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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跃文

当前， 文学工作面临着新的形势和任
务。 今后五年的工作中， 省作协要积极引
导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深入生活、 扎根
人民， 服务大局、 创作精品； 要牢固树立
全心全意为作家服务的理念， 不断拓宽联
系作家、 团结作家的新途径， 大力加强机
关作风建设， 进一步增强作协的吸引力、
凝聚力、 引导力， 进一步推动湖南文学事
业发展繁荣， 进一步提升湖南文学在全国
的影响力， 为建设文化强省提供有力支
持。

重引导 、正方向 ，把思想和
行动统一到中央和省委的决策
部署上来

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
讲话精神引向深入。 认真学习领会党的文
艺方针政策， 以新的发展理念推动文学工
作。 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党的十八大以来
中央和省委对文艺工作的部署， 围绕强化
和落实五大发展理念谋篇布局。 坚持创新
发展， 始终把创新摆在文学创作生产和文
学组织工作的核心位置； 坚持协调发展，
在解决突出问题、 补齐短板上下功夫， 增
强文学事业发展的平衡性、 包容性； 坚持
绿色发展， 切实在人才队伍， 文学阵地、
基层组织等基础性建设上使实劲、 下真
功， 厚植文学事业可持续发展的根基； 坚
持开放发展， 更好地服务于改革开放发展
大局， 为实现文化强省贡献力量； 坚持共
享发展， 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
精神文化需求， 奉献更好的精神食粮。

抓精品 、促创作 ，努力推出
思想精深、艺术精湛 、制作精良
的优秀作品

继续搞好省重点作品扶持工程， 提高
重点作品扶持的实效。 进一步完善重点作
品扶持机制， 注重创作选题导向， 发挥激
励作用， 加大对创作进度及出版情况的跟
踪服务。 根据实际需要不断完善相关配套
政策， 用足用活现有各类文化专项资金，
大力扶持具有典型性、 导向性、 示范性的
文学创作精品项目。 要通过项目申报、 组
织策划等形式 ， 设立重点作品创作题
材库 ， 着力提高重点作品创作生产的
组织化程度， 并以项目化的方式扶持一批
具有地方特色的重点文学门类和重大文学
创作生产项目， 推动“湖湘历史文化名人
长篇小说创作规划”， 启动“三湘百杰人
物传记” 工程。

创新扶持手段， 加大对文学创作的扶
持力度。 除了资金上的扶持外， 要注重对
创作方向的引导、 创作过程的指导， 加大
对少数民族作家、 边远地区作家和青年作
家创作的关注和扶持力度。 在积极扶持文
学创作的基础上， 要把思想性、 艺术性、
观赏性俱佳的好作品推介和宣传好， 精心
组织文学研讨会， 邀请国内著名文学评论
家、 作家、 编辑家对有较高文学水准的作
品进行鉴赏和评论， 帮助作家提高创作水
平， 打开创作视野。 省作协要尽可能发挥
联系、 沟通、 协调作用， 使作家、 期刊和
出版社形成良好的合作关系， 为催生精品
力作创造条件。 积极推动文学与互联网有
机融合， 为文学作品与影视、 动漫、 网络
游戏有效对接打造平台。

做好中国作协“四大文学奖” 的推荐
工作和省内文学奖项的评选工作。 充分利
用各种参评渠道， 积极申报推荐我省作家
作品， 联络国内知名文学评论家， 加大对
参评作品的评介力度， 扩大参评作品影响
力和知名度。 组织好省作协文学评奖工
作， 突出精品导向， 加强评奖监督， 确保
评奖公平、 公开、 公正， 进一步增强文学
奖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出实策、用实招，切实加强
文学评论工作

