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蒋祖烜（湖南日报社党组书记、社长）

作为湖南省委机关报， 湖南日报
从1949年创刊开始，就定位于“湖南的
日记”，记录湖南的时代变迁，记录时代
涌现的典型人物，讲述湖南的故事，传
播湖南的声音。 挖掘树立时代典型是
湖南日报的传统“重兵器”，湖南日报是
很多先进典型人物的第一发现者、第
一记录者、第一传播者。湖南日报也第
一次通过融媒体来宣传报道王新法这
一先进典型，报、网、端一体推送，融合
传播影响叠加，总点击量超300万。

湖南日报社举办这次研讨会的目
的，一是呼应脱贫攻坚的国家战略和响
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对王新
法先进事迹进行二次传播，为脱贫攻坚
注入新的正能量。二是鼓励编辑记者钻
研业务，推出更多有思想、有温度、有品
质的作品。三是通过这部作品的研讨来
践行新闻记者的“走转改”。

只有书写时代的进步， 记录人民
的伟大实践， 彰显信仰之美、 崇高之
美，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怀，才能讲
出好故事，才能创作出更多有思想、有
温度、有品质的好作品。

为时代书写，为人民抒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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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攻坚的时代典型
———报告文学《名誉村长王新法》作品研讨会发言摘登

卿渐伟（湖南省政协秘书长）

作为湖南日报社常德分社社长，周勇军同
志热爱常德，热爱常德人民，热爱自己的工作。
这部作品是他多年积累的结果，也为我们树立
了时代的楷模，为民族树立了新的丰碑。

现在的社会有一种不好的现象，有些人
喜欢把个别基层干部和党员的问题扭曲放

大。新闻工作者有责任用自己的作品告诉群
众：大多数基层干部和党员，对党、对人民是
绝对忠诚的。

目前，在农村脱贫致富的进程中，很多干部
不知道怎么办。王新法的做法，提供了范例。这
部作品记录了历史，留住了历史。这部作品还为
我们示范了如何发现典型，培养典型，让典型有
生命力，让作品有深度、有厚度、有高度、有温度。

记录历史，树立丰碑，提供范例
湖南日报记者 肖欣 龙文泱 整理

胡丘陵（常德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

这是一部有时代温度、 有人性温度、
有灵魂温度的作品。 报告文学兼具新闻
性和文学性双重特点， 相对于其他类型
的文学作品， 更注重即时性。《名誉村长
王新法》的作者周勇军一直在场，他的作

品现场感很强， 还能让人感受到热度，这
是很多作家不具备的。

这部作品充满了情感， 有灵魂温度。文
学创作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不矛
盾， 文学作品本来就应该体现价值的追求。
相对于诗歌和散文，报告文学体现得更加直
观。这也是一种艺术表达上对崇高的修复。

一部有时代温度、有人性温度、
有灵魂温度的作品

杨又华（湖南日报社编委、编辑出版中心
主任）

我参加过关于王新法长篇通讯的
写作，对他有所了解。参加研讨会，获
得两点启发。

第一点是对于王新法的认识，一个
词形容：大道至简。他生活俭朴，对人生
意义的理解很质朴，即忠诚于党，忠诚
于人民。这是他青年时代入伍时确立的

信念，不管时代怎么变迁，个人境遇怎
么变化，他一直不变初心，用实际行动
构筑了精神的大山。这本书超出了对扶
贫的思考， 引发了我们对人生的思考。
第二，对于新闻理想的理解。有的人谈
新闻理想，是站在云端，高谈阔论。周勇
军在20多年的新闻实践中，都以谦恭的
姿态，面对脚下的大地，面对人民群众，
用自己的笔讲好时代的故事。 我想，这
是更加正能量的新闻理想。

不变初心，实现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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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9日，报告文学《名誉村长王新法》作品研讨会在湖南新闻大厦举行。

