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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写作之美》
王 雄 著

外文出版社 2019年12月出版

作为一部系统探究
《红楼梦》写作艺术的专
著，该书采取实例评点、
夹叙夹议的方式，从谋篇
技巧、语言张力、修辞艺
术和美学意境等多个方
面，探讨、剖析和归纳了
《红楼梦》的写作之美和
文学价值，观点新颖，表
述严谨，语言灵动，图文
并茂。

新书贴

带着深厚情感捕获乡村的诗意
——郑彦英兰考采访记

（见今日5、6、7版）

永恒的艺术力量
在厦门青年导演训练营的演讲

□刘 恒

脱贫攻坚脱贫攻坚
创作进行时创作进行时

重重
要要
新新
闻闻

3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中央应

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李克强主持召开领导

小组会议，针对疫情变化部署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措施，在

有效防控疫情同时积极有序推进复工复产。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

导小组副组长王沪宁出席。

（据新华社电）

作家郑彦英曾说：“完整地记录、表现生

命感觉的原生态，会让我在写作中激动并快

乐着。这种激情和快乐，滋润着文字，也滋润

着我的生命，并期待着去滋润读者的眼睛和

心灵。”

2019 年 10 月，他接到一个艰巨的任

务——写河南兰考的脱贫攻坚战。为此，他多

次赴兰考深入采访，走访了每一个乡镇，与百

余位老百姓交谈，以独特的视角和深入的思

考展开创作，推出了30万字的作品，拟于今

年8月出版。

兰考大文章，从宏阔的历史开始

2019年9月，中国作协围绕脱贫攻坚这

一主题，邀请来自全国的25位作家撰写报告

文学作品。其中一个考察地点定在了河南兰

考，由郑彦英担当这一写作任务。

接到任务后，郑彦英马上和河南省扶贫

办联系，带着摄像师，先去兰考踏踏实实待了

一个月。他说：“从兰考的历史到现在，我要想

办法摸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站在兰考的东坝头，郑彦英十分感慨。在

这里，九曲黄河完成了最后一弯直奔大海。东坝头这段黄河，

自古以来就以“善淤、善决、善徙”闻名于世。2500多年间，其

下游决口多达1590多次，大堤内形成了多处沙丘沙岗、滩涂

湿地。

站在此地，郑彦英明白了兰考为啥会有那么多沙地、盐

碱地和大风口，“黄河河道滚来滚去，到了咸丰五年（1855

年），黄河在兰考决口，死了几十万百姓。十几年后，黄河河道

在这儿拐了个急弯朝北入渤海，水边形成大片盐碱地。急弯

处没有任何遮拦，赶上刮风下雨天，小麦都能刮上天，完全不

适合人类居住。”

站在东坝头，郑彦英想起1952年毛主席到东坝头视察

黄河，发出了“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伟大号召。他还想起

了2014年3月17日下午5时许，习近平总书记到东坝头视

察。总书记伫立岸边眺望，询问黄河防汛情况，了解黄河滩区

群众生产生活情况。

郑彦英决定，他的报告文学第一章将走进兰考历史深

处，从黄河东坝头开始。这部作品将在历史的丰赡与宏阔的

背景下展开，挖掘黄河对兰考的塑造和深沉的历史含义。挖

开淤泥后的历史打捞，清理遮蔽后的文学思考，令他的作品

充满厚重的质感。

把路线和日程安排得满满的

张命月一直记得和郑彦英的第一次见面：“2019年 9

月，我第一次见到郑老师，人特别和蔼可亲，没一点架子。我

和郑老师有说不完的话。”

张命月是兰考县扶贫办原副主任，说话做事干练爽快。

从2019年9月直到年底，郑彦英数次赴兰考采访，都是她陪

同。张命月说：“郑老师重视和各职能部门的面对面访谈，往

往是上午谈三个人、下午谈三个人、晚上谈两个人，一天要见

8个人，晚上谈到10点多才休息。有些部门的访谈不止一次。

比如围绕补齐农村基础设施短板，郑老师和兰考县农业农村

局、卫健委、环保局的相关领导都进行了两次访谈。”

