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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宁《城堡之外》第三部分第六章写到一个情
节，郁澍一心想帮古罗村建起村史馆，一日又围着
麦家祠堂打转，忽见祠堂前荷花池里一塘青铜雕
塑般的枯荷，此时已是冬12月。他想起早两天，妻
子蓝青林的外婆麦含芳讲述四叔麦加洪发现古墓
中一罐千年古莲子，费尽心血，将它们在石缸中种
活，又叮嘱古罗村人把这些千年古莲种遍古罗村，
使之年年开花，生生不绝的故事，郁澍心里突然找
到了提挈古罗村村史精神脉络的关键。

从某种意义上说，努力呈现千年古莲的盛开
之美，可以看作万宁长篇小说《城堡之外》的审美
追求与精神内核。莲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重要
的审美意象：高洁修美，屈原以芰荷为衣；正直而
能自洁，周敦颐引以为君子；莲，怜，藕，偶，“低头
弄莲子，莲子清如水”，莲是爱情的唯美表达；莲生
多子，深根繁衍，有强韧的生命力。《周易·系辞上》
说：“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中国文化传统
之美生生不息，代代有新生命、新形态。无论作者
有意还是无意，盛开在古罗村的千年古莲，似乎就
是作者理想化的价值隐喻。

《城堡之外》是一部女性之书。小说以散点移
位的多重叙事视角结构故事，以生活在网络新时
代下的年轻女子蓝青林为中心人物，以婚姻关系
为纽结，深缝细绗，描绣出从民国至当下沐家、郁
家和麦家三代女性群像。蓝青林曾是都市职业女
性，因一场悲剧性的爱情，从城市退而隐居到外婆
麦含芳的娘家古罗村，半为疗伤，半为谋生，开了
一家名为“古罗旧事”的工艺品店。青年画家、网络
写手郁澍偶然走进店中，被蓝青林的独特气质吸
引，两人相爱，结合，生儿育女，郁澍原生家庭中的
人物也由此进入，成为小说中的重要人物。郁澍的
母亲郁寒雨是高校退休知识女性，丈夫谢一民是政
府官员。郁寒雨的母亲沐上川出生于大革命时代，
是北方一个望族家庭的女儿，抗战时受进步兄长影
响，参加革命。新中国成立以后，与革命干部郁黄结
婚，一起南下，到湘江边一个叫枫城的工业城市生
活工作。蓝青林的外婆麦含芳出生于一个神秘家
族，其家族史隐约可考为某朝覆灭之际避乱于湘西
大山深处的一支军队余部，一边潜居耕读，休养生
息，一边蓄兵筑堡，以图再起。时延世迁，麦氏后人
渐渐模糊了祖先隐居的初衷，走出大山，经商求学，
过起世俗日子。麦含芳本来贵为受过新式教育的大
家小姐，也有理想的爱人，却因时代洪流的冲挟与
爱人永隔离散，又在黑夜孤身一人时被坏人凌辱，
怀孕后仓皇嫁给家中憨厚诚朴的厨子姚守旺，跟
着丈夫回到湘滇边界大山中一个叫浣溪的村子。
幸有姚守旺贴心呵护，麦含芳渐渐从半痴癫的状
态中恢复，然而命运已完全换了另外一个谱册了。

沐家和郁家的女性精神图谱是在时代风云中
有清醒认知，有理性判断，在命运转折处能自觉做
出选择的知识女性。她们追求知识、追求光明、自
立自强，投身社会与理想，无论在事业上还是在生

活中，她们并未因性别原因受过困扰。她们有建构
自己外在世界与内在世界的能力，精神上、经济上
皆可与男性平起平坐。在婚姻生活中，沐上川和郁
寒雨一样，并不因其职业身份而忽略对家庭的责
任，对儿女、父母，她们皆有深沉的爱与付出。另一
方面，对时代变化中的人性，她们又有深邃精准的
认知，对婚姻中的男性，哪怕他们已位高权重，也
有超越于感情之上的冷静审视，毫不留情地透视
出男权文化传统中男性的自私与冷漠。沐上川对
丈夫在特殊时代背景下的重婚选择了包容和怜
惜，郁寒雨也最终不再受所谓道德的绑架，在丈夫
谢一民被组织审查后，勇敢做出与丈夫离婚的决
定，重构自己的生活。