周德睿（常德市委书记）

王新法同志是新时期脱贫攻坚战线的楷
模。多年来，他作为一名“异乡人”，始终以自己
的真心真意真情，扎根薛家村，带领当地群众
脱贫致富，赢得了广泛的尊重和赞誉。

湖南日报社常德分社社长周勇军同志，是
第一个报道王新法扶贫事迹，第一个报道王新
法殉职在扶贫一线，也是报道王新法最多的记

者。周勇军同志长期驻扎常德，能够身体力行
深入基层，深入基层贴地皮、接地气，采写出了
大量有深度、有温度的新闻力作。尤其是他采
写的王新法同志的一系列报道，充分展现了王
新法同志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传递了共产党
员的精神和信仰的正能量，极大地鼓舞了常德
干部群众打赢扶贫攻坚战的斗志。这正是湖南
日报社把版面留给基层、把镜头留给群众的生
动体现。

把版面留给基层，把镜头留给群众

王婷（王新法女儿）

周勇军社长将我父亲的一生浓缩到这
本书里了。父亲在薛家村的生活，周社长比
我还了解。他和父亲接触的时间，比我还多。

现在我经常读这部报告文学，在里面

寻找父亲的影子。 父亲是一个普通人，更
是一个有信仰的共产党员，他做了值得做
的事情。我为父亲感到自豪，要向他学习。
我要和父亲生前创立的军人团队一起，传
承父亲的精神，继续为薛家村做自己力所
能及的事情。

作品浓缩父亲一生，我将传承父亲的精神

蒋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湖南记者站站长）

名誉村长王新法的故事感动湖南，感
动河北，感动中国。阅读这部作品后，我有
3个思考：怎样把典型报道做好？怎样成为
让人称道的好记者？ 如何延长好的新闻作
品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周勇军提供了样
本。 过去的典型报道存在脸谱化、 概念化
等问题， 甚至有逻辑错误。 周勇军扎实追

踪了4年， 其报道在湖南乃至全国产生了
重大影响。

现在，新闻界存在不到实地采访，采访
蜻蜓点水，或者干脆当新闻“搬运工”的问
题。周勇军深入基层、深刻理解、深明大义、
生动叙述，是做好新闻报道的样本，让我觉
得很珍贵。新闻做出影响力，主要有两种做
法：连珠炮似的急速报道和稳扎稳打的慢新
闻。永恒的生命力在于慢新闻。

扎实创作的慢新闻，才有永恒的生命力

张春保（新华社湖南分社副社长、总编辑）

王新法是河北人，却能扎根在湖南山区
扶贫。他不是作秀，而是全身心地投入，甚至
献出了生命。我很佩服。周勇军第一个发现
王新法，几年来深入挖掘王新法的故事与精
神世界，用心血来书写这个新闻人物。我也
佩服他。

现在，一些人不愿意讲信仰、讲精神。我们
常说记者“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但人们
对“道义”的理解往往从对丑恶的揭露与批判
上解读得更多，对宣传正面价值观应担当的责
任理解得少。周勇军这本书，对于我们宣传时
代典型，弘扬共产党人的坚定信仰，很有启发。
将新闻易碎品转化成更持久的文学作品，也是
新闻记者职业精神的一种升华。

新闻记者职业精神的一种升华

王跃文（湖南省作家协会主席）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 一个时代有
一个时代的精神。 王新法正是一个时代所需要
的英雄典型，他将扶贫济困、义薄云天这些传统
美德，赋予了新的时代精神。用一部报告文学来
反映人物，对于宣传党、宣传党的基层组织，凝聚
人心，也很有意义。现在，个别地方存在基层组织
涣散等问题，王新法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在
老百姓心目中，他就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文坛曾有一种倾向，认为叙事文学中讲

人物典型化是一种老观念，很土。这其实是
一种偏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典型人物所
达到的高度，就是文艺作品的高度，也是时
代的艺术高度。” 文学作品要塑造出真正有
时代精神的典型，才有感染力，才能留得住。

王新法的一些行动，对于目前形势下乡
村治理也提供了一些借鉴。现在，农村的优
秀人才都出去了，回不来。王新法是河北人，
他来湖南的农村扶贫是个案。怎么让乡村走
出去的优秀人才回到乡村？政策上能否提供
一种保障？这是值得思考的。

王新法是时代所需要的英雄典型

邓献忠（湖南日报社党组成员、副总编辑）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脱贫攻坚，是中国
历史也是世界历史上的大事件。 这样的大战
略，需要重大典型来感染人、凝聚人、指引人。

