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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乡巨变中酿出的诗意山乡巨变中酿出的诗意
□□潘凯雄潘凯雄

从脱贫到振兴：时代经验的表呈与想象
□傅逸尘

“一望无际的浩瀚沙丘，除去波浪般起伏的沙丘轮

廓，就是沙丘光秃秃的身影……它确实很像波涛汹涌的

大海，只不过颜色不是蓝的，而是黄浊的，让人感到一

种巨大的压抑。”名副其实的“空中无飞鸟，地面不长

草。沙滩无人烟，风沙吹石跑”。

“举目四眺，满眼盛开的马铃薯花和一丛丛叫不出

名字的山花在四周山体上簇拥着、跳跃着，仿佛新组成

的欢迎队伍在向我们热情招呼……那习习清风，拂面如

洗，更令人格外神怡。峡谷之上的蓝天与白云，与那群

山青峰嵌接在一起……”

很难想象：出现在何建明长篇报告文学新作《诗在

远方——“闽宁经验”纪事》中的这画风差异之大的两

段文字所状写的竟然都是那个名叫宁夏西海固地区的

同一片土地，而让这里发生如此地覆天翻变化外在的

物理时间仅仅只是用了20多年，其内在的化学缘由则

是因“闽宁经验”这四字所结出的神奇硕果。

所谓“闽宁经验”，说的是中央在1996年秋召开的

扶贫工作会议上部署安排了福建与宁夏对口扶贫协

作，而时任中共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担任福

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此时的福建和其他

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相比，自身扶贫任务就很繁重，但

习近平同志曾工作在脱贫工作第一线，既有丰富的实

践经验，也有自己质朴的工作作风、独到的理论思考和

深厚的人民情怀。他一到宁夏就深入基层调研，在人民

群众“吊庄”的探索中，提出了共建一个“闽宁村”来带

动宁夏脱贫工作的总体构想。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在

福建人民的帮扶下，宁夏人民用自己的奋斗在一片空

白的黄河荒滩边建起了一座经济繁荣发展、人民安居

乐业的现代新集镇，走出了一条东部扶西部、先富带后

富、多数帮少数、外力促内力的共同奋斗、携手进步与

繁荣发展之路。“闽宁经验”由此应运而生。

何建明的《诗在远方》就是这样一部与其作品副题

所示，全面呈现“‘闽宁经验’纪事”的长篇报告文学新

作。作为一位报告文学创作领域的多面手，何建明对脱

贫攻坚题材的创作并不陌生，曾先后创作了表现贵州

脱贫攻坚优秀共产党员代表黄大发事迹的《山神》、展示

贵州毕节扶贫脱贫的《时代大决战》和以浙江安吉为例

呈现“两山”科学理论的《那山，那水》等作品。尽管如此，

面对“闽宁经验”这样内涵丰富的重大题材，且又涉及闽

宁这横跨东西两个省区，他还是为此做足了功课：一方

面在宁夏分别到固原、同心、红寺堡等市县去走、去看、

去听，深入乡镇、企业、医院、学校和移民家中采访80多

人，收集图书资料100余册、报纸80余份、刊物50多种

以及相关资料200多件；另一方面又去福建实地走访、

采风和查看文献资料，这一切都为该书的创作奠定了必

要必备的基础。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这部长篇报告

文学的创作过程本身也是何建明对总书记提出的“脚

力、眼力、脑力和笔力”这“四力”要求的一次扎实践行。

说实话，对“闽宁经验”这一题材的书写，其题材固

然重大、内涵也十分丰富，但又的确既非文学更不是报

告文学这一文体所能独占。比如从社会学、经济学、历

史沿革、产业发展、自然生态等不同角度都可以写就不

凡的专题研究报告。相反倒是报告文学，既不能不涉及

这些分属于不同的学科与领域，更要以文学独有的方

式来和谐统筹、个性呈现。因此如何以文学为本综合施

策就是摆在创作《诗在远方》时无从回避的一个艰巨任

务。综合总体看，应该说何建明为此的确下了许多功夫，

想了不少招，尤其是在如下三个方面的表现更为突出。

首先，科学客观地揭示与呈现时代紧迫性与历史

纵深感之间的逻辑关系。一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脱贫攻坚作为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做出一系列重大

