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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地区是我国七大自然地理分区之一，
东临华中地区、华南地区，北依西北地区。在当
下的行政区划概念下，西南地区则包括了云南、
贵州、四川、重庆、西藏等省市区。在民族学和
地域文化视野中，西南地区还可以延伸到湘西、
鄂西南等部分地区。作为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
区，它在民族历史上是百越、氐羌、苗瑶三大族
系各民族文化的发源地。

西南地区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离中原甚
远，长期给外界以偏远、荒凉和贫困的印象。在
历史典籍上，“西南外夷，别种殊域”（《汉书·叙
传》），“西南诸蛮夷，重山覆岭”（《二十四史·宋
史》）之类的记录和评述便是其陈旧历史形象的
佐证。以高原、山区、峡谷、丘陵、盆地等地貌为
主的西南地区，相比于以农耕为主且较为发达
的中原地区，确实具有先天的劣势。西南地区
多山少地，地产不丰，交通阻隔，经济普遍欠发
达，历史上多半以相对落后、贫困而著称。西南
地区的人民在反抗贫困、走向小康的伟大历史
进程中，贫困范围大、程度深、人口多的特征自
然十分明显。2011年公布的《中国农村扶贫开
发纲要（2011-2020年）》，划定了全国14个连
片特困地区，并将它们作为扶贫攻坚主战场，与
西南全部或部分相关的便包括秦巴山区、武陵
山区、乌蒙山区、滇桂黔石漠化区、滇西边境山
区，以及已明确实施特殊政策的西藏等区域。
在2020年实现全面脱贫的历史壮举中，西南地
区首当其冲。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国脱贫攻坚的系列
战役中，西南占据若干个主战场，西南“重山覆
岭”的历史地貌很难改变，道路崎岖、山路纵横、
村寨众多成为典型性的地域特征。以村寨为
例，西南地区的广大乡村少则数十户人家，几十
人或几百人为一个村落，大到数千人聚族而
居。这些村寨因散布在大大小小的山区，规模
多数都不算大。很长一段时期内，又因交通不
便、产业不发达、传统小农经济为主等原因，通
往村外的道路往往崎岖难行，村寨相对偏僻而
闭塞。马克思在论述法国以小农为主的波拿巴
王朝时，认为小农生产方式使他们互相隔离，法
国国民的广大群众，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
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那样。中国西南的很多
乡村也有类似特征，像马铃薯一样的村庄这一
自然特征也是西南广大乡村长期以来积贫积弱
的客观原因之一，也是西南地区村庄难以改变
自身贫穷偏远等命运的重要原因。时代在快速
发展和不断变化，随着党和政府的乡村治理新
政落地生根，随着村民外出打工、求学、经商，西
南地区的广大村庄固有的面貌不断改变，与外
界的联系也多样化且日益频繁起来。比如城镇
化不断扩大和提质，农耕生产方式得以改变；比
如许多村庄整体搬迁，村民集体迁居移民新村；
比如驻村干部由上而下，下沉到基层一线；比如
出身农村的能人们报效桑梓，或者回到故乡担
任村干部，或是从事新农村产业……在由脱贫
攻坚走向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村庄得以新生。
村庄的地理空间、秩序运转、生存方式、人伦关
系，走上新时代的征途之后像新机器重新开动
一样，以崭新的面貌和姿态驶向了新的远方。
这一切，在以西南地区为背景或题材的脱贫攻
坚报告文学中，都有程度不一的审美表现。归
纳起来，脱贫攻坚事业既让地方路径有了具体
和抽象的双重含义，也丛生了“文学的村庄”，这
是一种新的文艺现象，汇聚到新的乡土文学历
史之中。

西南的觉醒与脱贫攻坚报告文
学的兴起

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扶贫思想和目标带
来了沧海桑田的时代巨变。2013年11月3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湘西十八洞村考察扶贫工
作时首次提出“精准扶贫”思想。十八洞村地处
武陵山脉中段，在湘黔渝三省交界之处，在大西
南播下了脱贫攻坚思想的新种子。2015年11
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扶贫工作开发
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五
中全会精神，即“明确到二〇二〇年我国现行标
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
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西南地区赢得了千载难
逢的历史机遇，正是因为这样具体而明确的时
间节点和任务要求，全国一盘棋，意味着西南地
区与全国同步化进行脱贫攻坚成为历史的必
然。以西南五省市区为辖区的大西南地区历史
性得以觉醒，包括这片广阔土地的觉醒，也包括
两亿多人口的觉醒和蜕变。