有机整合省内评论家力量， 促进文学
评论与文学创作的良性互动。 坚持正确导

向， 扩展联络功能， 加强与我省高校及科
研机构的联系及合作， 充分发挥高校和科
研机构评论力量的作用。 加大对文学评论
的扶持力度， 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让省内
评论家多关注本土作家， 并借助外省评论
力量推介我省优秀作家作品。 注重文学评
论人才队伍建设， 加强对青年文学评论家
的培养， 形成一支高素质的文学评论队伍，
扩大我省评论家在全国的话语权。 积极营
造良好的评论氛围， 坚决杜绝“红包批
评”， 不搞开“表扬会” 的研讨， 引导评论
家讲真话。 一方面要总结优秀作品的创作
经验， 弘扬其内核精神， 肯定其文学价值；
一方面要对那些偏离或违背文学价值的文
学现象及作品， 及时地作客观理性的批评，
激浊扬清， 驱散迷雾， 避免文学生态的恶
化。

搭建文学评论阵地， 加强对湖南作家
作品的宣传力度。 充分发挥“湖南作家研
究中心” 的作用， 做好对文学湘军的整体
研究， 做好对我省当前文学现象、 文学思
潮的重点研究， 推出每年一度的湖南文学
发展报告和湖南文学蓝皮书， 并把研究成
果以学术论文、 专著、 专题宣传等形式出
版推介。 省作协所属刊网要进一步优化文
学评论栏目， 针对省内的一些重要作家做
重磅式的评论和深层次的推荐， 为文学湘
军鼓与呼。 加大与国内重要文学评论报刊
和重要媒体的合作， 重视做好全媒体时代
背景下文学作品和文学评论的传播推介，
利用互联网扩大作家作品的社会传播面、
吸引力和影响力。

优环境 、创条件 ，抓好人才
培养和作家队伍建设

抓好文学人才的培养工作。 加大对青
年作家的培训力度， 将深入生活、 创作笔
会、 作品研讨与组织培训有机结合起来，
提高培训质量， 扩大培训规模， 增强培训
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在继续办好中青年作
家班的基础上探索新的办班模式， 按照文
学体裁组织专门研讨班、 改稿班、 文学讲
座、 笔会等。 协助中国作协做好我省中国
作协会员培训工作， 组织开展好文学创作
系列职称评审和会员发展工作， 完善文学
人才和会员资料， 建立完善档案， 丰富信
息资料库。

进一步完善作家“深入生活、 扎根人
民” 的长效机制。 积极探索作家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的有效途径， 通过建立作家深入
生活联系点、 联系户、 主题采风、 到基层
挂职锻炼等多种形式， 组织作家深入基层、
深入生活， 做到身入、 心入、 情入。 结合
全省的重大战略、 重要工作、 重点项目，
确定系列选题， 对作家定点深入生活给予
扶持。 采取多种举措， 加大宣传力度， 引
导作家把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作为自觉追
求。

拓宽工作领域， 创新联络服务的方式
和手段。 加强与青年作家、 网络作家及新
的文学组织、 文学群体的联系， 做好团结、
教育和引导工作。 关心青年作家和网络作
家的创作， 倾听他们的心声， 尊重他们的
创作个性， 努力为他们的文学创作创造良
好环境。 抓好文学学会建设， 充分发挥各
文学学会的联络、 协调作用。 支持专门委
员会和文学学会组织开展文学活动、 进行
学术研讨、 交流创作经验。 进一步完善管
理制度， 加强监管， 确保学会健康发展。
筹备成立湖南小说学会、 网络文学学会、
文学评论学会。

搭平台、拓空间，加强文学
阵地的管理建设

进一步完善毛泽东文学院培训、 馆藏以
及开展文学活动等功能。 组织实施好毛泽东
文学院提质改造工程； 继续丰富湖南现当代
文学馆的藏品， 加大作家相关文学资料的征
集和收藏； 组织开展好各类文学活动， 充分
发挥其湖南文学地标的作用， 进一步提升毛
泽东文学院在全省乃至全国的文化影响力。
加强文学刊网建设。 充分发挥 《湖南文学》、
《小溪流》、 湖南作家网的平台作用， 更好地
服务、 发掘和培养本土作家。