周勇军准确、 敏锐地发现了王新法这个典

型，是很有大局意识的。新闻工作者作为意识形
态前沿的战士，要更贴近一线，更深入生活。周勇
军深入王新法的生活之中，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
料，作品带着泥土气息，沾着新鲜的露珠。从新闻
报道到文学作品的转换并不容易，这本书也体现
了周勇军的开拓进取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大战略需要重大典型指引人

江毅（石门县委常委、县委宣传部部长）

王新法在精准扶贫上探索了3个
问题， 为扶贫工作者带来了深刻的启
发。首先是信仰。扶贫怎么样才能挖掉
穷根，怎么样才能扶智？王新法以共产
党员的坚定信仰、 退伍军人的顽强意
志，给当地老百姓带来希望。第二是信
仼。有的地方群众不跟着来，干部自己
干自己的。但当地老百姓信任王新法，

愿意跟着他一起干。第三个是信心。王
新法探索当地的旅游产业、茶叶产业，
老百姓有切实的获得感。

所以，我读《名誉村长王新法》有
很大感触。我们要重视基层党组织建
设，选好扶贫的带头人；重视因地制
宜地推进产业建设， 让老百姓增收；
重视通过制订村规民约进行移风易
俗，净化社会风气。政府要真正担起
扶贫攻坚的第一责任。

信仰，信任，信心

徐琼 （湖南大学新闻传播与影视艺术
学院新闻系主任）

在全媒体时代，做好党的思想宣
传工作很不容易。 典型人物的报道
很难做， 常常费力不讨好。 实际上，
时代不是不需要典型， 而是需要更
多的真实的能打动人的典型。 我们
需要把主流价值观和时代命题结合
的好作品。

这部作品抓住了我国当下的一个
重要的时代命题：扶贫攻坚。这是一项
重大战略，关系到国家的繁荣发展。本
书的作者选取了一个具有极强的时代
特征和感召力的人物典型， 为创作的
成功奠定了基础。阅读这部作品，我看
到了作者用扎实的采访， 将新闻的鲜
活性、 文学的丰富性和时代的感召力
结合在一起， 写出了具有感召力的典
型人物和催人奋进的好故事。

将新闻的鲜活性、文学的丰富性
和时代的感召力结合在一起

周勇军（湖南日报社常德分社社长）

在王新法生前和去世后， 我采写
了30多篇有关他的报道。可以说，王新
法的报道,每篇都浸满了泪水。

2017年2月23日， 王新法因劳累
过度， 突发心肌梗塞， 倒在了扶贫一
线。 作为一直跟踪报道王新法事迹的
记者，心中除了激情澎湃、热血沸腾、
泪沾衣襟外，就是我对王新法的信仰、
人格、奉献，充满了敬畏。每一次采访，
对我而言，都是一次思想上的洗礼。他

的精神也深深融进了我的血液里。翻
开我所采写的关于王新法的报道，总
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 很多感人的
细节和场景，没能在报道中一一呈现，
觉得是一种遗憾。 在很多人的鼓励和
支持下，我开始谋篇布局，经过一个多
月的资料整理和补充采访， 终于脱稿
成书。

作为一名党报记者， 在实际工作
中，应该做什么，怎么做？透过名誉村
长王新法这个人物， 让我更加领悟到
了信仰的力量、责任和担当。

王新法让我领悟到
信仰的力量、责任与担当黎仁寅（湖南省扶贫办副主任）

我一口气读完《名誉村长王新法》。这是
一部高度契合时代需求的好作品， 催人泪
下，催人奋进。

我没想到这本书写得这么快， 也没想到
写得这么真切感人。报告文学需要大量素材。
没有深入的采访、挖掘和细心的求证，是写不
出来的。我对王新法比较熟悉，但书中很多内
容与细节我都不知道。没有读这本书之前，我

确实还有一些疑团： 为什么王新法要千里之
外来异乡搞扶贫，为什么他这么有大爱情怀、
坚定意志，还有科学的扶贫办法？为什么能改
造一方山水，还能改造一方人？读完之后，我
找到了答案。还有一个“没想到”的是，图书既
有艺术美，又有时代感，既抢眼又抓心，体现
王新法的信仰之美、高洁之美、纯粹之美，也
体现新闻记者的独特优势。

这是扶贫攻坚工作的扛鼎之作。王新法是
扶贫攻坚的精神富矿，是广大干部群众的榜样。

几个“没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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