试以西南各省份为例，四川曾是全国脱贫

攻坚最后大决战的省份之一，凉山地区更是一
块硬骨头；贵州是贫困程度最深的省份之一，全
省脱贫的任务十分艰巨；西藏则是贫困程度最
深、扶贫成本最高、脱贫难度最大。再比如云
南、重庆等省市在贫困指数上也有类似的特
征。经过十年脱贫实践，西南地区全部旧貌换
新颜，摆脱了千百年来的绝对贫困难题，可谓斗
转星移，换了人间。西南地区人民的脱贫历史
和西南故事，既包括人的命运和经历，也包括村
庄的命运和经历。

这是新时代十年西南地区觉醒的历史背
景，也是新时代十年以这片土地和人民进行报
告文学创作所需要的优质土壤。文艺创作与时
代相向而行，艺术反映西南地区脱贫攻坚题材
的报告文学作品，如雨后春笋般蓬勃生长。据
不完全统计，有些省份的此类作品篇数都数以
千计，出版的书籍都有数百部之多。不论是创
作、修改、发表，还是组织、评价、出版等，都是一
种同步、统一而自觉的文艺实践。西南地区既
是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也是最大的受益者。西
南各省各有自己相对贫困的地方，如云南的昭
通、四川的凉山、贵州的毕节，都成为必须啃下
的最硬的骨头，反映在主题写作的报告文学上，
矛盾最为集中，事件最为典型，人物也最为鲜
明，这是不言而喻的。各地宣传部门、作协系统
也因势而导，因势而为。比如四川省作协创建
和完善了一系列机制，建立完善《四川省作协
定点深入生活扶持办法》《四川省作协重点作
品扶持办法（试行）》《四川省开展文学扶贫“万
千百十”活动重点作品扶持办法》等机制，鼓励
作家奔赴脱贫攻坚第一线；贵州省作协多次策
划和推进脱贫攻坚主题创作，专门立项并有专
项资金推进，形成“文艺+脱贫攻坚”的互动发展
模式；云南省作协设立“云南省文艺精品创作扶
持资金立项资助项目”，推动全省报告文学学会
的成立，大量资助此类主题的报告文学创作和
出版。

不同的政策和机制，主要目的都是调动作
家们的创作积极性，鼓励多出作品，多出精品，
在外部条件上予以有力保证。在时代的感召
下，广大报告文学作家走出书斋，跋山涉水，不
畏艰难，走到脱贫攻坚的原生态现场。首先，在
观念和行动上，广大作家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
观念，到人民中去成为共识和潮流，报告文学成
为主流。比如李迪、彭学明、卢一萍等人到湘西
十八洞村，深入调研了解精准扶贫首倡地的现
状和变迁，李迪最先写出了《十八洞村的十八个
故事》一书，由于过度劳累诱发旧疾一病不起，
此书成为李迪的绝唱。蒋巍、王宏甲、何建明等
到了贵州毕节、黔北，分别写出了多部有分量的
力作。罗伟章多次前往大凉山腹地昭觉县，后
又去重庆巫山上庄村，撰写“当代愚公”毛相林
的故事和上庄村的传奇。徐剑多次到了云南昭
通、西藏，先后有多部作品问世。欧阳黔森多年
来在贵州全省走村过寨，从黔西北的海雀村，到
黔北的花茂村、红岩村，践行脚力、眼力、脑力和
笔力相统一的文艺实践……这样的例子不胜枚
举。从湘西到黔北，从大凉山到藏区，从滇东北
到渝东北，广大作家走村串户，实地走访，获得
大量真实而有效的第一手材料，多少感人的故
事留在心中，又全部倾注在笔下。

