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李婷婷

近日， 在首届CGDA2017平面设
计学院奖活动中， 长沙姑娘吴清予以
音乐专辑设计作品 《The� Landscape�
the� Tropics� Never� Had》， 夺得包装
设计类金奖。 该赛事面向全球范围
的美术院校设计专业学生、 应届毕
业生、 专业教师， 分为教师组和学生
组两个组别， 每组分别有品牌形象、
包装设计、 推广用品及出版物、 海报
设计、 文字设计、 插图设计、 环境图
形、 多媒体8个参赛类别， 最终从近
3000件有效参赛品中， 评选出全场大
奖、 金奖、 银奖、 铜奖、 优秀奖、 入
围奖。

巧的是吴清予接着收到了来自纽
约字体艺术指导俱乐部的邮件， 该俱
乐部主办的纽约TDC字体设计竞赛是
全世界第一个以字体设计为主的竞赛，
也是全球最重要的平面设计竞赛之一，
吴清予的设计作品入选， 作品将在全
美及其他15个国家展出。

小时候就着迷，只是当时
不知道叫“设计”

新湖南： 从什么时候开始对设计
领域感兴趣？ 还记得设计的第一件东
西是什么吗？

吴清予： 记忆中大概从很小就开
始感兴趣了， 仔细想想应该是着迷。

只是当时不知道是叫“设计”。 记得从
小就很喜欢看各种各样的书刊、 海报、
杂志等， 周末喜欢和朋友去长沙定王
台二楼淘进口、 过期的时尚、 画报、
设计类杂志等， 觉得很充实、 幸福、
开眼界。

还有就是有收集爱好， 平日喜欢
的包装盒、 玻璃瓶、 磁带等各类觉得
好看的印刷品， 都舍不得扔， 为此被
父亲说过多次是“捡垃圾的”。

第一件我“设计” 的东西应该是
小学自己包书皮之后画的封面。 那时
大家都很爱惜课本， 每学期始大家都
流行“包书”， 用白纸或者塑料壳保
护书本。 我每次包完之后喜欢画上有
意思的教科书名， 比如“语文” “自
然” 等。 现在看来就是自由发挥出的

“字体设计” 吧。
这个兴趣的来源可能是因为练过

一学期的硬笔书法， 小时候被表扬字
写得不错， 大概那时候不经意间得到
的鼓励， 无形中给了我很大的鼓舞。
另外就是一直觉得汉字间的正负空间、
结构、 造字、 寓意等都很有意思， 让
人充满想象。

遵循内心的感受创造出
与音乐相辅相成的画面

新湖南： 缘何参与到音乐专辑的
封面设计？ 请介绍一下这个获奖作品
的设计思路、 理念， 设计元素和音乐
人、 音乐风格的关系等。

吴清予： 这次大赛我有两件作品
获奖， 分别是包装设计类金奖和优秀
奖。 金奖作品是音乐专辑的设计
《The� Landscape� the� Tropics� Never�
Had》。

做这个项目非常机缘巧合。 大概
两年前通过好友推介， 知道了这支国
内特别棒、 很认真在做音乐且坚持自
己风格的乐队———吹万。 初听就觉得
很难得。 后来竟然通过邮件的方式联
系上了， 几个月后他们说很喜欢我的
设计作品， 觉得很新颖， 并邀请我设
计他们的新专辑， 为此我觉得很幸运、
开心。

这次专辑设计的思路就是以一种
舒服、 原始的方式， 理解音乐本身带
给我(听众)的感官享受与启发， 遵循内
心的感受创造出与音乐相辅相成的画
面。 另外， 就是着重于平衡东西方两
种截然不同的字体间的融合， 融合恰
到好处时， 美感自然就产生了。

这张专辑的音乐风格我个人觉得
是整体而多变的。 整体上很大方， 充
满了新元素， 歌词简单却充满寓意，
留给人足够的想象空间。 虚实结合得
很巧妙。 吹万通过自己的感受、 通过
音乐的抽象方式表达内心， 营造出共
鸣。 设计上， 我也想通过文字、 空间、
图片来营造出自然、 大方、 独特的风
格， 最重要的是能够与音乐本身的气
质融为一体。

希望自己能保持对生活
普通事物的好奇心

新湖南： 看介绍说， 你最感兴趣
的是研究文化之间的共同线索， 特别
是不同文化和语言之间的关系。 你是
土生土长的长沙姑娘， 现在生活在美
国， 如何理解中西方文化的异同， 通
过怎样的方式去实验这些思考和想法？

