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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佳（特邀）

文学观澜
说，请他今年转回家里来过年。她是把习总书记真正
当成了自己的亲人。
还有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村民们精神风貌上
的变化。精准扶贫之前，村民们“等”
“靠”
“要”的思想
特别严重。精准扶贫施行后，整个村庄村民自立更生、
艰苦奋斗的原生内在的动力得到了激发。有一个叫龙
先兰的村民，贫穷时到处砍林场的树，甚至还去偷别的
村庄的树，在政府的帮助下，他通过个人奋斗脱贫致
富，
现在自发组织了村民每天去巡逻护林。
十八洞村的物质生活改变了，精神风貌也改变了，
现在人人脸上都洋溢着幸福感和自豪感。
刘大先：两位老师的书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并没
有只突出某一个人物，
而是塑造了群像。
我国幅员辽阔，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在脱贫攻坚
的进程当中，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显现出来。精准
扶贫政策是自上而下的帮扶，其中既有兄弟民族的帮
扶、兄弟省份的帮扶，也有不同机构的帮扶。帮扶毕竟
是外在的力量，扶贫先扶志，这个志是志气的志。就是
说要人的精神面貌发生焕然改变，才是最根本的出
路。我记得书中总结了乡干部提炼的几句话，叫做“资
金跟着穷人走，穷人跟着能人走，能人跟着产业走，产
业跟着市场走”。这些话不一定是真理，但它一定是因
地制宜的，是当地老百姓和基层干部总结出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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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淀着民间的智慧，积淀着劳动人民的经验。人们在
意的通常是跟我们相通的东西，有爱，有亲情，有友情，
有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些东西才是打动人的东西，
所以以情动人特别重要。李迪和彭学明老师的书写
中，确实有一种与十八洞村人的共情感，这才是真正动
人的地方。
彭学明：我觉得当下众多作家都有一种责任感去
走进这个时代，走进现场抒写。当作家面对宏大的时
代、抒写宏大主题的时候，常常要思考我们要从什么点
去切入。我们不能仅仅把脱贫攻坚当作政治符号去
画，也不能当作政治文章去解读，而应该从人的角度去
切入，写人心、人性。只有通过对比人的命运和精神面
貌的改变，才可能表现出精准扶贫政策是如何深入人
心的。所以我写每个人物，都要写他们前后的命运，通
过人的命运来写时代的命运，通过人的生活的变化来
写这个时代的变化，乃至国家和民族的变化；通过当地
干部群众的个性、品格、奋斗和变化来反映这个时代的
风云际会。我们经常说窥一斑见全豹，一滴水还原太
阳的光辉，就是这个道理。这样，人物写活了，人物背
后的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也都生动起来了。
再有，
“ 真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作者的情
感要真，所写的人物、事件要真，无论小说还是报告文
学，都是从真实的生活中历练出来的。真情产生感动，
真诚产生宝贵，真实产生力量，这三个“真”，我想与所
有的作家朋友一起共勉。
陈 涛：最后还有一个问题，
各位老师能否结合自
己的工作谈谈文学应该如何更好地去介入脱贫攻坚的
实践？
颜 慧：因为我是做出版工作的，实际上中国作协
脱贫攻坚创作工程一启动，我们就约了一些作家，其中
包括哲夫、蒋巍、徐剑，他们写作的范围非常广，涉及新
疆、贵州、甘肃、云南等脱贫攻坚地区；这些作家的关注
点其实不仅仅是精准扶贫，还包括文化扶贫、思想扶
贫、精神扶贫等等。这
一套书现在作家出版
社已经出了 3 本，大概
2020 年是决战脱贫攻坚收官之年，围绕这一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广大作家积极参与、投
在 9 月底，11 本就会出
齐。同时这套书也被
身到脱贫攻坚题材的文学创作实践中，推出了一大批优秀的文学作品。9 月 10 日，中国作家网特邀
中宣部列为今年现实
题材的重点作品。
中国作协创联部主任、作家彭学明，作家出版社副总编辑颜慧，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大先做客
彭学明：中国作家
“文学直播间”，围绕李迪的《十八洞村的十八个故事》和彭学明的《人间正是艳阳天：湖南湘西十八
协会的基本职能就是
团结引导、联 络 协 调、
洞村的故事》两部作品，共同探讨如何以文学的方式介入和呈现脱贫攻坚这一伟大壮举。直播由中
服 务 管 理 ，工 作 的 重
心是要团结引领广大
国作家网总编辑陈涛主持。
作 家 ，让 他 们 走 进 时
代，走进现场，做脱贫
攻 坚 的 见 证 者 、实 践