与作家创作相向而行的还有报刊、出版机
构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人民文
学》《中国作家》《十月》《民族文学》等大量报刊
及时刊发此类作品和评论，在社会上引起了强
烈反响。中国作协和国务院扶贫办还组织脱贫
攻坚题材报告文学创作工程等，通过重点主题
策划和主题出版来统一筹划，其中西南地区的
重点作品也占了相当的比例。比如“脱贫攻坚
题材报告文学”丛书被中宣部确定为2020年度
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由十部报告文学组成，后
统一在作家出版社出版，其中李迪《十八洞村的
十八个故事》以湘西十八洞村为对象，何炬学
《太阳出来喜洋洋》以重庆为对象，蒋巍的《国家
温度》部分涉及西南地区。百花文艺出版社从

“脱贫攻坚题材报告文学创作工程”中精选了六
部报告文学组成“向人民报告──中国脱贫攻
坚报告文学丛书”，其中罗伟章《凉山热土》聚焦
于四川凉山这一地域，在新旧对比中感知凉山
扶贫的历史和成绩。次仁罗布《废墟上的涅槃》
以云南省昭通几个县市为对象，深入云南脱贫
攻坚主战场。欧阳黔森《江山如此多娇》以贵州
全省五处典型的地域为对象，以点带面书写精
准扶贫给黔地百姓生活带来的巨大变迁。换一
个角度，仅以四川凉山为例，刘裕国、郑赤鹰的
《大凉山走向明天》，罗伟章的《凉山叙事》，贺小
晴的《高原之上：木里村幼素描》，阿克鸠射的
《悬崖村》，就是以同一地域的脱贫攻坚为主题
的代表性报告文学作品，《悬崖村》还获得2020
年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同
样以凉山脱贫攻坚为题材，林林总总的作家与
作品则还有不少。

总之，在西南各省尽管脱贫攻坚的区域、规

模、程度不一，方式和进展也不一致，但各省级
宣传、文艺部门以及广大作家积极主动作为，进
行了各省范围内务实性的主题创作、传播与出
版，这是脱贫攻坚题材报告文学的地方性路径
和文艺实践，构成了新时代文学不可或缺的重
要组成部分。

地域文学框架与西南村庄的蝶变

以西南题材这一地域文学视野占领全国高
度，是新时代十年西南地区脱贫攻坚报告文学
的特点和亮点。在同类报告文学的题材与主旨
上，西南地域贫困的劣势反而成了文艺创作的
优势。西南地区因为脱贫攻坚战役的特殊性和
不平衡性，不少村庄、乡镇和县市是脱贫攻坚的
主战场，相应成为报告文学的主战场，也相应耸
立成为新时代文学的精神高地。脱贫攻坚报告
文学的西南题材，跨越了地域的局囿代表了全
国报告文学在这一领域的水平与风向。

从方式来看，全国有影响力的报告文学作
家普遍进入西南地区，本土的报告文学作家也
同台竞技，成为难得一见的重要文艺现象。试
以贵州题材为例，省外作家比如何建明、王宏
甲、蒋巍、纪红建、李春雷、潘灵、钟法权等相继
而至，调研、采访，相关作品先后发表或出版，成
为一时之选。王宏甲的《塘约道路》《走向乡村
振兴》，何建明的《时代大决战：贵州毕节精准扶
贫纪实》《山神》，蒋巍的《这里没有地平线》《主
战场：中国大扶贫——贵州战法》，潘灵、段平的
《贵州时速》，钟法权的《人间飞虹》等较为集
中。蒋巍的《国家温度》，纪红建的《乡村国是》
等也有部分章节涉及。与此同时，贵州省本土
作家也在追赶、崛起。欧阳黔森2018年在《人
民文学》三次头条发表三篇报告文学，成为该刊
一个创举。《江山如此多娇》一书收录了他代表
性的报告文学作品，并获得第八届鲁迅文学
奖。王华的《海雀，海雀》《在路上》，戴时昌的
《让石头“开花”的追梦人》《姜世坤》《一步跨千
年》，肖勤的《迎香记》，张兴的《大扶贫：一线手
记》《乡场上下》，林吟的《绣娘》，张国华、黄志才
的《一个也不落下：贵州易地扶贫搬迁纪实》，姜
东霞的《相约2020：丹寨县脱贫攻坚实录》，彭
芳蓉的《新黔边行》等作品，立足黔地历史变迁，
书写黔地乡间人物传奇，组成了书写脱贫攻坚
报告文学的本土生力军。