沐上川和郁寒雨代表着社会较上层的知识女
性，一方面因其自身参与社会建设的能力，另一方
面也因为她们的丈夫都曾是某个领域或某个地方
的重要领导，有养尊处优的条件，然而她们都有不
受虚荣和利益诱惑的天性，无论身边环境怎样变
化，都能保持清醒、端然自处，得势时不虚妄、不贪
婪，失意时不自弃、不自卑。她们能接受残损而不
圆满的现实，对生活和世界依然保有善意。小说细
腻地写出了沐上川对家族亲人深沉的爱与怀念，
这种爱与怀念又与对家国命运的担当奉献交织在
一起，这份情感就显得格外崇高而美好。一代人为
之浴血奋斗的伟大事业终于成就，个人情感的瑕
疵与遗憾就不必那么挂怀了。当代小说往往喜欢
对女干部形象进行漫画式刻画，似乎女人只要投
身革命工作就会变得僵化刻板，《城堡之外》对沐
上川这一女革命干部的描写却用了温暖而理解的
笔墨。和女儿郁寒雨一样，她也有脆弱悲伤的时
候，但从理想与事业中获得的力量和满足依然是
她生命的核心支柱。可以说，在当代文学人物画廊
里，沐上川的形象塑造得厚重大气，真实可亲，是
一位立得起来的崭新的人物形象。

《城堡之外》中的麦含芳和蓝青林似乎属于另
一精神谱系。麦含芳被强暴后生下一子，却无法对
这个孩子给出母爱。与姚守旺再生一女，仿佛前世
宿孽，女儿却拒绝母亲，冷漠叛逆，又自作主张嫁
到白龙村，生下蓝青林兄妹。然而母女间无法化解
的冰层却在隔代的外孙女蓝青林身上得以融化。
从精神血脉上看，蓝青林更像是麦含芳的女儿，似
乎一种宿命，蓝青林也同样有爱情残碎的悲伤，有
未婚先孕的遭遇，有被社会伦理审判的命运，却也
同样有从厄运中复苏的强韧生命力。命运的铁手
像揉碎花瓣一样揉碎她们，她们承受，却没有被毁
灭。她们以安静而柔韧的力量，缓缓将身体从现实

的污泥中拔出，回归她们温暖、洁净与宽厚的本
性。她们有一种植物属性，能生长，能绵延，能自
愈，也疗愈和改变着身边的人和世界。老年的麦含
芳在小说中几可看作地母的化身，她宽厚、仁慈、
智慧、周全，以无限的耐心和爱照顾着蓝青林和她
的孩子。小说不厌其细地描写麦含芳一次次精心
制作充满地域特色传统美食的过程，有日常的筒
子骨炖冬瓜、青椒火焙鱼嫩子，也有祭祀和节庆用
的艾叶斋、糯米斋、腊肉、腊鸭和猪血肠。母性无穷
而深厚的爱意、中华民族敬祖奉先的传统美德，通
过麦含芳做出的一道道美食传递了下来，是物质
的营养，更是如大地般的精神养料。小说还用极尽
典雅诗意的语言描写了古罗村及城堡四周的山林
湖泊、花草树木之美。大自然从不枯竭的无穷生命
力，正如麦含芳地母一样生生不息的爱，成为人类
顽强生存的精神隐喻。