今后五年
我省文学工作的任务

韩少功

这些先忧后乐的村官值
得我学习

这几年乡村发展走上快车道， 广大
村干部功不可没。 沿着大路在这个乡跑
上一圈， 可以看到七八成农户已盖上了
新楼房，其中很多比我老韩住的要洋派，
要好。 这就是证明。

你们盖了这么好房子， 还要我到外
面去为你们找“扶贫”单位，我都不好意
思去开口，这怪谁？（众笑）就是在这种情
况下， 智峰村书记的房子差不多是村里
最差的。 有些村官屁股下还是两个轮子
（摩托），比不上很多农户的四个轮子（汽
车）。 这不是他们的耻辱，是他们的光荣。
古人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
乐。 这些先忧后乐的村官值得我学习。

当村官要受很多委屈 ，
但群众终究会讲公道的

当村官要受很多委屈。 就像有人说
的，头上顶一捆草，任人踩来任人捶。 群
众的眼睛不是雪亮的吗？ 大道理是这样
讲。 但还有一句话：当家三年狗都嫌。 你
在位的时候，帮人家办了九件事，第十件
事没办好，人家还是会有意见。 所以只要
你在位，不可能听到太多的好话，你放心
好了。 但群众终究会讲公道的。 一般来
说，在你退位三五年后，他们与你没有直
接利益关系了， 有了前后两三任领导的
比较了，民意就开始回归正常和理性。 群
众就会把哪个好哪个不好看得一清二
楚。 雁过留声，人过留名。 最后形成的口
碑肯定是恰如其分。 这一点你们也放心
好了。

以前日子穷，村官不好当。 三天两头
就要上户去收“上缴”，人见人烦，人见人
躲，三五成群叫花子一样。（众笑）现在农
业税没有了，叫花子变成了散财童子，不
管收钱，只管发钱，村官是不是可以舒舒
服服？ 也不见得。

村官“土地菩萨”牌子不大
责任大，善始容易善终难

第一个原因是：钱多事情多。 比如定
低保户，发补贴款，新事吧？好事吧？但要
是定得不公平，大家就要跳脚骂娘。 建垃
圾站，立几盏路灯，也是好事吧？ 但后续
管理有麻烦，张家说垃圾站离他家太近，
有臭气； 李家说路灯离他家太近， 招蚊
子。 同样有人不满意。 如此等等，都是经
济发展以后的新矛盾，只会越来越多。

第二个原因：眼高要求高。 眼下人人
有手机， 天天看电视， 因此群众见多识
广，看大了一双眼睛。特别是80后、90后，
大多学历高，有个性，有进城务工经验，
维权意识强，抗争手段多，动不动就给你
拍照上网曝光，甚至添油加醋纠缠不休，
孙子比老子难侍候呵。（众笑）你要是还
老一套，肯定不是他们的对手。

第三个原因：农民增收难度加大。 说
实话，前些年大家增收主要是靠外部“输
血”，比如政府补贴项目不断增加，城镇
务工价格一涨再涨。 但这些天上掉下来
的馅饼要吃完了， 这种增收空间就不大
了。 长乐镇的砖厂老板前不久买来四个
机器人，雇工减少大半，产量翻了三番。
这说明什么？ 说明务工价格上涨不是无
限的，你再涨，人家就去找机器人，没你