决策部署，采取了许多具有原创性、独特性的重大举

措，组织实施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力度最强的脱贫

攻坚战，并于2021年取得了全面胜利。另一方面，为中

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始终是中国共产党

人的初心与使命，自打1921年在嘉兴南湖的红船上党

宣告成立之时起，“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就始终不渝地

写在党的旗帜上。正是这样一种逻辑关系，《诗在远方》

中的重头戏固然属于“闽宁经验”范畴中大量鲜活生动的

实践及成果，但党的历代领导集体和他们的代表为宁夏

的脱贫与复兴所付出的心血与实践同样也留下了珍贵的

记载。点与线的交织与呈现，使得《诗在远方》的历史纵

深感大大得以增强。

其次，就本人所阅读过的这种大场景、主题性的报

告文学作品而言，经常出现的一个现象便是多见事鲜

见人。一部数十万字的作品读下来，脑子里能留存下的

多是事而几无人，能够复述的也大抵多是事件而非干

事之人。虽不能简单地断言这样的作品就没有价值，但

作为一部文学作品如果只是见事不见人无论如何都总

是一种遗憾。比之于这类作品，《诗在远方》对人物的写

真与刻画无疑还是十分突出的。面对跨东西两省这样

的宽领域和脱贫攻坚参与者众的大事件，能够有那么

几个人物脱颖而出为读者所熟记就已是殊为不易。以

这样的标准来衡量，我想何建明所交出的答卷至少达

到了优良级。仅就本人阅读感受而言，林月婵、谢兴昌

和孛云峰这三位人物的形象都在我脑海中烙下了深深

的印记。先说那个时任福建省扶贫办主任、对口帮扶宁

夏领导小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在宁夏扶贫干部和宁

夏人民心目中近乎女神的林月婵，这位“从1996年冬

天那一次受习近平委托到宁夏起，每年都会去宁夏，有

时一年一次，有时一年几次……到底去过多少次‘那

边’，连她自己都记不清了”的林月婵而今却已是一个

患有严重帕金森病的患者。何建明在作品中并没有写

多少她在宁夏的所作所为，而只是形象地描摹了她现

在每说一两个字都十分吃力，每说一句话“都会在坐着

的椅子上像鲤鱼打挺式的扑腾、扑腾……”然而即便自

己的身体已然这样，但她心中所惦记着还是“那边”的那

些人和那些事。单是这一个细节，这个林月婵又如何能

够不在读者心目中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记？再说何建明在

宁夏真正见到的第一位从贫困户脱贫致富的农民谢兴

昌，这个被总书记称为“移民的引路人，移民致富的带头

人，闽宁镇发展的见证人”，仅凭他那曾经因贫穷而“生

了五个孩子”，虽“保住了党籍”却“也丢了一个吃商品粮

机会”这一个细节，读者就很难忘记他。至于那个因自家

的脱贫致富又带动数百户贫困家庭走上了小康之路的

孛云峰，也是由于当年在自己新婚后第十天的那个漆

黑长夜而偷偷逃出西海固这样一个细节而深深地被烙

在读者心中。而《诗在远方》中能够给读者留下深厚印

记的当绝非如此三位，这对一部以跨两省叙事为主体

的报告文学而言已是殊为不易的了。

最后，一个地区从深度贫困的形成到消除绝对贫

困的过程，无疑是一个由历史与现实、科学与人文、自

然与社会等多种错综复杂的因素综合交织而成。因此，

对这个过程的呈现必然也是一个相应综合的追溯与复

盘。于是，在《诗在远方》中，除去紧紧扣住脱贫攻坚这

一重大主题外，何建明也时而将笔触向历史、社会、自

然和科学等领域延伸。从而使读者不仅要知道西海固

曾经是多么之贫困，而且还要进一步了解隐藏在这贫

