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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宁英

我的灵魂受到了深深的震撼
我是一名土生土长的湘西作家。

开始我写小说， 后来以散文居多， 写
作报告文学， 特别是湘西扶贫这样的
重大题材是第一次， 我感到任务艰
巨， 心中忐忑不安， 怕写不好。 然而
想到习近平总书记说的， 文艺工作者
要想有成就， 就必须自觉与人民同呼
吸、 共命运、 心连心， 欢乐着人民的
欢乐， 忧患着人民的忧患； 文艺创作
最根本、 最关键、 最牢靠的办法是扎
根人民、 扎根生活， 我心中就有了动
力和信心。

怀着虔诚的心情， 我开始深入湘
西民间采访。 我从走回历史开始， 查
阅了大量有关湘西扶贫的资料， 我想
深入了解湘西扶贫的历史过程， 找出
造成湘西贫困的历史原因， 也把写作
的重点也放在了这个方向。

初稿出来后， 省作协领导、 专家
们给我提出了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
结合他们的意见， 我拓宽了采访面，
走进了扶贫工作队和工作队员的生
活， 从他们给我介绍的一件件生动感
人的事迹中感受、 体会扶贫工作的光
荣与艰难， 他们中有人甚至为此付出
了宝贵的生命！ 我的灵魂受到了深深
的震撼。 我又深入走访每个扶贫点，
去那些已经脱贫、 脱贫又返贫、 贫困
程度特别深还没有脱贫的老百姓家和
村庄走访， 看到了扶贫给老百姓带来
的实实在在的变化， 看到了老百姓对
扶贫工作的真心拥护， 和对实现小康
梦的殷切期盼。 我从思想上进一步认
识到实施精准扶贫确是一项惠泽所有
湘西老百姓的民心德政工程， 功在当

代、 造福子孙。 我从思想深处觉悟到
了写好湘西扶贫纪实报告文学的责任
与使命。

把重彩笔墨放在书写扶
贫一线的无名英雄身上

通过不断走访和对文稿的修改，
我发现我和我的家人、 亲人就是党和
国家扶贫政策的最大受益者， 我在乡
下的亲人、 家族逐步摆脱了贫困， 过
上了幸福生活， 也减轻了我的经济和
精神负担。 我觉得 《逐梦》 一书的创
作角度与重心必须转变， 要以“我”
作为第一人称来写这本书， 通过记录
我成长的心路历程和我的家人、 亲友
们的变化， 通过他们的叙述和他们的
感受， 来展示湘西贫困与反贫困、 扶
贫脱贫与治贫返贫的历史画卷。

在近两年来的采访过程中， 我既
为眼前所见的湘西人贫困程度之深重
所震撼， 更为湘西人为摆脱贫困而顽
强拼搏的精神所感动。 通过发掘并记
录当代湘西扶贫开发的重要事件与重
大节点， 我把重彩笔墨放在了书写那
些工作生活在扶贫一线的无名英雄身
上， 把我的深情倾注给那些祖祖辈辈
在湘西这块土地上的平民百姓和各族
同胞们， 挖掘和弘扬他们那种决心与
全国同步实现小康的伟大精神， 他们
不屈不挠、 不卑不亢、 不怨不悔， 他
们宁愿苦干， 不愿苦熬， 他们一心一
意、 齐心协力跟党走， 追求富裕文
明， 努力彻底摆脱贫困和愚昧。 正是

这种精神在湘西大地上的持续发力，
才使湘西扶贫工作在全省乃至全国创
造了宝贵经验。

从这个角度上， 我进一步加深理
解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湘西提出精准扶
贫思想的英明正确， 感受到精准扶贫
思想激发了湘西广大老百姓决战贫
困、 圆梦2020所迸发出来的火一样的
激情和大山般雄厚的力量， 也增强了
我作为一个作家， 与这个时代和这块
土地上的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创作使
命感。

我写作时， 常常为那些感人的扶
贫故事而激动， 为那些还生活在贫困
线下的湘西父老乡亲们而流泪， 但我
不悲伤， 因为我从他们的行动中看到
了彻底战胜贫困的力量和希望。