又比如西藏题材，军旅作家徐剑曾多次入
藏，写出了《金青稞：西藏精准扶贫纪实》一书，
聚焦西藏的脱贫经历和经验，带有全局眼光。
四川作家陈新的《云上光辉》同样真实、客观地
记录了西藏脱贫攻坚的历程。本土藏族作家吉
米平阶十余年来率队驻村，有丰富具体的藏地
乡村扶贫驻村经验，其《幸福的旋律》一书以西
藏昌都、日喀则、阿里、噶尔等地为对象，以点带
面呈现了西藏脱贫攻坚的历史进程。三位作
家眼光不同，手法不同，但都着眼于全局，具有
典型性。

从创作与评论的互动来看，在全国与地方
之间形成了良性发展格局。一是各类文艺评论
工作者与作家创作同步进行，对作品进行跟踪
式观察、评判；二是举办不同层次的研讨会，彼
此起伏，蔚然大观。这一切说明西南地区脱贫
攻坚报告文学的作品质量得到了检验，得到了
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好评，并扩大了这些作品
的社会影响力。

与以上文学生产机制的具体个案相比，更
为重要的莫过于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欣慰地
看到西南无数乡村的时代蝶变。西南地区因自
然地理等条件制约，脱贫攻坚的聚焦点往往在
无数的村寨和山村之间，展开的地方路径联系
着的是一个个真实而具体的村庄，大量作品中
的村庄既是现实的非虚构的，也具有加工虚拟
的艺术元素，成为一个个“文学的村庄”，构成一
种新时代新鲜的村庄叙事，“文学的村庄”得以
丛生出来。除了以村庄为主之外，有些作品将
一个个村庄连成一片，搭建出乡镇、市县乃至全
省的空间布局。比如刘裕国与郑赤鹰的《通江
水暖》，全书以革命老区四川通江这一秦巴山区
的县域为对象，扣准通江“造血”脱贫这一主线
展开叙事，出现的村庄有数十个。曾令云的《春
暖乌蒙》是对云南昭通全景式的报告，也有一些
村庄的出现。有些作品还写到省与省之间不断
转换的宏大场面，譬如纪红建的《乡村国是》涉
及省份最多，作者采访过包括西藏、云南、贵州、
四川、重庆等西南地区在内的14个省区市，走
进了202个村庄。在《乡村国是》书后有个附
录，列举了作者寻访的202个村庄名单，其中不

少是西南的村庄。
湘西的十八洞村是精准扶贫思想的源生

地，后来其经验在全国推广，成为战胜贫困的有
力法宝，成为典型的文学的村庄。围绕十八洞
村，李迪的《十八洞村的十八个故事》讲述了十
八洞村的乡间故事，以脱贫、奋斗为线索而依次
展开。彭学明虽然久居京城但老家在湘西，他
的《人间正是艳阳天》同样是讲述十八洞村的故
事，却带有游子对故乡的多重情感。卢一萍的
《扶贫志》也是聚焦十八洞村的脱贫故事，进行
了麻雀式的剖析。在贵州，王宏甲的《塘约道
路》聚焦黔中地区一个叫塘约村的脱贫，最终提
升到“塘约道路”来凝练。围绕黔西北的海雀
村，蒋巍的《这里没有地平线》、欧阳黔森的《报
得三春晖》和王华的《海雀，海雀》从不同角度出
发，或写村支书的苦干实干，或写村民的生活与
改变，或写植树造林的意义，均勾勒了这个少数
民族村寨的新旧之变。来自黔北的花茂村，活
在欧阳黔森《花繁叶茂，倾听花开的声音》的作
品中，也浮现在据此改编的电视剧《花繁叶茂》
中。黔北的草王坝村，同样浮现在何建明的长
篇报告文学《山神》之中，也定格于据此改编的
脱贫题材电视剧《高山清渠》里面。