困背后的昨日传说；不仅要看到西海固今日之新颜，更

要了解这新颜背后又包蕴着多少动人而迷人的故事。

这样一种由表及里、由一入多的叙事无疑增加了作品

的宽度与厚度。

诗在远方，远方曾经很远；诗在远方，远方当下就

在身边。

相距3000公里的闽宁两地看上去很远，但共同富

裕的中国梦将他们连得很近……《诗在远方》镌刻下了

“闽宁经验”结出的硕果。这就是《诗在远方》的独特价

值之所在。

在全国人民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接续努

力、踔厉前行之际，回望来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

斗历程无疑是艰辛而又辉煌的。而脱贫攻坚、乡村振兴

无疑是这段历史进程中的高光亮点。何建明创作的长

篇报告文学《诗在远方——“闽宁经验”纪事》（宁夏人

民出版社、福建人民出版社2021年3月出版），围绕着

福建与宁夏两省在结对帮扶的过程中取得的成绩和经

验展开叙事，以宏阔的历史吞吐、精微的细节呈现，全

方位、多角度地展现出向小康目标迈进的过程中，民

族、国家、社会、民生等各层面、系统性的变化，梳理、概

括、表呈“闽宁经验”，由此折射出整个中国社会在扶贫

攻坚、乡村振兴历史进程中的奋斗轨迹。

《诗在远方》把福建帮扶宁夏摆脱贫困、走向振兴

的努力看作是一部时代的史诗，而“闽宁经验”无疑是

这部时代史诗中最富有浪漫激情和想象力的华彩乐

章。作品一开头就写出了宁夏西海固地区贫困的严峻

状况。这个名字有“海”的地方，却因为严重缺水而成为

当时中国最贫穷的地方之一。1996年秋，中央扶贫工

作会议在北京召开，部署安排了福建与宁夏对口扶贫

协作，而时任中共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担任

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从此，宁夏脱贫工

作翻开了新的一页。《诗在远方》重点围绕着宁夏“闽

宁村”的建设，描写福建的一代又一代扶贫工作者按照

习近平同志的指示，帮助宁夏人民发展产业、安居乐业

的艰辛探索。在“闽宁镇”建设模式成功的基础上，宝贵

的“闽宁经验”得以提炼、升华。

现实题材尤其是重大题材报告文学写作必须注重

调查研究，只有通过采访调查、查阅资料，才能深入理解

收集到的事实，发现想要彰显的主题。尤其是近年来，脱

贫攻坚成为主流甚至热门的题材领域，同质化的报告文

学文本有很多，作家的创作往往会遇到一般性材料过剩

和有意味故事欠缺的双重难题，这就十分考验作家的判

断力和思想力。在两年时间里，何建明多次赴宁夏实地

探访采访，先后前往西吉、同心、泾源、隆德、彭阳、海原、

盐池、闽宁镇、红寺堡区等近40个采访点，采访脱贫农

户、当地扶贫干部、福建挂职干部、在宁投资兴业的福建

企业家及援宁医生、教师等80余人，收集各类材料400

余份。在《诗在远方》中，何建明艺术化地再现了闽宁对

口扶贫20多年历史进程中的平凡故事、重大事件，展现

了“闽宁携手、山海情深”的时代主题和人的光辉。

《诗在远方》通篇贯穿着“人民性”的文学思想和美

学原则，自觉地把创作的目光投射到人民大众的身上，

所选择的人物和事例，都带有强烈的民生关切和人文

关怀。作品塑造了一大批扶贫工作者形象，他们集合

在一起，组合成中国扶贫工作者的整体群像。其中，特

别感人的当数时任福建省扶贫办主任的林月禅同志。

如今，她已是退休多年的老人、走路颤颤巍巍，口齿不

清，但当年，她是一个风风火火、雷厉风行的女干部。在

习近平同志的直接领导下，不辞劳苦，来回奔波两地之

间，理顺复杂关系，解决各种难题，组织安排企业前往

贫困地区投资，把当地困难群众安排到经济发达地区