这次获奖正是践行深入
生活、 扎根人民的结果

写作过程中， 为拓展视野， 我跳
出湘西， 走进腊尔山， 走进了湘黔渝
边区的老百姓。

随着采访面越来越宽， 很多老百
姓来找我， 将他们脱贫的故事讲给我
听。 更令我感动的是， 有很多乡亲父
老打电话给我， 叙说他们扶贫脱贫的
酸甜苦辣。 最令我难忘的， 是苗族民
间歌手翠翠， 她主动找到我， 用苗歌
给我叙说近年来苗家人在党的扶贫政
策指引下发生的天翻地覆变化， 当时
在场的苗族同胞深受感动， 也纷纷谈
起了党的扶贫政策的好处。 从他们身
上， 我深深感受到扶贫工作深得民
心， 我受到了极大的教育。

通过这些体验， 我深深领悟了习
近平总书记号召文艺家深入生活，扎
根人民， 向人民学习的真谛， 只有这
样，才能创作出有筋骨、有道德、有温
度的文艺作品， 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
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彰显信仰之
美、崇高之美。 我想我这次获奖，也正
是践行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结果。

湘西人应当重新认识自
己， 重新认识湘西

通过创作 《逐梦》， 我还认识到，

作为湘西人， 我们每个人都应当重新
认识自己， 重新认识湘西。 为了与全
国同步建成小康社会， 湘西人应该勇
于揭开神秘的历史面纱， 迸发出更加
强大的战胜贫困的伟大力量， 以实现
湘西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梦想！

作为生活在基层的少数民族作
家， 我要走出自我的天地， 融入时代
发展的大潮中去， 通过观察、 体验、
记录时代的巨变， 让自己的精神来一
次裂变， 使自己成为这个时代最真实
的记录者， 为人民抒写、 为人民抒
情、 为人民抒怀， 不断讲好老百姓的
故事， 创作出让老百姓喜欢的优秀作
品。 作为一个少数民族作家， 我还要
主动向民间艺人、 民间歌手、 苗族巴
代学习， 拜他们为师， 学习博大精深
的民族民间文化， 同时开阔眼界， 多
学习吸收有关文学创作的营养， 提高
创作水平， 写出具有文学审美品质
的、 无愧于这个时代的、 经得起历史
检验的优秀作品。

我只是用我的笔， 真诚
地记录了他们的生活

这次 《逐梦》 能获得“骏马奖”，
我很意外， 也非常高兴。 我衷心感谢
评委们对我的鼓励和信任， 感谢湖南
省作协和各级文 联 组 织 对 我 的 帮
助 ； 我要感谢生我养我的这块土
地， 感谢生我养我的武陵山各族人
民群众， 特别是我的母族苗族， 他们
为了过上文明富足的新生活， 用勤劳
和智慧创造了一个个既平凡而又伟大
的奇迹， 彰显了时代与历史的光荣与
辉煌， 正是他们感人的事迹， 激起了
我作为一个作家的创作激情。 我只是
用我的笔， 真诚地记录了他们的生
活。 这个奖不仅仅是我的荣誉， 更是
他们的荣誉。

这也更加坚定了我作为一名基层
作家的写作信念： 坚持走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的创作道路， 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创作导向， 努力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 从思想和创作上回答

“我是谁、 为了谁、 依靠谁、 讴歌谁”
的问题， 不断探索“我从哪里来、 将
往哪里去” 的人生追问。

向本贵

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
作骏马奖从7月20日在北京开评，到8
月2日24部佳作金榜题名，历时14天。
我有幸作为评委亲历评奖的全过程，
当然也阅读了大量思想性和艺术性
俱佳的好作品。湘西苗族女作家龙宁
英的报告文学《逐梦———湘西扶贫纪
事》就是其中的一部。

龙宁英我早就认识，是一位在文
学园地默默耕耘的辛劳者。 仅《逐梦》
一书她就写了两年。龙宁英是土生土
长的湘西人，血管里流淌的是苗家儿
女的血液，目睹的是曾经多灾多难的
乡亲，积贫积弱的故土，她要为纯朴
善良勤劳勇敢的湘西人民过上幸福
的日子鼓与呼。 走进土家苗寨，被火
热的改天换地的场景震撼，被人们对
美好生活的渴求和向往感动，她把多
少震撼着她、感动着她的人和事化为
笔端的文字，书写诉求，书写担当，书

写波澜壮阔的湘西扶贫大业，书写湘
西这片美丽而神奇的土地发生的变
化。 全文以精准扶贫的重大事件为轴
线，展现了各级政府和各领域全心扶
贫的感人肺腑的故事，展现了湘西各
族群众为脱贫奔小康而奋斗的经历
与精神。