什么事了。 农民增收最终还要靠回过头
来， 向土地要效益， 在田土山水上做文
章———这当然比以前要难得多。 我的意
思你们都明白。

中国的官很多， 村干部算最难当的
之一———就是各位在座的“土地菩萨”。
（众笑）为什么呢？ 村干部直接面对群众，
面对各种琐碎矛盾，但硬手段少。 我以前
在机关里待过， 碰到个别胡搞乱来的员
工，可以警告、记过、降职，甚至开除，有
一本《公务员法》是尚方宝剑。 但你们有
这些手段吗？ 没有。 一样也没有。 你能开
除农民的一把锄头和两只粪桶？ 村干部
也缺少流动性。 人家乡上的小赵书记，以
后可以流动到其他乡镇， 也可以去农业
局或者财政局， 但你们村干部顶多是从
村头流动到村尾，就算到城里置了房，还
是这里的“钉子户”，要与村民们永远相
守相处。 所以义波夫子说到的顾虑我理
解。 他说要是把后生都得罪了，我百年以
后上山，靠自己钻出棺材爬上去呵？（众
笑）这样看来，一是硬手段少，二是流动
性差，决定了“土地菩萨”很不好当。 牌子
不大责任大，善始容易善终难。

今天我要给你们几条建议， 概括成
三个“一”，仅供参考。

一身正气：对天道得多少
有点敬畏之心

一，一身正气。 古人讲过，老百姓“不
畏严，畏廉；不服能，服公。 ”村官中凡是
讲话硬气的，大家愿意跟着走的，肯定是
为人正派一身干净。 庙里的那个关帝爷，
如果一见好事先往胯下扒， 如何能镇邪
降妖？ 大家还会去供他香火？ 今天，我特
地要来了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
员会组织法》，你们都要看一看。 里面的

“村务公开”“民主决策”，都是规定动作，
做得好要做，做不好也要学着做。

村官也是人，也想吃香喝辣，这不是
错。 但你欠了私人的钱没还，那叫民事纠
纷；你黑了公家的钱，那叫刑事案件。 不
是吓唬谁， 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的区别
大了去了。 法律有规定，民事案件诉讼期
一般为两年，过期了就不再受理；但刑事
案件一旦立案，追诉期可以无限，一直追
到你死。 民事案件败诉了， 大多是被罚
款，一般不用坐牢；但刑事案件中定了罪
的，肯定要坐牢，把儿孙的脸面都丢尽。
换句话说，同样是钱，但公家的钱是高压
线，碰不得的。

我建议你们有时间的话去三个地方
看看。 一是要看看监狱，就知道走多了夜
路总要碰鬼，世上没有后悔药。 二是要去
看看火葬场，就知道钱乃身外之物，一蹬
腿，一闭眼，只留下后人一个说法，万贯
家财与你没有关系。 三要爬到智峰山顶
去看一看，一看就知道天地很大，自己很
小，自己那点烦恼或者得意更小，没什么
了不起。 沧海桑田，人间天道，我们对天
道得多少有点敬畏之心。

一个声音：不能自乱规矩
二，一个声音。 先说一件事。 我一个

朋友的子女特别有出息， 我去请教过教
育经验。 这一家的母亲说， 有什么经验
呵？ 狗仔都教得好，哪有人不能教好的？
原来她以前在电视里看人家驯狗， 发现
驯狗最要紧的是口令不能乱， 始终保持
一致。 这一条很简单。 其实，不光是教子
女，带好一个村也靠这个简单的道理。 你
想想，你今天这样说，明天那样说，谁还
信你的？ 书记这样说，村长那样说，群众

听谁的？ 下级这样说，上级那样说，村里
还不乱成一团？ 实践证明，凡乱成一团的
地方，问题不在群众，一定在领导，尤其
在领导的朝令夕改、 言而无信， 政出多
门，互相拆台，不能统一信号，因此公共
信用和领导力彻底崩溃。

要防止这样的情况， 一把手要特别
注意调研和沟通， 尤其是班子内部要多
沟通，多走走，多听听，不要随便开会。 有
了七八成把握了才能开会。 既开了会，那
就要坚决执行决议，打井要出水，杀猪要
见血，说到的一定要做到，这样人家才能
把你的话当话，一句顶一句。

最怕的是这种人： 开会时假兮兮地
要大家讨论，公议结果他又不认账，这样
的会何必开？ 如果估计公议的结果会抵
触法律与道德的底线， 那就宁可独断专
行，不要讨论和投票；如果不会过底线，
那就必须尊重民意，哪怕结果不太如意，
一团狗屎也要吃下去。 在小事情上，民主
犯错了，以后靠民主来纠正和修补就是，
重要的是不能自乱规矩。