回到麦加洪发现古堡中千年古莲，将之播种
于石缸中，使之重生、开花这一情节，我们可以毫
不附会地说，万宁在《城堡之外》这部小说中，不仅
描写了一群具有莲一样精神的女性群像，也赞颂
了莲一样古老、高洁、坚韧、深情、芳馨、生生不息的
中华传统文化精神。必须一提的是，小说的结构极
具特色，小说叙事视角因描写的人物转换而游移，
每一章节都以所写人物的内在视角来聚焦、观察、
表达，着笔皆依着人物，展现了多层次多角度的视
域和态度，小说因此更显厚重丰富、真实可信。小说
结构仿佛无意中在向中国传统小说《水浒传》致敬，
其部分与章节，既有相对独立的单个人物故事，又
有纵横交错的人物关系连环勾锁、密不透风、散整
结合，一个个谜局布下又开解，读起来步步生险，不
能有须臾分心与松懈，有游戏闯关般的酣畅淋漓。
小说布局壮阔、笔力深沉，从民国到当代，从大宅
深院中的闺秀到电脑前日输万字的网络写手，从
北方到南方，从家国风云到儿女痴情，从对真善美
的讴歌到对现实与人性冷峻深刻的剖析透视，从
对宿命的追问与反抗到对人的生存方式的探寻，
作家苦心经营，以几代女性的命运故事为经，以中
国近百年历史风云变幻为纬，编织了一幅展现中
国传统文化生命与根脉生生不息的中国画。

还必须要说的是，在当下的文学评价语境中，
以女性视角来表达和结构故事已不再有贬义。女
性视角并不是阴柔与狭隘的代名词，也不是与男
性对抗的女权主义代名词，它只是地球上另一个
性别的人类的视角，它兼具阳刚与柔美、古典与现
代、继承与创新，万宁的《城堡之外》就充分体现了
这样的美学特征。

生生之美
——读万宁长篇小说《城堡之外》 □张 战

以
笔
为
记

雕
塑
家
国

—
—

读
《
诗
意
栖
居
柯
柯
牙
》
有
感

□
李

舫

技法融中西 曲韵传两岸
——歌仔戏作曲家江松明及其《侨批》音乐创作 □李 晖

歌仔戏源于闽南的“歌仔”，形成于台湾，之后
回传大陆，历史不过百余年，但在全国三百多个剧
种当中具有独特性，在闽台文化交流中具有特殊
地位。歌仔戏是海峡两岸共有的剧种，江松明是一
位在两岸歌仔戏界都备受推崇的作曲家，在两岸
歌仔戏音乐交流中做出突出贡献，推进了两岸歌
仔戏创作的时代步伐。

两岸歌仔戏界共同认可的作曲家
从1990年至今，江松明创作的《戏魂》《保婴

记》《蝴蝶之恋》《谷文昌》《侨批》等十多出戏，几乎
囊括历届福建省戏剧会演的“优秀音乐设计奖”，
在每一部戏中，江松明均担任音乐设计、配器和乐
队指挥。早在1991年，《戏魂》就荣获全国戏曲现
代戏观摩演出“优秀音乐设计奖”。之后，《邵江海》
荣获文化部第十二届文华“音乐创作（作曲）奖”，
《蝴蝶之恋》荣获文化部第十三届“文华音乐创作
（作曲）奖”及第十一届中国戏剧节“优秀音乐设计
奖”。作为福建地方戏的作曲家，能够获得这些国
家级奖项，是非常难得的。

1995年，江松明随漳州市芗剧团第一次赴台
演出，开启了与台湾歌仔戏界的交流。1996年，台
湾的明华园邀请江松明赴台协助培训剧团文武场
成员。了解台湾歌仔戏音乐与风格后，江松明为
明华园的年度大戏《燕云十六州》进行创作，他担
任作曲、配器，并指挥。1997年 9月—1998年 1
月江松明被公派到台湾戏曲学院（原复兴剧校）
任教，课程包括歌仔戏传统曲牌运用以及乐理、
和声、配器、合奏课等。如今台湾的歌仔戏界，有
不少艺术人才都曾上过他的课。江松明还曾给宜
兰歌仔戏剧团上过课，当年临时写了一首《水底
鱼变奏曲》（民乐合奏）作为练乐曲目。他在台湾
给学生们排练演奏过的曲目有《月赋》（箫、胡
琴、扬琴三重奏）、《召唤》（琵琶、唢呐二重奏）、
《蝴蝶双飞》（小广弦独奏）、《闽南节庆》（扬琴独
奏）等。台湾戏曲学院的学生至今还在演奏《吹鼓
乐》，并成为他们的常演曲目。《燕云十六洲》是江
松明与明华园的第一次合作，他在这出戏中运用
了西方作曲技法进行和声配器。在此之后，他与台
湾的部分歌仔戏剧团，尤其是明华园开始了长期
的合作，《蓬莱大仙》（明华园）、《周阿春》（台湾戏
曲学院）、《梨园天神》（唐美云歌仔戏团）、《狂魂》
（一心戏剧团）等，大约有20多部大戏，赴台创
作、教学、艺术交流十多次。台湾学界曾高度评价
江松明对台湾歌仔戏音乐创作的影响，认为“对
岸音乐设计方式，打开歌仔戏新纪元”，使台湾歌
仔戏音乐创作模式从“安歌”（套用传统曲牌）到