通过面对面深入的访谈，郑彦英了解了各职能部门的顶

层设计和具体举措，从制度层面上对兰考最终打赢脱贫攻坚

战有了全面把握。

郑彦英重视下乡采访，要求张命月把“路线、日程安排得

满满的”。

郑彦英来到兰考东坝头镇张庄村。当年焦裕禄书记下乡

调研，就是从张庄村村民魏铎彬那里学会了翻淤压沙。当年

魏铎彬的母亲过世，第一天下葬，第二天棺木就露出来了，因

为这个村位于大风口。魏铎彬将下面的淤沙翻上来盖住坟

头，坟就不动了。焦书记学到翻淤压沙的经验，在全县推广。

在张庄村，郑彦英走访了当年焦书记下乡调研的见证人、90

多岁的雷中江老人，听他讲述了这段动人的历史过往。

离开张庄村，郑彦英又来到焦裕禄精神体验基地，拿起

铁锨亲自动手翻淤压沙。兰考的地质结构，往地下挖三尺就

是淤泥，翻淤压沙后种上小麦，麦子再长起来，流动的沙丘就

会被固定住。郑彦英还在东坝头镇采访了一位孤寡老人，老

人生活贫困，还有重疾。政府帮他治好了病，并帮他开办了民

宿。郑彦英深深地为老人高兴。

在堌阳镇徐场村采访时，郑彦英发现这是个民族乐器

村，村民用当年焦书记带大家种的泡桐制作古琴、古筝等乐

器，全村脱贫致富集体奔了小康。

郑彦英采访了徐场村民代胜民。代胜民的父亲名叫代士

永，是徐场村第一个做乐器的人。上世纪90

年代初期，代士永给上海民族乐器厂供泡桐

木，一方木材挣几百元钱。而他发现，厂里用

一片泡桐木做音板，做出的古琴卖3000多

元。他动了脑筋，想请上海师傅来兰考教做古

琴。乐器师傅说，到了兰考就会失去上海的工

作。代士永随即拿了2万元钱给他。师傅被感

动了，来到兰考。代士永叫了两个儿子和村里

的几个小伙子一起学，两年后，大家都掌握了

制作古琴的技术。

经过多年发展，徐场村现在已形成了完

整的产业链。村民争相比着，你做乐器我就做

包装，你做皮墩我就刻字雕花。邻村村民也有

不少人被吸引来打工。村里一个大爷告诉郑

彦英，今年给儿子在郑州买了一套房，还提了

一辆车，手里还有十几万。

郑彦英还了解到，大路两边的泡桐不能

做乐器。泡桐林深处的泡桐，安静生长10年

以上，伐了才可以做成美妙的乐器。兰考沙地

长出的泡桐，做出的音板有极强的共鸣。中国

音板市场的98%都是兰考供应的。

郑彦英出生于陕西礼泉县农村，对农村

有着深厚的情感，曾被称为“乡村诗意的捕获者”。在兰考农

村的深入采访，令他每一天都沉浸在兴奋激动中。他说：“看到

孤寡老人晚年幸福，看到过去的懒汉能致富，看到一个村、一

个乡、一个县的农民真正脱贫致富，真是发自内心的高兴啊。”