《逐梦》的另一可贵之处，在于作
者用散文的笔法，书写人物 ，铺陈故
事，描摹细节，重大的事件，感人至深
的故事，给读者的审美情趣带来一个
又一个惊喜。 人物鲜活，情节生动，大
湘西的山水风光和风土人情也得以
尽情地展示和张扬，读来如饮浓郁甜
美的包谷烧酒。 能在第十一届全国少
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评选中，得
到评委们的认可和好评，当然就在情
理之中。

（作者系苗族，沅陵人，曾任中国
作协全委会委员， 湖南省文联副主
席。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第
十、十一届评委）

孙婵

她是湖南祁剧剧种的第一
位梅花奖获得者， 国家一级演
员， 她主演的祁剧 《李三娘》
被拍成戏曲电影， 并入围金鸡
奖展演影片。 她入选国家文化
部地方戏优秀中青年演员展
演， 她和祁剧 《目连救母》 剧
组在北京梅兰芳大
剧院 连 续 展 演 两
场， 获得首都观众
热情欢迎和专家的
充分肯定。 在文化
部专家评审会上 ，
称祁剧不愧为中国
传统戏曲的“活化
石 ” 和 “璀 璨 明
珠” ， 称赞她“是
不可多得的戏曲人才”。 她便是新生代
祁剧名伶肖笑波。

初见笑波， 长发飘飘， 清丽淡雅，
亲切如邻家女孩， 一时难与祁剧名伶、
梅花奖得主等头衔画上等号。 娓娓聊
开， 戏里戏外， 发现她有痴迷戏曲的执
着， 有师徒情深的感恩， 有绽放舞台的
华彩， 有成功背后的辛酸， 有忧祁剧以
及传统文化的担当。

言语中掩饰不住对祁剧
的钟爱与痴迷

肖笑波出生于新邵农村， 11岁考入
邵阳市艺术学校祁剧科， 师从著名祁剧
表演艺术家花中美。 自小， 生命便与祁
剧融为一体。 笑波如数家珍地说起祁剧
的悠久历史和美轮美奂的艺术魅力， 并
说： “祁剧不是一个小剧种， 祁剧有着
高亢嘹亮的唱腔， 是贴近人物情感， 有
亲近感的一个剧种。 还有很多绝技绝活
……” 言语中掩饰不住对祁剧的钟爱与
痴迷。

在校期间， 她主攻花旦， 兼习刀马
旦、 正旦、 老旦、 丑旦， 做到在旦行上
可以通演， 文武兼擅， 戏路广阔。 她演
过 《宋江杀惜》 中的阎婆惜， 《打金
枝》 中的刁蛮公主， 《仕林拜塔》 中的
白素贞， 《杨门女将》 中的佘太君等角
色。 有目的、 有计划的学习训练， 为她
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谈起学艺和恩师， 笑波泪眼婆娑。 老师不仅传技艺，
解困惑， 更明辨是非， 教她做人。 出身农村的坚韧质朴和
师傅的言传身教， 铸就了笑波对祁剧艺术的执着坚守， 不
管遇到什么艰难困苦， 不管遇到多大诱惑， 都不曾怨天尤
人， 不曾迷失方向。

湖南祁剧剧种第一位梅花奖获得者
咿咿呀呀的唱腔， 裙袂飘飘的水袖， 铿锵嘈杂的锣钹，

浓墨重彩的脸谱， 戏里戏外的矛盾冲突， 春秋寒暑十几载
刻苦磨砺， 几十台剧中悲欢离合， 肖笑波日积月累、 羽翼
渐丰， 成就了文武兼备、 唱做念打俱佳的表演技能。 她的
唱腔靓丽、 念白清纯， 做打难度极高且组合流畅无瑕， 身
段台步干净爽朗， 花旦唱出惊艳， 青衣演活哀怨， 刀马舞
出绚烂， 笑波赢得了观众的掌声和专家评委的赞誉。

2006年， 在湖南省第四届青年戏曲演员电视大奖赛中
获“头牌演员” 和“十佳演员” 称号； 2009年在湖南省第
三届艺术节中饰演 《梦蝶》 中的田氏和少妇两个角色， 获
田汉表演金奖； 同一年， 笑波因完美表演了 《目连救母》
中经典选段 《奈何桥》， 获得首届长江流域戏曲青年演员大
赛“长江之星” 金奖第一名； 2011年， 在 《目连救母》 剧
中饰演的刘青提兼正旦、 青衣旦、 泼辣旦等诸行当， 《开
荤》 一折的任性泼辣， 《捉魂》 一折的惊惧翻跌， 《回煞》
《六殿》 折的母爱缠绵、 鬼步飘逸以及 《奈何桥》 的抢跌翻
腾， 将刘青提这一人物形象塑造得鲜活生动， 一举荣获第
三届中国戏剧奖·梅花表演奖， 成为湖南祁剧剧种的第一位
梅花奖获得者。