一片钥匙开一把锁：好群众
是夸出来的

三，一片钥匙开一把锁。 前面说了，
村官硬手段太少，只能靠沟通、说服、动
员， 功夫都在一张嘴上。 从某种意义上
说，村官就是一个嘴皮子官。 中国是一个
人情社会， 在乡下尤其如此。 所谓做人

“外圆内方”，“外圆”就是要讲感情，给面
子，方法灵活，因势利导。 多讲几句客气
话会死人吗？ 好孩子是夸出来的，好群众
也是夸出来的。 先把感情讲通了，把气氛
讲对了，再来讲原则，讲“内方”。

有一次， 有个村民因为利益矛盾硬
要堵路，谁都讲不通，结果义爹去讲，说
当年修这条路的时候你老爹大雪天还来
挑土，你爹修的路你当儿子的来堵呵？ 这
一下讲通了。

又有一次， 有个村妇因为利益冲突
要上门泼粪， 谁都讲不通， 结果平求去
讲，说你泼粪不要紧，打破头也不要紧，
怕就怕你家娃儿学了样， 今后到社会上
去要吃亏呢。 这一下又讲通了。

他们为什么能成功？ 就因为他们知
己知彼，因地制宜，一事一策，一片钥匙
开一把锁。 义爹的道理是，对孝子，就要
把道理往先人那里扯。 平求的道理是，对
慈母，就要把道理往后人那里扯。 同样，
对求利益的， 要多算利害账； 对好面子
的，要多算荣辱账，对党员干部要多讲党
纪国法，对信男信女要多讲因果报应，对
新潮人士要多讲国际规范， 对流子烂仔
要多讲江湖规矩……这在理论上有个说
法：叫找到“路径依托”，利用好对方的文
化心理存量。

一娘生九子，连娘十个样。 用人也要
讲究具体情况具体处理，所谓圆的不稳，
方的不滚，丝瓜南瓜各有所长。 对那些贪
财的，你就不能让他们管钱。 对那些只会
做呆事的， 你就不要靠他们拿主意。 这
样，避开他们的弱点，发挥他们的长处，
全村的工作才能活起来。

一个好村官，好在哪里？ 好就好在能
团结各种有弱点、有毛病、有短处的群众
一起来办事，办成大事和好事，而不是靠
一些圣人君子来抬举你这个土地菩萨。
群众如果都是圣人君子， 那就不需要村
官了， 随便找个木头墩子戳在村委会就
行。 （众笑）

（此文为作者在汨罗八景新任村干
部培训班上的讲话，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在湖南省作协第八次代表大会上， 湖南省作协主席
王跃文作工作报告， 在回顾总结第七次作代会以来的工作
后， 提出了今后五年省作协和全省文学工作思路与工作路
径。 我们特摘发其中要点以飨读者———

特别推荐

村官如何为人处事

湖南日报自6月13日起推
出的“寻访新乡贤” 大型系列
深读报道， 引起了热烈反响。
“新乡贤” 德行高尚， 嘉言懿
行垂范乡里， 以道德文化影响
力造福一方， 在乡民和基层村
官修身、 立业、 齐家、 交友等
方面作出示范， 是道德模范和

价值观的引导者， 乡民行为的
规约者， 使人们行为有法度，
价值有引领， 操守有规范， 对
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扎根
新农村具有积极意义。 作家韩
少功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之一。
他在他所居住的汨罗八景新任
村干部培训班上的讲话， 不作

虚言， 直指人心， 既在复杂的
时代背景下匡正人心， 倡行人
间正道， 又生动风趣， 实在可
行， 充分体现了“新乡贤” 参
与新农村建设和治理， 维护社
会公正， 凝聚人心， 促进和
谐， 践行核心价值观的独特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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