打工就业，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闽宁镇”的建设，她

的作用更加凸显。她把人生最好的一段岁月，都奉献给

了宁夏的扶贫事业。现在说起“闽宁镇”，老人仍然激动

不已，好像又年轻了许多。这个扶贫工作者给我留下了

极深刻的印象。

此前，有了电视剧《山海情》持续热播的成功铺垫，

再来阅读报告文学《诗在远方》，

并不会感到重复；尽管会从书中

读到电视剧中的故事和人物原

型，但收获的却是一种新鲜而深

沉的阅读体验。与电视剧对戏剧

性故事情节的倚重不同，《诗在远

方》以一种散文化的形式、有“我”

的代入视角、优美的语言和处处

流淌诗意的抒情表达，生动记录、

展现了从深度贫困到消除绝对贫

困，从贫困样本到脱贫典型的伟

大历史性转变的全过程。

《诗在远方》的写作中，何建明

有意识地在实与虚、重与轻、面与

点、写实与浪漫的关系上下功夫；

在文本的物质层面，进行了极为

扎实细密的采访与叙事，打造起

坚实致密的生活经验。写实并非堆砌事实，而是要体现

作家的洞见和思想。也就是说，仅仅调查是不够的，还

要辩证分析，寻找到最本源的特质来描绘历史进程、塑

造人物形象进而揭示生活的内在经验。在何建明的创

作谈中，我们看到，“诗在远方”是百姓期待走出六盘

山、飞越贺兰山，看一看真正的大海和清洌的甘泉；“诗

在远方”是扶贫工作者的心愿与情怀。作家的“诗在远

方”——希望能把民族、国家和人民的“远方的诗”真实

地记录下来，再呈现给这个世界。而这些，都成为现实。

因为，这里的“诗”与“远方”，代表着美好和希望。

何建明以“诗在远方”这样一个极其跳荡且蕴含着

丰富可能性的书名，将内陆戈壁与辽远大海勾连起来，

延伸出一个内涵隽永的核心意象，通过一个个感人至

深的故事和丰满典型的人物形象，对扶贫攻坚历史进

程中具有代表性的“闽宁经验”进行了具象演绎，让读

者经由那种遥远的内陆与辽远的海洋之间的互动、携

手，凝聚起对命运共同体的集体认同与想象，体会到那

种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与力量，进而更加全面而准

确地理解、把握诸如“先富带动后富”及至“乡村振兴”

的国家意志背后的底层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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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一
宁

石
一
宁当代重大题材是何建明报告文学创作的一个鲜明特征。综

观其报告文学创作成就，十分显而易见的是，作家始终关注和戮

力表现关系重要国计民生和国家形象的“国之大者”，他的报告

文学作品大多堪称“时代的报告”。长篇报告文学《诗在远方——

“闽宁经验”纪事》是又一新的印证。

《诗在远方——“闽宁经验”纪事》，叙写宁夏贫困地区在福

建省的长期对口帮扶下，最终脱贫进入小康的故事。1996年开

始的闽宁对口扶贫协作的不同寻常之处，是时任中共福建省委

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

主导和后来一直关心闽宁对口扶贫协作，“由习近平亲自创造的

‘闽宁经验’，如今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一条社会主义现代化

发展事业的康庄大道，就是破解世界级难题、摆脱贫困、走向富

裕的康庄大道，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又一次为人类文明史贡献智

慧和精神的康庄大道……”