“整体音乐设计”。江松明歌仔戏的音乐创作方式
让台湾的剧团意识到戏曲音乐专职作曲的“无限
可能与重要性”。

歌仔戏剧种音乐
与中西作曲技法的双重积淀
江松明十二三岁时开始学习扬琴和大提琴，

走上了音乐之路。13岁参加了“毛泽东思想文艺宣
传队”。在文艺宣传队里，江松明得到“样板戏”的历
练，西洋音乐融入戏曲的音响效果潜移默化地打
开了他的多声部思维。1975年，漳州市文艺宣传队
转为漳州市芗剧团，开始接触歌仔戏音乐，并且在
乐队里研习剧种乐器、传统曲牌和锣鼓经，在剧团
里他几乎学会了所有的乐器。1983年，江松明到福
建省艺术学校理论作曲大专班进修，开始了正规
的作曲学习。剧团多年的浸泡，艺校三年的训练，江
松明因此具备了歌仔戏剧种音乐与中西作曲技法
的双重积淀。他用心地收集曲牌，无论是常用的还

是生僻的，对歌仔戏的传统曲牌非常熟悉，因此在
运用歌仔戏的音乐程式时有丰富的选择性，得心应
手。江松明在中西作曲技法上下了很大的功夫。他仔
细研究“五声调式和声”“梅西安作曲技法”“兴德米
特和声体系”“近代音乐创作技法”等。在进行歌仔
戏音乐创作时，江松明无时无刻不在思考用什么
样的和声体系，十分注意歌仔戏旋律与和声的贴
合。江松明深谙西方音乐作曲技法，将之融入到歌
仔戏剧种音乐服务，所有的作曲技巧都是为了更
好地呈现歌仔戏音乐的剧种特色和韵味。

江松明创作的歌仔戏音乐作品，总是立足于
传统。歌仔戏以唱为主，曲调优美，其【七字调】【杂
碎调】【哭调】等传统曲调在两岸广泛流播。因歌仔
戏音乐的剧种特色鲜明，曲调具有很高的辨识度，
因此新创剧目必须把握住歌仔戏音乐的剧种韵
味，才能获得观众的认可。江松明创作新剧目音
乐，都会精心地挑选传统曲牌，在此基础上再围绕
人物、剧情、情感进行延展、变化与创作。“旋律可
以是变化的，但音乐语汇必须是歌仔戏的”成为江
松明坚守的一个创作原则。创作主题，新创旋律，
必须用歌仔戏的剧种音乐语汇来写。有限时长内，

为了使全剧的音乐更加凝练和具有代表性，江松
明也常常借鉴西洋歌剧创作中，音乐主题贯穿全
剧的手法。他创作的多部歌仔戏都有鲜明的主题
音乐意识，主题皆源于歌仔戏的传统曲牌。