她肩上压着传承祁剧的沉重担子
荣誉加身， 苦尽甘来， 笑波却无暇享受、 不敢懈怠， 因

为她肩上压着传承祁剧的沉重担子。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
与其他地方剧种一样， 祁剧的城市演出市场迅速衰落， 农村
观众陆续减少， 演出人才青黄不接， 理论研究少人问津， 祁
剧传承面临严重危机。 肖笑波说： “培养一个祁剧演员需要
6年， 由于补助不多， 学习祁剧的孩子越来越少， 好不容易
招满一个班， 毕业时又纷纷改行了， 当年和我一起学习祁剧
的同学， 毕业后要么改唱花鼓戏、 京剧， 要么彻底改行。 现
在祁剧面临着无人想学， 无人可教的尴尬境地。”

但是笑波从来没有放弃自己的艺术理想， 从来没有放
弃传承光大祖国传统戏曲文化的信念和追求。 “因为太热
爱祁剧， 所以我真心希望能为传承祁剧做些事情。” 作为省
政协委员， 她先后提交了 《关于抢救和保护湖南祁剧等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建议》《建议推进传统戏曲文化进校园》 等
提案。 2014年在湖南省政协第二次会议上， 省领导批示了
她的提案， 省政府拨出专款支持我省祁剧等五个剧种的传
承和发展。

谈到未来， 肖笑波说： “放下自己， 继续坚守这一亩
三分地。 带动大家的力量， 让更多的人知道祁剧， 为祁剧
寻找一条更好的出路。 祁剧是有希望的， 因为有我们这么
一批钟爱祁剧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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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

卓今

贫困是当今世界性难题， 作家
有义务面对这一重大而艰难的问
题。 事实上，当下真正涉及现实题材
的文学作品并不多， 而贫困又是现
实题材中最硬的一块骨头， 敢于直
面贫困问题的作家是勇敢的、 令人
敬佩的。

作家龙宁英敢碰这个硬骨头。 她
生长在湘西，以第一人称的视角来切
入这个问题，更有力、更动人。 贫困问
题并不缺少文学要素，贫困人群的困
难和挫折更能激发人的普遍情感，苦
难、励志、情义、责任、担当，都是文学
里的审美构成，这些要素处理得恰到
好处，就像埋着汽油桶，一点就燃。 湘
西人民奔向富强的步伐从未停止过，
遥无止境的过程却折磨着人们既脆
弱而又坚韧的神经。

《逐梦———湘西扶贫纪事》以完
全非虚构的方式， 选取大量典型人

和事，记录湘西扶贫的真实事例，感
人的事迹一抓一大把， 到处都是泪
点、高潮和悬念。 龙宁英以亲历者口
气，娓娓述说他们是如何面对困难、
解决矛盾， 如何在挫折和失败中一
次一次站起来。 龙宁英将历史线索
清理与现实因素结合起来， 用数据
和实例说话， 进行了科学立体的分
析 ，既有宏观叙述 ，又有微观典型 。
作者走访了湘西的村村寨寨， 获取
大量原始材料， 用生动的例子解答
了究竟什么是扶贫。

湘西扶贫是全国扶贫工作的一
个典型 ，《逐梦———湘西扶贫纪事 》
中提到的每一个小村寨是一个小的
切面，具有指导性和样本意义。 对新
时期扶贫战略的重构、 扶贫问题研
究、 贫困地区文化与经济协作下的
可持续发展等都具有启示意义。

（作者系湖南省社科院文学研
究所所长， 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
文学创作骏马奖评委）

梦的重量 书写诉求，书写担当

在前不久揭晓的第十
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
作骏马奖评奖中， 湘西苗
族女作家龙宁英创作的长

篇报告文学 《逐梦———湘
西扶贫纪事》 获奖， 这是
近年来湖南文学创作的又
一重大收获。 我们特约龙

宁英撰写此作品的创作
谈， 并配发本届骏马奖两
位湖南评委的点评， 以飨
读者。

主
编
的
话

做伟大时代
最真实的记录者
———长篇报告文学《逐梦》创作谈

龙宁英

梨园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