和村支书交朋友

郑彦英曾言：“我是在黄土高原长大的，我从小喝的水里

有黄泥的味道，我从小呼吸的空气里有浩荡的西北风刮来的

粉尘。”数赴兰考，他将对家乡的情感“移情”于兰考。不拘小

节、个性豁达的他，和兰考的多位村支书成了朋友。谈起他们

来，郑彦英如数家珍。

葡萄架村村支书李永建年轻有头脑，跟父亲在郑州开粮

行，生意做得很大。村里选他当村支书时，李永建的家人起初

特别反对，认为一个月就挣几百元，能有啥出息？

李永建回村后，开始琢磨怎样带村民脱贫致富。他投资

30多万元，建起自动升温降温的大棚种植蜜瓜。郑彦英观察李

永建的蜜瓜种植，发现整个过程实现了兰考县委书记蔡松涛提

出的“龙头企业坐两端，农民兄弟干中间，普惠金融惠全链”。

郑彦英说：“河南省农科院专家化验土壤，认为此地适合

种蜜瓜。政府先建起100个大棚，请来农科院专家指导技术，

瓜长成后由政府收购。公司负责两端，老百姓只干中间。普惠

始终跟随。”瓜熟了，郑彦英走进李永建的大棚里品尝，说“比

新疆哈密瓜还甜”。之后，他见人就推荐。

郑彦英在葡萄架村碰见一家最寻常的农民，儿子和母亲

相依为命。现在娘俩承包了两个瓜棚，一个棚一年稳稳当当

能挣几万元。这样的温暖故事，让郑彦英印象深刻。

仪封乡代庄村村支书代玉建也是在外地经商多年，后被

村民推选为村支书。他当村支书第一年，从郑州带蒜种回来

号召大家种蒜，没人听他的。因为去年种蒜赔得厉害，收的蒜

恨不能豁沟里，今年谁还要种？ （下转第2版）

中国民协推进
“两大工程”编纂

为生动记录广大医护人员和社会各界在抗击新

冠肺炎战役中涌现的感人事迹，充分反映全国各族人

民众志成城、共克时艰、敢于胜利的中国精神，进一步

推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活动面向现实题

材创作，中国作家协会2020年定点深入生活项目增

设“抗击疫情”专项扶持选题。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抗击疫情”专项扶持选题纳入本年度定点深

入生活项目，申报工作从发布之日开始，至2020年4

月30日截止。

二、凡是直接参加抗疫一线工作或者前往疫区前线

采访的作者，无论是否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均可申报。申

报表格从中国作家网（http://www.chinawriter.

com.cn/）下载。

三、选题要求健康向上，以“抗击疫情”为主题，书

写此次抗击新冠肺炎战役中的典型人物和感人事迹，

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人道主义精神，真实记

录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

人民，在遏制疫情发展、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坚决打赢

抗疫阻击战中所取得的伟大成就。

四、中国作家协会团体会员为推荐单位。有意申

报者向所在地、行业的团体会员提出申报。各团体会

员对申报者进行遴选、论证后填写推荐意见，报送中

国作家协会定点深入生活办公室。每个团体会员推荐

人数为2至3人。推荐单位将申报人员信息汇总表发至

中国作协创联部综合处邮箱：zgzxclbzhc@163.com。

中央和国家机关系统作家，直接向定点深入生活办公

室申报。

五、申报者须具备以下条件：

1、申报选题扶持的作者应具有参加抗疫一线工

作，或赴疫区一线进行实地采访的经历。

2、申报选题扶持的作者应具有较高的思想艺

术追求和精益求精的写作态度，有相应的文学创

作实力。

3、具有成熟创作计划，或者初步完成创作“抗击

疫情”作品。

4、创作体裁不限。

5、字数要求：不少于5万字（诗歌按每行100字折

算），创作完成时限：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东土城路25号中国作协定

点深入生活办公室

邮 编：100013
电 话：010-64489843
联系人：赵兴红

中国作家协会定点深入生活办公室
2020年3月18日

中国作家协会关于2020年度定点深入生活项目
增设“抗击疫情”专项扶持选题申报的通知 本报讯 3月 20日，中国民协召开《中国民间文学大系》

《中国民间工艺集成》编纂工作视频推进会，推进“两大工程”编

纂工作。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协主席、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

版工程领导小组副组长潘鲁生，中国民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

席、出版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邱运华，以及出版工程

学术委员会代表、《大系》和《集成》主编代表等参加视频会议。

会上，邱运华传达了中国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陈建文对

“两大工程”编纂工作的要求。陈建文说，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

工程第一阶段12个门类示范卷编纂完成，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为今后的全面铺开工作奠定了重要基础。这项工程是国家重大

文化工程，全社会特别期待，学术界十分关注，希望大家在后续

的编纂出版工程中，务必按照国家工程的标准开展工作。

潘鲁生就推进“两大工程”作了工作部署，并就编纂出版工

作提出三点意见。一是深刻认识“两大工程”编纂使命，充分把握

工作要求。二是充分总结和发扬已经取得的好经验，坚持学习，

充分交流，细分任务，数据同步。三是全力完成目标，切实保证编

纂出版质量，使《大系》和《集成》名副其实，充分彰显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当代人文精神。邱运华表示，2020年是全