江松明还致力于开掘歌仔戏乐器的音乐功
能。于大戏中凸显剧种特性乐器，提升其技巧难
度、彰显特色；为剧种特性乐器谱写协奏曲，提升
其作为乐器的独立性；他甚至在写每一部戏的音
乐时，刻意突出一件特色乐器。如在《邵江海》中突
出歌仔戏传统“四大件”之一的大广弦，并呈现从
未有过的大广弦独奏、大广弦与月琴二重奏的演
奏形式。他对歌仔戏音乐的发展有其独到的见解，
他有志于创制一套歌仔戏所特有的文场和武场乐
器，他尝试了“小广弦”的研制，“五音竹筒鼓”的发
明与推广，锣鼓经的剧种化改良等等。

无论现代戏还是古装戏，无论精品戏还是业
务戏，他链接传统，积极创新。江松明的戏曲音乐
创作力求做到符合剧情发展、铺垫背景的需要，为
文本提供强有力的音乐支撑，又尽可能地保持剧
种的特性，不失歌仔戏的韵味。

歌仔戏《侨批》音乐的守正创新
近年来，厦门歌仔戏研习中心潜心打造的《侨

批》，是一部用地方戏曲讲述侨批故事的大戏，也
是继《蝴蝶之恋》后两岸合作的又一力作。《侨批》参
加2020年戏曲百戏（昆山）盛典开幕式演出时，乐
队约一半来自台湾，且由台湾的演奏家担任主奏。
来自台湾的演奏家们，有江松明的同行，也有他在
台湾戏曲学院教课时的学生，他们如今都是台湾歌
仔戏音乐界的中坚力量，对歌仔戏传统音乐十分
熟悉。在演奏中，两岸歌仔戏演奏家们配合默契。

歌仔戏《侨批》讲述的是厦门侨批历史上独特
的人物黄日兴，从传递“侨批”到成立最早的专营
银信汇款机构“日兴批局”的故事。“侨批”记载中
国华侨艰难的创业史、背井离乡下南洋的集体记
忆，书写老一辈华侨刻骨的家国情怀，浸透着他们

对祖国至死不渝的热爱，对故乡、对亲人质朴而深
沉的责任担当。侨批故事蕴涵宗亲血缘、故土乡
愁、家国情怀等丰厚的情感层次。歌仔戏音乐擅长
抒情，以哭腔见长，极富感染力，很适合演绎具有
悲情基调的题材。在创作歌仔戏《侨批》时，江松明
从歌仔戏传统曲牌【大哭调】提炼出音乐主题，并
选择歌仔戏特性乐器“鸭母笛”作为主奏乐器，其
苍凉凄厉的音色烘托全剧深沉悲伤的情感底色。
主题贯穿全剧，无论原型还是变体，无论伴奏唱腔
还是背景音乐，主题不断变奏再现。全剧的音乐基
调悲怆厚重，既有宏大叙事又具日常情感，气势恢
宏又感人至深。

《侨批》的舞台空间是灵动的，并且常有时空
的交叠。江松明善于在大戏中采用不同的唱腔演
绎方式，擅长写作伴唱、重唱、合唱等，其戏曲音乐
创作中多声部音乐思维，为演员在叠置的舞台空
间同时演唱提供可能。如开场的伴唱“痴情望海
水，君船何时开……”琵琶、古筝的低吟浅唱过门
后，凄美空灵的女声仿佛从遥远的年代飘来，细腻
的音乐穿越时空，叙述着极致的无奈与哀伤。剧中
常用“痴情望海水”这一凄美的女声伴唱，连接舞
台上的另一时空。又如女主人公如意被迫嫁人与
男主人公日兴重返故里在并置的舞台空间，他们
的二重唱，表达出极悲与极喜的浓烈情感对比，将
戏推向一个高潮。歌仔戏《侨批》唱腔的情感表达，
既抒发个体的心绪情境，又开掘出那个年代那一
群相互守望的人的集体情感。

