朱斌方、许东林的《领跑者》；对世界首条
2018 年是汶川大地震 10 周年。向思宇与罗
树造林、建设绿水青山这样一件正确的事情，将一
高速公路光伏路面诞生过程的记述，有李延国、许
鸿创作的《废墟上的“小太阳”——震后少儿成长
晨的《未来之路》；徐剑的《大国重器》聚焦中国火
手记》是作者继关注地震灾区灾后家庭重组、重建
棵树的文章做到极致，最终成就了一番大事业，绿
化美化了一大片国土。这是了不起的一桩伟业，也
箭军的历史，全面客观记录其前世今生；长江的
之后的又一重要作品，重点关注灾后出生少儿的
是隽永的中国故事。刘国强的《罗布泊新歌》讲述 《天开海岳——走近港珠澳大桥》和曾平标的《中
成长。杨黎光的《家园——对现代化进程中“城市
的则是一片不毛之地变成财富绿洲的当代传奇。 国桥——港珠澳大桥圆梦之路》都是对刚刚开通
病”治理的思考》以罗湖区的棚户区改造为例，聚
他将罗布泊钾盐的开发放在国家能源发展和西部
的港珠澳大桥这项世纪工程的适时反映，描述了
焦深圳“二线插花地”的治理，提出如何改造城市
大开发战略的大背景上来描写，立意高远。在表现
工程建造的艰辛历程，回应读者和社会关切，给人
中“贫民区”破旧落后的生活环境、重建新家园这
这一高远立意和主题时，刘国强采用了鲜明的对
留下深刻印象。苏毅的《中国海军也门撤侨》是关
样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这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
比和反衬的手法，着重对比了罗布泊这片不毛之
于中国从战火下的也门撤侨行动的一个及时的报
中必然和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重要的城市病课题，
告和反映。陈新的《九寨祥云》追述了 2017 年 8 月
作者以思辨的笔墨写出了重建家园的艰辛和取得
地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自然条件，沧桑的历史面貌
和今天罗布泊钾盐公司开发以来工业发展以后一
8 日发生在九寨沟大地震中诸多感人的瞬间和现
的突出成绩，反映了百姓普遍的心声。
派兴旺蓬勃的景象，创造出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
场，刻画了一群抗震救灾英雄。
历史题材方面，唐明华的《大风歌：中国民营
对国计民生的关注和描写，也是报告文学创
会价值。作者亲临现场，亲身感受环境的恶劣和不
经济 40 年 1978-2018》聚焦一个个时代弄潮儿，
宜人类生存，以此反衬罗钾人创业之艰辛和经历
作一贯的热点。孙翠翠的长篇报告文学《最后的龙
讲述了与改革开放同步发展壮大的民营经济的历
的百般磨难。建功边疆、沙漠创业的历程本身就是
爪沟》是其中值得特别关注的佳作。作者怀着深切
史。丰收的《珠穆朗玛的眸子》通过抢救式采访和资
感天动地、可歌可泣的一首歌。
《罗布泊新歌》正是
的忧思和内敛的悲悯与心痛，真实地揭开中国北
料搜集整理，力图还原西藏在上世纪 60 年代初期
为这项不寻常的事业而谱写的一曲新歌，赞美的
方部分乡村艰囧两难的生存困境，客观地反映出
那段坎坷的历史，特别是中国对印自卫还击战的
历史，
题材独特，
内容真实可信。
高洪雷的《楼兰啊，
是在古老的不毛之地上萌发和涌动的蓬勃生机。 城乡二元对立导致人口阶层流动性困难与城乡阻
刘国强另一部中篇报告文学《祖国在上》，以生动
隔，以事实印证了乡村振兴战略的紧迫性、必要性
楼兰》以文学考古的方式，试图揭开西域古国楼兰
感人的情节和细节，塑造了新时代杰出的战略科
和重要性，以及乡村振兴之难、之繁重。王敬东的
的神秘面纱。
傅宁军的《南京先生》挖掘牵系海峡两

2018 年 度 ，对 于 时
代 变 革 主 题 的 书 写 ，无
疑是报告文学创作最重
要 的 收 获。如 何 在 抓 住
好 题 材 的 同 时 ，做 到 潜
心创作、精益求精，切实
增强脚力、眼力、脑力和
笔 力 ，打 造 出 文 学 的 精
品 乃 至 高 峰 ，将 始 终 是
摆在作家们面前的一个
最重要的课题。
岸共同情愫的鲜为人知的
“南京先生”
的故事，
彰显
了为百姓送医送药福泽万民的人终将得以不朽的
深刻主题。
衣向东的《桥——
“枫桥经验”
55 周年风
雨兼程》和袁亚平的《寻访“枫桥经验”的前世今
生》不约而同地聚焦浙江诸暨市的枫桥经验，凸显
中国特色的基层社会治理和政权建设的宝贵经
验，具有鲜明而深远的现实意义。简平的《权力清
单：
三十六条》讲述了村级政权建设的
“宁海经验”
，
表现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执政理念。
回望 2018 年的报告文学创作，作家们无疑是
勤奋、刻苦的，取得了与这个文体尊严相当的优秀
成绩。同时，我们也看到，在新时代、新征程、新梦
想、新奋斗的进程中，每天都在涌现出更多可歌可
泣的感人的中国人、中国事，都在期待着报告文学
作家及时的采访与记录。这个时代正在不断地向
广大报告文学作家提出日益峻切和繁重的要求，
因此，
如何在抓住好题材的同时，
做到潜心创作、精
益求精，切实增强脚力、眼力、脑力和笔力，打造出
文学的精品乃至高峰，将始终是摆在作家们面前
的一个最重要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