陈 涛：大家好，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 接着就开始写这个龙拔二大妈和她的老伴儿老杨及一
者、书写者，以文学的
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
广大作家从未缺席，
他们是在场 家人的经历。龙拔二大妈家生活特别贫困，养了 100
力量助力脱贫攻坚，决
者、参与者、见证者、书写者，
创作了许多优秀的文学作 多只羊，一夜之间全部死光了。老伴儿没有钱治病。
胜小康。
品。其中包括今天直播将谈到的两部作品，一部是李 儿子考上了华东师范大学，但是家里没有钱交学费，所
除此以外我们会
迪老师的《十八洞村的十八个故事》，还有一部是彭学 有的重担都落在大妈一个人身上。她每天要把犁背到
做好服务管理工作。
明老师的《人间正是艳阳天：湖南湘西十八洞村的故 山上耕地，日复一日。对于一个将近 60 岁的老人，这
为深入脱贫攻坚一线
事》。今天我们就围绕这两部作品谈一谈如何以文学 个工作真的非常辛苦。脱贫攻坚中，他们家开了一个
的作家提供和创造便
的方式来呈现和介入脱贫攻坚。
农家乐，生活得到很大改善。孩子毕业后受到脱贫攻
利条件，以便他们能够
更安心地写好作品。
先请 刘 大 先 聊 一 聊 你 心 目 中 的 十 八 洞 村 是 什 坚的影响决定去西藏扶贫，儿行千里母担忧。一直到
文章最后，
他才写到这个农家乐的名字叫
“爱在拉萨”
。 我们党有一个很好的经验就是搞试点，讲实事求是。
刘大先：我是一个学者，但是任何一个时代其实都
么样子。
摸着石头过河，如果经验行得通就推广，如果行不通再
他写这么一个小人物的故事，却有跌宕起伏的情
没有所谓为学术而学术的纯学术，一个时代的学术总
刘大先：我 2015 年 4 月去过湘西，十八洞村在花
换一条路走。读这两本书时我有一点非常深刻的感
节，还埋下伏笔，这些处理很吸引读者，我觉得这是李
是跟一个时代、社会的整个历史发展进程息息相关。
垣县，比较偏僻，交通不便。从北京去，有两条路线，一
受，就是中国的老百姓充满智慧。不少好的政策其实
迪写作这本书的一个特点。
我们做任何事情，都不能跟这个时代最重要的话题脱
条就是从北京坐飞机到贵州铜仁，再换乘其他交通工
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这个了不起的传统其实
彭老师更多站在脱贫攻坚总体的视角去看。李迪
节。我们不仅仅是一个历史的见证者，更是历史的记
具，这个过程可能需要三个小时。另外一条路线是我
一直延续着。
则更多讲述了一个个小人物的故事。有些人物在两
载者。我们要通过文学对这个社会和时代进行“立此
当时走的路线，坐飞机到湖南张家界，再到花垣县，然
陈 涛：诸位老师觉得，
一部优秀的反映脱贫攻坚 存照”式的留影。
本书中是有重叠的，这个阅读体验特别有意思，可以
后换乘其他交通工具，经过非常曲折的过程才能到山
的文学作品，
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品质？
以不同的视角观察相同的人物。这种对照阅读使读
我们当然可以去采风、去书写，但是最主要的一点
寨里边。
刘大先：因为扶贫攻坚处在正在进行时，现实始终
者对人物的了解更加多面，更加立体，也可能产生更
是塑造价值观。我们要塑造具有中国气象、中国风格
那个时候当地正在进行各种基础设施建设。因为
不停地在流动和变化，所以很难写。怎么样把还在变
深的感情。
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中国故事要从
有的地方还在修路，机动车开不进去，我看到常有乡民
陈 涛：李迪老师这本书我也看了，文笔简洁，语 化的现实用文字固化下来，并且形成一定的美学品格， 中国本土里生长出来，用自己的话语来讲述，这非常
用马匹驮着沙子和水泥在山路上走。我能感觉到这个
言也很朴素，
情感特别真挚。彭老师为什么要创作《人 这其实有一定的难度。不少作品当然有一种火辣辣的 重要。每个活在当下的具体的中国人都是我们观照
山寨的面貌即将发生巨大的改变。我记得我走进的一
生活的现场感，但是这种现场感怎么样才能流传下去
的对象。我们不是为了文学而文学，文学要回馈这个
个地方叫竹子寨，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去过的地方， 间正是艳阳天：湖南湘西十八洞村的故事》这样一部作
呢？文学区别于新闻报道，应当追求一种具有持久性
品？
社会，回馈时代，回馈成长着的人民，我觉得这是特别
能明显感觉到环境非常干净，乡民们脸上都挂着宁静
的力量。
彭学明：我当时写这本书的时候，完全出于一种对
重要的。
的笑容，在这种干净和宁静背后有一种勃勃生机，这就
写好脱贫攻坚题材的作品，我觉得最根本的问题
家乡的发自内心的热爱之情。习近平总书记到湘西
（本文根据 9 月 10 日直播速记稿整理 整理者：马
是十八洞村给我的第一印象。
是如何讲述一个经过民间智慧打磨的故事。这个故事
十八洞村座谈的时候首次作出了“实事求是、因地制
媛慧）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山里面有层
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重要指示。同时，轰轰烈
层叠叠的不同的野花，还有可能是某种地质活动所造
烈的脱贫攻坚伟大实践就发端在我的 家乡，就在我
成的天坑，景色非常优美。乡民们做的菜特别好吃，尤
母亲仍然生活的地方。我母亲就是湖南花垣县人，