徐剑、李玉梅的《怒放》以云南独龙江两岸
独龙族人为对象，聚焦整族脱贫的历史。独龙
族人口少，生存条件历来极其艰苦，书中几位驻
村第一书记的故事最为感人，例如马库村驻村
第一书记龚婵娟，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独龙族
的女儿”。独龙族青年熊文林，到巴坡村担任驻
村第一书记，带领村民修成“草果驿道”。在这
些驻村书记的背后，可以看到一个个村庄的变
迁。潘灵、段爱松《独龙春风》也是书写同类题
材，村庄叙事也十分典型。

与村庄密切相关的还有乡间特殊的山路。
陈果的《古路之路》讲述了坐落在大渡河大峡谷
绝壁之上一个名叫古路村的故事，古路村被称
为“悬崖上的村庄”，一度成了“网红村”，此村属
于四川汉源永利彝族乡，蜀道难行，打通道路才
能脱贫奔向小康。陈果以村庄的道路为切入
点，聚焦点十分显豁。阿克鸠射的《悬崖村》将
目光对准了大凉山另一个悬崖村，通过从藤梯
到钢梯的修建，书写了彝族村庄阿土勒尔村的
重生之路。罗伟章的《下庄村的道路》也是聚焦
一条不平凡的乡村道路，描写“全国脱贫攻坚楷
模”获得者毛相林，书写下庄村的乡间传奇。村
支书毛相林带领下庄村人耗时七年在绝壁上筑
就一条“天路”，虽然只有几公里之遥，但却极其
不易，这样彻底改变了村庄的面貌。肖勤的《迎
香记》以“最美劳动者”“全国扶贫先进个人”邓
迎香为主角，为了缩短贵州当地麻怀村的出村
山路，邓迎香带领村民选择了人工挖掘隧道这
一壮举，历时13年，终于打通麻怀山路。毛相
林、邓迎香分别被誉为“当代愚公”，在极其恶劣
条件下修路，让偏僻闭塞的村庄终于能够平坦
而快捷地通往外面的世界。

“文学的村庄”与当下中国

新时代西南地区脱贫攻坚报告文学作品，
在作品中普遍以当地真实的村庄为对象进行书
写和报告，形成了一个又一个“文学的村庄”。
因为文学的艺术性、典型性、象征性等特征，这

些村庄全都具有新时代中国的精神风貌，集中
起来便是纪事和写人，纪实的事情虽然是乡间
小事，但却都是新鲜的事情。关注的人物虽然
多半是村民，也涉及驻村干部等，但都具有新人
的时代特征。

首先，这是新时代纪事的呈现，包括国家扶
贫政策、对口援助、社会帮扶，包括交通、移民、
产业、物流、旅游，包括驻村蹲点、贫困户翻身，
诸如此类，都是以“非虚构”的方式进行实录，新
闻通讯、田野调查、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广泛得到
运用。从文艺形式来看，报告文学这一文体成
为地方经验和乡村世界的主要载体，报告文学
作家注重从村庄观察中国、观察社会，成为真正
的时代报告。多数作品涉及大小村寨中的返乡
创业、物流电商、乡村旅游，以及新的种植业、养
殖业等，都展现出崭新的内涵。比如，欧阳黔森
的《江山如此多娇》选取乌蒙山脉、武陵山脉连
片贫困区中5个最具代表性的村庄或周边乡
镇，写出了“精准扶贫”带给山乡的巨大变化，如
海雀村的植树造林，花茂村的大棚蔬菜基地、农
家乐等，红岩村的中药材种植、产业扶贫，沙坎
村在“南山婆”企业扶持下的村企合作，都是新
鲜的事物。沈洋的《磅礴大地》书写昭通的新旧
对比，贺享雍的《大国扶贫》书写一线扶贫工作
者的生活，也都是站在乡村角度描写乡村的新
鲜事物，或者涉及扶贫政策和乡村治理的生动
实践，或者涉及贫困户搬迁、驻村干部忧乐等日
常生活。