吴清予： 非常好的问题。 我觉得
现在是互联网时代， 文化和信息的传
递比想象中快。 中西方之间的文化也
如此， 通过互联网、 社交媒体， 越来
越容易了解到不同的文化， 从而对其
感兴趣， 产生了文化、 亚文化的传播
与交叉重叠。

越来越多的设计上也出现多文字/
语言相结合的表现形式， 两者本身来
源于不同的系统与背景， 但是也可以
融合得很好， 相辅相成。 在摩擦、 退
让时却展现出相同的性格与特色， 就
像中国哲学思想的一种二元论观念，
阴和阳彰显出“相互对立又依存” 的
抽象关系。 我觉得这是很好的， 这样
让人们产生好奇心的同时， 也带来了
多重意义上的文化摩擦与包容性。

在美国的学习、 工作和生活带给
我很多的帮助和提升， 打开视野的同
时， 也了解到了不同的文化和生活
态度。 在相对开放、 尊重个人、 鼓
励你去表达的环境中潜移默化受到
影响， 我觉得自己在做设计的时候会
更遵循自己的内心， 而不是追随主流。

现在还是每天想多学一点的状态，
希望自己能保持对生活普通事物的好
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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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红建

十八湾村， 伸手可以摘到
星星的地方

走出湘西， 走出武陵山区， 我始终
无法走出对十八湾村的回味和留念。

十八湾村位于湖南省吉首市西南的
社塘坡乡， 是在海拔723� 米高的大山上
的一个纯粹的苗家山寨， 村子四周全是
悬崖绝壁。 这里最开始叫天星寨， 因为
这个村的村民都住在悬崖顶上， 似乎伸
手可以摘到星星。 后因进村的小道， 大
湾十八处， 小湾九十九处， 十八湾村因
此而得名。 这个村有将近80户人家， 310
多人， 以姓麻居多。 以前人们为了避免
战乱， 来到了这个完全与世隔绝的悬崖
山上， 但却要面对恶劣的环境。 2004年
修通盘山公路前， 村里人上下山只能走
羊肠小道， 最险的一个路段要攀七八十
米高的云梯， 几乎每家都有亲人在上山
下山当中摔死或摔残的伤痛记忆。 改革
开放了， 十八湾人仍过着与世隔绝般的
生活。

2000年， 十八湾人积蓄多年的能量
终于爆发， 几乎是徒手与大山开始搏斗，
不畏艰险， 坚忍不拔， 不甘贫困， 自强
不息修通了通往村外的路。 “十八湾人”
被评为2006年湖南省十大新闻人物， 十
八湾村级公路建设被树立为全国通达工
程先进典型……

盘山路， 村民们手工打造
出来的伟大艺术品

虽然之前对十八湾村的盘山路有些
心理准备， 但当我跟随吉首市扶贫办茶
叶办主任彭明安来到这片山崖时， 还是
有些紧张， 甚至有些胆怯。 吉首市扶贫
办李师傅开的越野车在挂在悬崖上的山
路上飞奔。 “我在市扶贫办开了八年
车。” 小李很淡定， 车速丝毫没减， “恐
高搞不了扶贫， 扶贫干部一年到头都在
山上跑， 恐高的、 昏车的， 反正身体不
好的， 都当不好扶贫干部。”

在上十八湾村盘山公路中最大的一
个弯， 可看清山路全貌， 展现在我眼前
的不再是一条公路， 而是一件艺术品，
一件村民们手工打造出来的伟大艺术品，
是当地老百姓用手一块石头一块石头抠
出来的， 是用血汗甚至生命凝聚而成的。

一辆面包车停了下来， 走出一个六
旬左右的男子， 很瘦但很精干。 他是十
八湾村的龙把银书记， 1952年出生，
1978年入党， 1989年当村长， 1995年当
村支书。 龙书记没有太多的客套， 没有
过多的铺垫就直入主题说起来。