其是腊肉。风景美、人情美、食物美，我觉得这个地方
她的那个村庄跟十八洞村相邻。所以于情于理，我
非常值得一去。
都应该把以湘西十八洞村为蓝本的精准扶贫伟大实
颜 慧：虽然我没去过，但是彭学明和李迪的这
践记录下来，以文学的形式向它致敬。我利用休假
两本书拉近了我跟十八洞村的距离。尤其是书中描
的时间深入到十八洞村去，经常跟村民在一起聊天，
写的风土人情和人物，让我对这个地方感到特别亲近
把所见所闻记录在心里。可以说，这是我用我的心
和神往。
捧出来的真实故事。
彭学明：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湘西人，听到外地的
陈 涛：在众多章节的众多人物中，
你印象最深的
朋友们对湘西留下这么美好的印象，我感到非常骄傲
是哪个人物？
和自豪。
彭学明：其实不存在哪个更深刻，书里面写到的所
湘西全称是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一听就
有人物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的创作理念之一是
知道它是一个土家族、苗族、汉族等多民族杂居的地
只有留在作家心底的东西，写出来才会落入读者的心
区。这里民风非常淳朴，
也有很多特有的民族习俗。
底，
感动读者。
同时，从古至今这里都比较偏僻，从前甚至被称为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村民们由受惠于精准扶贫政
中国的“盲肠”。但是这些年，通过脱贫攻坚，湘西发生
策而生发的对党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感情，
那真是发自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比如交通，除了正在修建的高铁
内心的热爱和感激。
以外，还有凤凰机场，现在每个县都已经通了高速公
比如说，习近平总书记到的第一家——石大姐
《十八洞村的十八个故事》：201 3 年 1 1 月
《人间正是艳阳天：湖南湘西十八洞村
路，县与县之间都是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能够抵达的
家。我去采访石大姐的时候，
她说，
以前家里穷什么都
3
日，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了湖南湘西十八洞村，
的故事》
：湘西十八洞是习近平总书记首次
路程。现在到十八洞村去，满眼都是绿水青山，就像我
没有，
现在杀了一头大肥猪，
熏了腊肉，
问我能不能给
面对苗族父老乡亲，
第一次提出了
“精准扶贫”
提出精准扶贫重要思想的地方，
本书讲述
书里开头描写的景致一样。
习总书记带两块腊肉。我说我带不到，
她说你们都在
的战略方针，
指导全国扶贫攻坚战。沉睡在贫
了各级领导干部与十八洞村民一道，
积极
陈 涛：请颜慧老师根据您的了解谈谈李迪老师
北京工作怎么带不到。她以为在北京工作，
就像在一
困中的十八洞村，
自此蝶变，
张开多彩而勤奋
响应习总书记的号召，
将大山深处积贫落后
是从什么角度描写十八洞村的？
个村里一样，能够天天见面。面对热情的拜托，我只好
的翅膀，飞翔在脱贫奔小康的春风里。作家讲
的边远村寨，逐步建设成因地制宜、合理规
颜 慧：中国作协大概从去年 9 月份启动脱贫攻
说，虽然都在北京工作，但习总书记要操心全国人民的
述了十八洞村这 6 年间，在脱贫奔小康的奋斗
划、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模范村的故事。
坚报告文学题材工程，李迪第一时间响应，10 月份就
事情，
太忙了，
我们见不着。
中具有代表性的 1 8 个精准扶贫、自强不息的
作者彭学明 5 年 8 次实地走访，从十八洞一
去了十八洞村，待了将近两个月。李迪到十八洞村之
石大姐一听有点失望，但失望马上被一种自豪感
故事。书中的 1 8 个故事均采用第一人称讲
个个鲜活的身边事例入手，展现一系列政策
后，不断发图片来讲他每天的感受，感觉他完全沉浸
取代。她对我说，那你还没我幸福。我说怎么没你幸
述，能迅速将读者带入采访现场，聆听采访对
措施在乡间村里的具体施行，以及十八洞村
在其中。书中我印象特别深的是《让我在山上把眼泪
福？她说，你看你在北京工作都很难见到习总书记，我
象独有的声音，体会十八洞村人在脱贫攻坚道
民在习总书记走访视察后，在党中央提出精
哭干》。
住在这山沟沟里，习总书记却专门来看我。我年纪大，
路上的真实感受，
与采访者一同感动。
准扶贫战略后，
实现自身命运的转变。
它第一句是，
“我一下子就被这家农家乐的店名吸
他还认我做大姐，我感到非常自豪。她很执著，又问那
引了。站住脚，走不动。”我作为一个读者特别想知道
农家乐的店名是什么，可作者卖了个关子，并没有说。 能不能托你给习总书记带个信。我说带什么信呢？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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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中的十八洞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