传统歌仔戏唱腔板式变化较少，更多时候是
套用固定曲牌和曲牌连缀。《侨批》这部戏中，歌仔
戏传统【哭调】的连缀编排已不能满足舞台的需
求，江松明对唱腔有了更高的板式变化要求，每一
首唱腔都力求精准到位，在关键唱腔的情感处理
上追求板式变化。如黄日兴的一段唱腔，源自歌仔
戏里的“串仔”【水月亭楼】，【送哥调】后接到【七字
仔】，【改良大哭】【七字仔】流水板，再到【七字仔清
唱】，一段唱腔运用了很多板式的变化。这样使唱
腔更全面地体现情绪的变化，拓展了歌仔戏剧种
的音乐功能，提升了唱腔的表现力。

这出戏中，题材要求音乐呈现沉稳大气，悲凉

庄重，剧情发展需要音乐不同层次的烘托，音乐的
分量非常重，背景音乐甚至多于唱腔，符合题材要
求音乐所达到的厚重感。配器时，江松明特别重视
低音声部，大提琴和贝司浑厚有力的音色体现音
乐的厚重，为全剧的音乐起到有力的支撑作用。有
一场戏，客死南洋的阿祥魂归故里，改嫁的阿香终
于等到“批”，却天人永隔，阿祥魂、阿香和日兴互
诉衷肠，也因并置的表演空间而可视可感，情感更
为真切。这个场景的音乐紧紧围绕三人的对白，音
乐的情感层层推进，在低沉浑厚的重奏音乐渲染
下，“批”不仅跨越了大海，甚至跨越了生死。

歌仔戏《侨批》既有传统歌仔戏擅长的抒情婉
约，又具有现代格调，呈现出能够展现厚重的“侨
批”题材的庄重大气。展现厚重的题材、呈现磅礴
的气势，是对歌仔戏音乐当代创作的一种突破。在
秉持歌仔戏剧种特色的前提下，作曲家在音乐中
充分彰显剧种的力量，又将交响乐配器手法融入
歌仔戏音乐的创作，全剧的音乐具有如西洋歌剧
一般的宏伟气势。

地方戏剧种的音乐具有地方特点与独特价
值，是保持剧种个性的关键因素，但在精品化剧目
创作过程中，又时常显现出与现代审美的距离。在
地方戏曲的现代化进程中，戏曲音乐要在继承的
基础上革新，体现在创作上则对作曲技法提出极
高的要求。歌仔戏源于“歌仔”，旋律的歌唱性很
强，音乐在歌仔戏剧种当中的分量非常重，新创剧
目也更加倚重音乐。几十年来，江松明潜心研究歌
仔戏音乐的传统，积极探索歌仔戏音乐的现代创
作路径。江松明的歌仔戏音乐作品既是戏的一部
分，本身又具有独立的价值，甚至每一首唱腔、每
一段场景音乐都能成为单独的音乐作品。歌仔戏
是两岸互孕共生的剧种，但在剧目风格上存在差
异，音乐上则因江松明的推动，呈现出精致化追求
的共同审美趋向——立足传统的曲调，延展多声
部的交响，实现中西作曲技法与歌仔戏传统曲调
的交融，两岸的歌仔戏新剧目的音乐创作共同实
现了传统与现代的链接与转换。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戏曲现代戏
创作研究》（18ZD05）阶段性成果]

中国生态文学是近年来迅速崛
起的一个文学领域，董明侠、钱建军
新近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诗意栖居
柯柯牙》（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则是
其中不可忽视的一部重要作品，这本
书所致力描述的中国西部生态文明
建设，是新时代中国文明实践的重要
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新时代生态文明
建设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

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肆
虐全球，世界自然灾害频发，引发了
人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反思，

“生态”“环境”等话题成为人们持续
关注的焦点。建设生态文明，关系人
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生态环境是
人类生存发展最为基础的条件。

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北部的阿
克苏地区，年降水量仅50毫米，蒸发
量却高达1500毫米，沙尘暴袭来时，
遮天蔽日、狂风怒号，相隔几米就视
线模糊。千百年的风沙和寒暑，已将
这片荒漠蹂躏得虚土及膝、沟壑纵横
了。这里的人们只能用愁苦的表情和
贫瘠的收成，与命运苦苦对抗。