“闽宁经验”展现了一条怎样的“康庄大道”？作品序章“我心震荡……”为读者

呈示了昔日“苦瘠甲天下”的宁夏西海固今天的惊人巨变。作者在吴忠市同心县、盐

池县、红寺堡新城，西海固的原州、西吉、海原等区县行走，目睹当地的街道、楼群、

市民广场、图书馆、学校和公园，“便彻底无语，唯有心头再度强烈震荡：这里并不比

我故乡苏南的那几个处于‘全国百强县（市）前列的城市外貌差多少啊’”。在固原市

原州区乡下，作者发现，“这里的百姓非常讲究卫生，房间内所有的家什都摆得整整

齐齐，桌子、柜子及窗玻璃，无不透亮洁净。再就是房前宅后，都是挂满果、飘着香的

果树，加上院子内外都还各有一块宽敞的场地，四周又是掩阳透风的绿树……”西

吉县涵江村，2017年原名“烂泥滩村”，每家农户墙壁用泥土垒成，盖屋顶的有的是

瓦，有的是塑料和草秆合成物；房间通常一半在山体的洞穴内，一半露在山壁之外。

村民平时用水靠牛和驴翻山越岭到5公里外的地方驮，还是污浊的黄泥水。因为

穷，2016年前，全村330户中有192户从村里迁出投亲靠友打工求生。凭着闽宁对

口扶贫协作机制，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对口支援该村，修建通向村里村外的路、给

每家每户安装自来水，帮助贫困户无息贷款养牛和建特色大棚，在村里开设扶贫车

间安置贫困户不能独立创业的劳动力等等，加上当地政府贯彻落实中央扶贫政策，

每家每户进行旧房改造与重建，建立养老保险，补贴孩子读书，两年多时间，使村子

彻底变样。村里有了便民小超市、政策咨询和便民服务办公室、西吉农村商业银行

专柜；有了宽阔的村民广场，广场上有可供孩子和老人游乐和运动的各种体育设

施。村子的扶贫车间，使村里的妇女能在家门口上班拿工资，还能兼顾孩子和家务。

曾经的贫困户苏孝平家，是两幢住房，主屋近百平方米，宅基地足球场一般大，四周

环境优美、空气清新……西海固地区曾被联合国粮食开发署确定为最不适宜人类

生存的地区之一。而如今，涵江村“这个过去几乎是全国最贫困的小山村，如今百姓

竟然能享受与大都市人一样的现代化生活方式。”更大的一个奇迹，是闽宁镇（隶属

银川市永宁县）的诞生。1997年，时任中共福建省委副书记、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