“2000年， 吉首市村级公路大会战
如火如荼地展开了， 我觉得不能坐在家
里等着政府的钱到位， 于是我就跟其他
党员干部说， 我们自己先逮 （做） 起来
吧！ 这里面有个原因。 1987年6月， 我父
亲突发急性阑尾炎， 疼得在地上打滚。
我们六个劳动力抬着他往山下赶， 赶到
吉首市的医院时已是五个小时后了， 我
父亲已经不行了。 当时我就在心里埋下
一个心愿， 一定要为村里修条路。 可是
当我们把修路的事跟村民说时， 风凉话
就来了。 外村人说， 十八湾猴子都爬不
上去， 修路就别做梦了， 干脆直接修个
飞机场算了。 村里一些人积极性不高，
有人说， 书记， 我们就这么一点一点地
抠， 要修到什么时候呀！ 我说， 一年不
行两年， 两年不行三年， 就是要修通这

条路， 这是为子孙后代谋幸福， 没什么
价钱可讲。”

去修路真的跟壮士远行一样

龙书记接着说， “有个老党员叫麻
国任， 年纪比我大些， 还是我老表。 他
立即找到我说， 如果不把路修好， 十八
湾就没有任何前途。 如果你真把这条路
修通了， 你做一辈子村支书我都支持。
当时有个老人， 叫麻正财， 85岁高龄了，
听说要修路后， 拄着拐杖找到我说他也
要上山崖， 说生为十八湾人， 如果没有
参加修路， 是件很不光彩的事， 也对不
起自己的子孙后代。 老党员龙凤仙的老
伴和儿子都去世了， 村委看到她家只剩
下两个寡妇和两个小孩， 情况特殊， 就
说他们家可以不出工。 但龙凤仙不干，
说女人也是人， 更何况自己还是党员，
她们在家待着， 以后走在新路上， 也会
脸红惭愧……”

2000年春节后不久， 十八湾村龙把
银、 麻金文、 麻先忠等15个党员和干部，
带着全村130多个劳力开始了艰难的圆梦
征程。 他们基本上是不会说普通话的苗
族人， 绝大部分是文盲， 没有念过一天
书， 但是， 他们的道德感却让人心生敬
意。 这条全长5.3公里的盘山路， 大小弯
道50多个， 其中大弯、 急弯、 回头弯有
18个， 因地势险要， 整条公路只能临崖
而立。 十八湾人豁出去了。 龙把银说：

“去修路时， 真的跟壮士远行一样， 家里
的女人做了好吃的让男人带上， 男人则
把该交代的事都交代好了， 生怕万一就
回不来了。 家家户户都穷， 出来修路的
都是劳动力， 是家里的顶梁柱， 千万不
能出事。 15个党员和干部， 每天早上三
四点出去查看情况， 看有没有松动的石
头， 晚上十一二点才正式收工， 主要是
清点人数， 看到一个画一个勾， 不见到
人不画勾， 风雨无阻。 十八湾人是个整
体， 就像个大家庭， 少了谁都不行。 老
天保佑， 修四年路， 没少一个， 也没有
谁缺胳膊少腿。”

他要儿子把自己埋在看得
见公路进村的地方

他们的精神感动了四里八乡， 外村
的村民和远方的乡亲 赶 来 加 入 了 筑 路
大军 ， 每个小组轮流派劳动力来修
路 ， 不 要 报 酬 ， 自 带 设 备 和干粮，
完全是无私奉献。 政府部门送来了十八
湾修路急需的物料和资金， 还派来了专
业施工队。

麻国任本来身体就不太好， 但一直
坚持修路。 他饭量越来越小了， 直到一
次昏倒在工地上。 抬下山送到吉首市医
院一检查， 才知道他已经是胃癌晚期了。
他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他说， 我
现在死了也不亏， 但没把路修完， 我心
有不甘啊。 他去世之前留下遗言， 要儿
子把家里的大米都捐到村上修路， 并把
自己埋在看得见公路进村的地方。 他儿
子捐了家里仅有的55公斤大米， 把他埋
在公路进村那段的山坡上， 可以时刻看
到公路。

说到这， 龙书记深深地吸了口烟，
然后久久望着远处的山峦。

2004年1月， 这条在悬崖峭壁上开凿
的4米多宽， 5.3公里长的盘山路正式通
车。 投入工日12万多个， 开山挖土凿石
40万立方米， 4年没过一个舒坦年的十八
湾人唱起了山歌、 敲起了苗鼓、 舞起了