柯柯牙是天山南麓阿克苏河与
台兰河之间冲击台地上的一片荒漠，
是阿克苏风沙危害的主要发源地。
20世纪80年代，每当季风时节，柯柯牙成为阿
克苏市、温宿县城区风沙危害的主要发源地。
这里浮尘蔽天、黄沙弥漫，给这里的各族人民
生产生活造成严重影响和危害。1985年5月，
时任阿克苏地委书记的颉富平，提出了建设阿
克苏东城柯柯牙防风林带的设想。同年6月，
阿克苏地委、行署作出决定：发动全社会力量，
在柯柯牙建造大型人工防风治沙林带。1986
年3月，阿克苏启动“柯柯牙荒漠绿化工程”，
从此开始了长达36年的荒漠化治理。

正如这部书的扉页所写：“这是一个关于
阿克苏各族人民向往美好幸福生活并为之努
力奋斗的故事”。《诗意栖居柯柯牙》是以柯柯
牙荒漠绿化工程为创作背景，聚焦柯柯牙生态
治理，由点及面、由小及大，着力描画了柯柯牙
半个世纪以来生态文明建设的成就与意义。

这是中国生态治理的柯柯牙奇迹。
《诗意栖居柯柯牙》从治理柯柯牙入手，着

力讲好新时代的新疆故事。作者将阿克苏的生
态文明建设划分为三个历史时期：求生存、求
发展、求生态。这也是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深刻
思考。纵观历史，人类已经经历了原始文明、农
业文明、工业文明的阶段，工业文明时代虽然
让人类积累了大量的物质财富，但也使地球遭
遇了前所未有的生态危机。危机面前，建设生

态文明、走绿色发展道路是人类唯一
的出路。

在作者笔下，36年来，阿克苏七
任地委书记带领上千万人艰苦奋斗，
硬是在寸草不生的荒漠上，造出了四
百万亩的树林。一任接一任的领导干
部锚定目标不偏向，一批接一批的群
众接续奋战不停歇，让一片接一片的
戈壁荒滩不但长出了“绿色长城”，长
出了驰名全国的“阿克苏冰糖心”苹
果，长出了红枣、核桃、杏子等瓜果产
业，还长出了“国家森林城市”“全国
园林绿化先进城市”“中国优秀旅游
城市”，长出了“绿色银行”。

这部报告文学的突出特点是用
真实细腻的手法，从不同的侧面勾勒
出阿克苏人丰富而饱满的内心世界；
用全景式的结构，大开大合地展现了
阿克苏人民改天换地的豪迈气概与
奋斗精神。这部作品中无处不在的历
史厚重感和磅礴气势，让“自力更生、
团结奋斗、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的柯
柯牙精神变得立体而鲜明。

值得一提的是，《诗意栖居柯柯
牙》是一部文艺工作者“不断增强脚
力、眼力、脑力、笔力”的优秀作品。董
明侠、钱建军两位女作家用脚去丈

量，深入阿克苏地区，采访数百位植树护林人
员，再现了一幅幅阿克苏地区各族干部群众为
实现诗意生态坚持不懈、砥砺奋进的生动画
面。更进一步说，报告文学《诗意栖居柯柯牙》
可谓凝结了时代精神证实了实践出真知，是一
部凝聚了知识广度、思想高度、历史深度、情感
温度的动人的生态报告文学。

7月12日至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疆
考察调研，强调“新时代新征程上奋力建设团
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
良好的美好新疆”，指出“做好新疆工作事关大
局，是全党全国的大事”。

新疆地处我国西部边陲，这个区域位于欧
亚大陆中心腹地，陆地边境线5600多公里，
周边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巴基斯坦、蒙古、印度、阿富汗接
壤，是中国向西开放的门户、古丝绸之路的重
要通道，在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

今天，新疆已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交
往交流的重要通道，是中国向西开放、发展全
方位对外开放格局的重要一环，更是我国社会
发展的天然屏障、国家安全的重要区域。在新
时代新征程上，如何讲好大美新疆的中国故
事，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深刻思考。

《《侨批侨批》》剧照剧照

《《侨批侨批》》剧照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