领导小组组长的习近平带队来到宁夏考察，于是出现“闽宁村”，之后发展为闽宁

镇，接纳来自西海固的贫困移民。今天，闽宁镇已经成为一座拥有10多万移民、人

均年收入超过1.4万元、率先用上了许多城市都还没用上的5G这样最先进的通信

技术的现代化城镇，成为“闽宁经验”的样板和我国贫困地区通过对口扶贫协作走

向全面小康的成功典范。

阅读这部作品，让人与作者一样心灵震荡，久久难平。这部作品对读者的冲击

力，首先来自作者对宁夏西海固脱贫进小康这一新时代伟大事件的深刻认识与把

握。报告文学是对事实的报告，也是对现实的报告；而从时间的长河来看，报告文学

还是对历史的记录。作者对报告文学的本质和报告文学家的使命具有透彻的理解，

他从宁夏西海固脱贫想到更多、看到更远，他想到和看到反贫困这一世界级难题在

中国共产党人手中得到化解；想到和看到中国共产党人又一次为人类文明史贡献

智慧和精神的历史性意义；想到和看到犹如山与海之恋的闽宁扶贫协作，体现的是

中国脱贫奔小康的壮丽历史进程与浩荡时代洪流，是习近平和当代中国共产党人

“一个都不能少”、56个民族“一个都不能落下”的情怀。思想决定思路，眼界决定境

界，精神指引叙事。作者高屋建瓴的思想高度与认识深度，使作品具有一种宏大和

雍容的气度，如高天行云牵曳郁勃文思，如阔水深流涵养沛然神韵。

在作者的笔下，“闽宁经验”化为脱贫攻坚一线的闽宁扶贫工作者坚韧奋斗的

形象，林月婵、马国林、黄水源、英子、李丹、杨明等为代表的福建扶贫干部和支教教

师，林小辉、严国圣、林水英、陈德启、黄添进等为代表的闽宁企业家，20多年来以

不懈的努力、艰苦的奋战、无私的奉献，有的甚至以生命的牺牲，夺得宁夏反贫困斗

争的胜利。“闽宁经验”也是宁夏贫困群众在中国共产党扶贫更扶志与扶智的政策

激励和扶贫干部的帮助下，改天换地建设美好家园的顽强拼搏。作品中写到扶贫车

间的出现、“在家门口当工人”使宁夏贫困乡村妇女经济地位直线上升，精神面貌焕

然一新，有的憧憬着在城里买房子，有的在家庭户口簿上的名字写在了户主一

栏——“因为买新房子的钱是我在工厂做工赚回的，所以娃他爸一定让我当户主。”

西吉县一位40来岁的“异常漂亮标致”的乡村女性“麦香”，尤其令读者印象深刻。

“麦香”是车间主任，领导着同村五六十个女工，产品一律出口到阿拉伯国家。面对

作者“如果早点看到你，一定要介绍你到北京的哪个民族歌舞艺术团之类的地方去

当明星……”这些半开玩笑的话，她开心地笑说“我们（她和丈夫）不会去的。现在我

的家乡很好，我们在自己的家门口工作，这就是我一生最大的愿望。这个愿望现在实

现了，我会一辈子珍惜的，也会带着大家把这个厂子办好，把家乡建设得更加幸福美

好！”曾几何时，西海固乃至中国所有贫困地区的乡村妇女，能有如此“在自己的家门

口工作”的机会，能有如此不愿去京城只愿把家乡建设得更美好的人生自信……

作者将这部作品命名为《诗在远方》，是因为“闽宁经验”创造了脱贫攻坚的壮

美史诗。作品由衷感叹：“闽宁经验”，闽宁山海之恋，2000多名扶贫干部、教师和十

万闽商的接力奉献，“这就是诗，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美的诗篇。”“闽宁经验”使作者

发现了别有意味的历史内容，发现了时代的诗意。但我认为，诗性也是这部作品的

文体追求。关于报告文学的文学性，何建明曾如此论说：“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等写

实体作品的高贵之处和精神本质，就在于它忠实于客观存在的现实和内容的全部

真实性，同时又注重它的艺术表现力。”他认为，“一些题材内容很不错的写实体作

品由于没有文学语言，不注重文体结构和情节的艺术处理，直白乏味的叙述方法，

影响了作品的传播和阅读，基本上只能算是粗浅的史料或新闻素材。”“文学艺术性

是写实体作品存在的全部意义所在。”（何建明《写实体作品的问题与前景》）这部作

品的文学性，主要体现于其诗性风格。作品除了大量运用诗的语言，还穿插了多首

古典与现代诗歌以及宁夏山歌和“花儿”。有些报告文学的文学性，是表现在对小说

和散文手法的挪用，是报告文学的小说化和散文化。报告文学小说化虽然一定程度

上增强了故事性和可读性，但也颠覆了真实性这一报告文学的质的规定性，从而失

去了读者的信任；报告文学散文化固然也是对文学性的一种寻求，但失之适度，喧

宾夺主，弱化了报告文学的新闻性。而报告文学的诗性开掘和探索，则有可能既强

化报告文学的文学性，同时又坚持报告文学文体的新闻性和非虚构性，因为如同诗

歌是诗人的内心独白，诗性的语言也是一种直接的现实性与真实性的呈现，凝练的

语言风格也更能体现新闻性与文学性的统一。

“呵，是的，西海固，你昔日那贫困、破旧、落后甚至愚昧的景致早已消失在历史

的尘埃之中，一个新的、美丽的、现代而时尚的新西海固已经在我们面前崛起，不仅

有一大批令人心动的‘麦香’和她们的孩子、丈夫，还有雄健的马儿、高高的山梁、蓝

蓝的天空、青青的草原和宽阔的公路，更有无垠秀美的山川与原野……”这样的诗

化语言在作品里多得可信手拈来，它们是对客观现实的记录，是作者主观情感的抒

发，也是报告文学艺术本体的丰富性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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