狮灯， 不少村民搬出自家酿制的苞谷烧
酒尽情畅饮。 在政府的支持下， 2007年
村里对这条盘山路进行了硬化。

路通了 ， 致富大门打开
了， 姑娘们愿意来十八湾了

路通了， 十八湾村的致富大门就打
开了。 十八湾人开始得到丰厚的回报。
修路前的1999年， 全村人均年纯收入638
元， 光棍汉多， 娃娃读不上书。 修通公
路后， 十八湾人大种经济作物， 大力发
展养殖业， 改善生产生活环境， 促进了
经济发展， 增加了收入， 实现了人与自
然的和谐发展。 2006年全村种青蒿1000
多亩， 创收70万元； 开发金秋梨340亩，
总产量9万公斤， 实现收入15万元； 外出
劳力85人， 挣回收入30多万元。 全村实
现人种1亩菜， 4亩青蒿， 3亩果， 养1头
猪， 同时建成水池、 沼气池， 改厨、 改
厕、 改圈， 饮上了自来水， 电话、 手机、
电视都进入了农户家中。 适龄儿童都进
了学校， 85%的农户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
医疗。 全村实现人均年纯收入3500元。
几年里光讨外地媳妇的就有17人。 “这
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路通了， 富裕了，
姑娘们也愿意来十八湾了。” 龙书记说。

车到尽头， 十八湾门楼进入了我的
视线。 离门楼近的地方， 是一片老土房，
再远处点， 就形成鲜明对比了， 有砖瓦
房， 更有成群的别墅， 有一层的， 也有
二层三层的。 龙书记告诉我， 老土房大
部分住的是老人， 他们不肯搬走， 所以
还留着房子； 年轻的都搬到新房子了。
我有种感觉， 十八湾人真的是富了， 真
的是幸福了。

正说着， 一个身穿苗服， 脚穿黄军
鞋， 拄着木棍的阿婆从石板路向村口稳
健地走来。 龙书记说： “她就是龙凤仙，
老党员， 当年修路她主动请缨。” 我问：

“现在日子好了吧？” 阿婆说： “好了，
孙子都结婚生娃娃了。 地里也种了生姜
和金秋梨挣钱了。 我正打算到地里看看
金秋梨， 天冷了， 怕它们冻着。”

我跟着龙书记在村里的小道上转着
聊着， 看别墅， 还看到了成片的果树林。
龙书记告诉我， 这里山高路远， 但气候
好， 适合很多果树生存， 结出的果子，
糖分足。 另外， 这里种高山菜 （反季菜）
非常适合， 好吃， 能卖高价钱。 现在全
村有300多亩金秋梨， 550多亩茶叶……
都是产业扶贫帮助搞的。 村里2014年就
摘掉了贫困村的帽子， 现在年人均收入
4500元钱， 只有一户兜底户 （最低生活
保障兜底扶贫）、 22户贫困户了。 从路修
通后到现在的12年里， 全村新建房子包
括别墅38栋， 有面包车、 摩托车、 三轮
车几十台， 有113个年轻人在外面打工，
占了全村收入的半壁江山。

在学校我碰到一个正在绣十字绣的
女子， 叫杨晓菊， 是村主任麻和林的老
婆。 我问她：“怎么想着嫁到十八湾来
了？” 杨老师笑得很灿烂说：“这里风景
多好，世外桃源。”龙书记说：“我们村最
大的变化还是人的素质方面大大提高
了。 原来我们这里说汉语的人很少， 路
通了， 与外面接触多了， 出去读书的孩
子多了， 现在年轻的都会说汉语了。 以
前路不通， 与世隔绝， 没事的时候村民
天天打牌； 路通了， 经济上来了， 娱乐
活动也多了， 打球的， 打鼓的， 唱苗歌
的都有。”

（本文摘选自作者的长篇报告文学
《乡村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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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吴清予 (qingyu wu， 又名

Q)， 平面设计师， 现居美国。 德式
摇滚爱好者和邪典电影迷。 毕业于
艺术与设计专业排名全美第二的弗
吉尼亚联邦大学， 获得平面设计学
士学位， 后在被称为 “现代美国设
计师摇篮” 克兰布鲁克艺术学院2D
研究生学院深造， 获MFA艺术硕士
专业学位。 曾被邀在著名的加州艺
术中心设计学院和纽约帕森斯设计
学院演讲。 创作主要以大型装置结
合印刷设计的形式表现， 作品着重
于平面设计的共通性以及在不同文
化和语言之间的关系， 特别是在双
语言字体设计结合间体现。

梦圆2020征文

在脱贫的盘山路上攀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