其次，集中建构了新时代乡村新人谱系。
在人物形象系列中有两类是最为典型的：一是
写英雄人物，以英雄叙事进行呈现；一类是写平
凡的乡土人物。受到国家隆重表彰的脱贫攻坚
楷模、最美人物、优秀共产党员等，成为报告文
学作家竞相采写的热门对象，黄大发、毛相林、
邓迎香等英模形象便是代表。木祥的《张桂
梅，用生命点燃希望之光》、李朝德的《寻找坚
守的答案》，对云南从事教育扶贫事业的张桂
梅进行了立体而深入的塑造，将张桂梅通过
教育手段将上千名贫困地区的女孩送出大山
这一事迹，以文学的形式再次传播开来。至
于第二类乡间平凡人物，则更是数不胜数。这
些乡间人物，既有本村的村民，也有驻村的基
层干部，他们生活在大大小小的村庄，一起奋
斗，一起生活，生动而真实。不同的是，他们和
新的“文学的村庄”联系在一起，和以往的乡土
文学人物很不相同。比如，派驻村组的外来干
部，村支两委的领头人和各显身手的致富带头
人，都成为此类作品的主角。比如《贵州日报》
记者彭芳蓉，最近几年连续推出《新黔边行》
《新黔中行》两本报告文学集，各以108篇报告
文学记录自己走遍黔边、黔中的所见所感，主
要以村庄为中心，计有200多个村庄的贵州故
事，或一村一貌，或一村一人，展示了在脱贫攻
坚主战场中砥砺奋进的乡村画面。类似的作品
在数量上十分庞大，书中人物的面目、经历、故
事和性格迥然有别，极大地丰富了当代文学的
人物画廊。

结 语

由地方路径抵达“文学的村庄”，在西南地
区脱贫攻坚报告文学作品中比比皆是。十年之
间，广大作家在西南地区走村串户，走村过寨，
在采访、观察、调查中用眼寻找，用心发现，既有
刻画乡间“新人”的故事新编，也有“文学的村
庄”的崭新格局。新的“文学的村庄”不断丛生
出来，而且连成一片，便成为新时代文学的一道
风景线。

地方路径与“文学的村庄”
——以西南地区脱贫攻坚报告文学为中心 □颜同林

脱贫攻坚事业既让地方路径有了具体脱贫攻坚事业既让地方路径有了具体

和抽象的双重含义和抽象的双重含义，，也丛生了也丛生了““文学的村文学的村

庄庄””，，这是一种新的文艺现象这是一种新的文艺现象，，汇聚到新的乡汇聚到新的乡

土文学历史之中土文学历史之中。。

十年之间十年之间，，广大作家在西南地区走村串广大作家在西南地区走村串

户户，，走村过寨走村过寨，，在采访在采访、、观察观察、、调查中用眼寻调查中用眼寻

找找，，用心发现用心发现，，既有刻画乡间既有刻画乡间““新人新人””的故事的故事

新编新编，，也有也有““文学的村庄文学的村庄””的崭新格局的崭新格局。。新的新的

““文学的村庄文学的村庄””不断丛生出来不断丛生出来，，而且连成一而且连成一

片片，，便成为新时代文学的一道风景线便成为新时代文学的一道风景线。。

西南地区因为脱贫攻坚战役的西南地区因为脱贫攻坚战役的
特殊性和不平衡性特殊性和不平衡性，，不少村庄不少村庄、、乡镇乡镇
和县市是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和县市是脱贫攻坚的主战场，，相应相应
成为报告文学的主战场成为报告文学的主战场，，也相应耸也相应耸
立成为新时代文学的精神高地立成为新时代文学的精神高地。。

这些村庄全都具有新时代中这些村庄全都具有新时代中
国的精神风貌国的精神风貌，，集中起来便是纪事集中起来便是纪事
和写人和写人，，纪实的事情虽然是乡间小纪实的事情虽然是乡间小
事事，，但却都是新鲜的事情但却都是新鲜的事情。。

文艺创作与时代相向而行文艺创作与时代相向而行，，
艺术反映西南地区脱贫攻坚题艺术反映西南地区脱贫攻坚题
材的报告文学作品材的报告文学作品，，如雨后春笋如雨后春笋
般蓬勃生长般蓬勃生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