面铺开“两大工程”编纂工作的关键之年，各地必须铺开全部门

类的编纂工作，按照2025年完成的时间节点来规划，保质保量

完成任务指标。

据悉，“两大工程”2020年的编纂目标是《中国民间文学大

系》完成编纂出版40卷，进入编辑审读程序70卷；《中国民间工

艺集成》完成10卷编纂出版工作。会上还介绍了《大系》编纂进

展情况和编辑出版要求，针对出版工程的文库出版、数据库建

设、社会宣传活动、民间文学普及读本等方面工作情况进行了

详细介绍和总结，并对2020年《大系》编纂工作做了全面计划

和解读。 （张慧霖）

7 年前，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

习近平主席提出命运共同体理念。7年

后的今天，波及五大洲的新冠肺炎疫

情，让全世界更加深切地体会这一理念

的丰富内涵和深远意义。“疫情没有国

界，世界各国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

体”，在习近平主席与各国领导人的会

谈、通话和慰问电中，“命运共同体”成

为高频词，它表达了国际社会携手抗疫

的决心，寄托着各国共渡难关的希望。

疫情是人类共同的敌人。正在进

行的战“疫”行动对“命运共同体”作了

最好的诠释。疫情暴发后，站在防控第

一线的中国本着公开透明原则，及时向

世卫组织及有关国家和地区通报疫情

信息，分享病毒基因序列，邀请国际专

家一起工作，积极开展抗疫国际合作，

不仅旨在维护中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也为各国抗疫争取了宝贵时

间。“中国人民为防控疫情付出巨大牺

牲，为全人类作出贡献”“我们要认识到

武汉人民的贡献”……国际社会的积极评价，道出各国人

民对中国抗疫担当的敬意。

患难之际，“命运共同体”是守望相助的真挚情谊。

“伙伴的意义和价值不仅在于顺境中共襄盛举，更在于逆

境时携手前行。”在中国抗疫最艰难的时刻，100 多个国

家和数十个国际组织给予支持与慰问，俄罗斯、白俄罗

斯、韩国、日本等国援助的医疗物资，“巴铁”倾尽国家

储备筹集的口罩，意大利总统府举办的抗疫专场音乐

会，让我们感受到来自人类大家庭的暖意与力量。当

疫情蔓延到世界各地，中国也在尽己所能伸出援手：向

80 多个国家和世界卫生组织、非盟等提供援助，与各国

卫生专家加强沟通交流，向伊朗、伊拉克、意大利、塞尔

维亚等国派遣医疗专家组。大道不孤，大爱无疆。在

一个个真情交融、命运交织的故事中，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已经化为同舟共济、携手抗疫的生动实践，给各国人

民带来信心与力量。

大疫当前，团结合作是战胜病魔的有力武器。目前，

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超过 30万例，疫情扩散至 180

多个国家和地区。波及范围之广，患者数量之多，扩散蔓

延之快，无不说明这次疫情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挑战，迫

切需要加强各国合作应对。战胜关乎各国人民安危的疫

病，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置身事外，唯有加强协作、凝聚合

力，才能共克时艰。“团结，团结，还是团结！”这是世界卫

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发出的强烈呼吁。从加强疫情防控

交流合作，到深化科技合作，从推动打造“健康丝绸之

路”，到帮助公共卫生体系薄弱的发展中国家做好防疫，

在中国的积极倡导和推动下，各方力量正在行动起来，努

力构筑抗击疫情的坚实防线。

地球是我们的共同家园。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全球

交融合作的进步史。“我们正面临前所未见的全球健康危

机，这是一次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冲击”，正如联合国秘书

长古特雷斯所说，在凶猛的病毒面前，全世界人民心手相

牵、团结起来，方能汇聚起坚不可摧的强大力量，共同护

佑人类的康宁与未来。

（新华社北京3月2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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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不会消失
——访俄罗斯《文学报》副总编科尔帕科夫

□常景玉 （见今日4版）

20202020年年11月月22日日，，作家郑彦英在兰考采访补齐短板奔小康情况作家郑彦英在兰考采访补齐短板奔小康情况。。这是在考城镇李三阳这是在考城镇李三阳
村贫困户李铁柱家村贫困户李铁柱家（（左一为郑彦英左一为郑彦英，，右二为兰考县委书记蔡松涛右二为兰考县委书记蔡松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