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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田 （苗族）

20多年前我洗脚上田赴外打拼，
2018年春节回绥宁老家， 特意向姐
姐询问现在的农事。 姐姐眉开眼笑:
“如今耕田基本不用犁耙， 用拖拉
机； 插秧不用手插， 用插秧机； 收
谷不用打稻机， 用收割机； 杀虫治
病不用喷雾器， 用无人机。” 我听后
感到十分惊叹， 家乡的这些变化，
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事情。

改革开放前， 犁耙是农村最重
要的农具之一。 在农村， 如果不会
熟练扶犁耙田， 就不是一个真正合
格的农民， 会被人歧视的。 犁耙看
上去简单， 使用起来却并不那么容
易， 是一种技术活。 犁浅了， 不利
于插秧和禾苗生长； 犁深了， 翻出
老底黄泥， 耕牛拉不动， 会损坏农
具。 此外还要有能耐驾驭耕牛。

上世纪80年代初， 改革开放的
春风吹到家乡， 农村实行分田到户
责任制， 我家分到7亩多田， 那年我
17岁， 高中毕业。 父亲在镇中学教
书， 为省钱舍不得请别人犁田， 因
此我必须学会犁田。 经父亲在田里
手把手教导， 我掌握了一些基本技
巧。 但我家那头高大、 彪悍、 倔强
的公水牛十分狡猾， 父亲在旁边它
会老老实实低着头往前走， 一旦离
开它就发飙， 或瞪着铜铃似的大眼
睛横眉冷对我这个缺乏威严的文弱
书生， 还不时用牛角撞我。 一次，
犁到一丘田的角落我叫它转弯， 它
偏朝前走， 拉着犁辕蹦上了田埂，
我越吆喝它跑得越快， 我提着犁辕
在后面追赶， 累得气喘吁吁。 我担
心犁尖刺伤牛脚或折断犁辕。 这头
牛是我家和邻居共同购买和饲养的，
刺伤牛脚延误春耕生产， 后果不堪

设想。 牛拼命飞奔， 直到犁尖插进
坚硬的田埂泥土， 才不得不停下来。
这事至今我想起仍心有余悸。

使用犁耙一天可耕两亩田， 但
十分辛苦。 记得村里有户人家穷得
响叮当， 养不起牛， 也没有犁耙工
具， 春天夫妻俩便干脆扬起锄头挖
田， 汗流浃背， 一亩田要挖两天。

进入新世纪， 耕牛的价格越来
越高， 放养耕牛要花不少时间、 精
力和饲料， 还不如买一台小型拖
拉机。 拖拉机越来越多， 一天能
翻耕十几亩田， 马上就可插秧，
让农民从慢腾腾而又辛苦劳累的
牛耕岁月中解放出来， 迈向了小康
和富裕。

姐姐说， 以前插秧， 一家人起
早摸黑要花十天半月， 个个累得腰
酸背痛。 如今， 一个电话打过去，
插秧机马上开到田里来， 一天就基
本完成任务； 以前， 打谷用斛桶，
一天打不了几分田， 后来置办了脚
踩打稻机， 一天可收割一亩多田， 7
亩多田要10多天才能收割回家； 如
今一个电话打过去， 收割机很快开
来， 一天就轻松搞定； 以前， 稻谷
收回家要挑到晒谷场晾晒， 几千斤
稻谷要半个多月才能晒干入库， 碰
到阴雨一个多月都晒不完， 如今村
里有了烘干机， 几千斤稻谷一天就
烘干了。 记得高中毕业那年， 为给
水稻杀虫治病， 父母给我买了个扁
桶喷雾器， 配上农药有10多公斤，
背着在田里来回喷洒， 喷一次农药
要几天， 有时还会农药中毒。 种田
真的好辛苦。 姐姐兴奋地说， 如今
村里有人家买了无人机， 喷洒农药
两分钟一亩稻田， 解决了人工喷洒
不均匀、 浪费及农药中毒等问题，
真是今非昔比。

邹贵荒

改革开放40年， 我的家乡永州
市祁阳县进宝塘镇种田村邹家坪就
像歌曲 《南泥湾》 里唱的那样 ，
“再不是旧模样”， 成了美丽的小村
庄。 以前又矮又小的旧土砖屋都不
见了， 代之而起的是漂亮的红砖楼
房； 过去车子一过晴天尘土飞扬雨
天泥水四溅的逼仄的土马路， 如今
铺上沥青， 宽阔、 笔直、 平整， 人
来车往， 川流不息； 从前乡亲们衣
着破旧， 满脸愁容， 现在一年四季
衣着光鲜， 春风满面。 他们中的许
多人早已不是过去的粮农， 摇身一
变成了大大小小的老板， 有搞种养
加工的、 有跑运输的、 有开休闲农
庄的、 有开超市的……我也鹞子翻
身， 实现了从农民到作家的人生跨
越。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时， 我正
读初二， 语文课本中的 《谁是最可
爱的人》 深深地震撼了我。 从那时
起， 我心中便萌发了一个念头： 将
来也要当“作者”， 写出感人的好文
章。 读高中时， 学校有图书室， 我
在那里借阅了许多文学名著， 姚雪
垠的长篇历史小说 《李自成》 给我
的印象最深刻， 我第一次感受到文
学的美妙和魅力， 当“作者” 的念
头升华为当作家， 写出能够反映一
个时代生活的长篇小说。

1983年高中毕业后我回家乡当
了一名农民。 在有些人看来， 我的
作家梦似乎注定不能实现了， 但我
没有气馁。 我深信只要我不放弃，
我的目标就一定能够达到。 赵树理、
浩然等好多作家不也是农民出身么！

当作家一定要深入生活。 我定
下心来争取早日融入乡亲们的生活。

我拜年近七旬的老农民父亲为师，
父亲每个季节每个月份甚至每一天
都给我“上课”， 为了让我“全面发
展”， 还经常带我接触社会， 如去粮
站缴公粮、 去供销社买农药化肥、
到食品站卖猪、 去集市卖自家地里
的出产等， 让我学会跟各种人打交
道， 锻炼我， 增长我的才干。 父亲
种了一辈子田， 在当地很有名气，
在他的悉心栽培下， 我不到两年就
“出师” 成了一个地道的农民， 不但
说话做事像农民， 相貌也像农民了，
这极大地方便了我与乡亲们打交道，
他们认为我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什
么话都愿意对我说。 十年下来， 我
记下了大量鲜活的群众语言， 积累
了丰富的创作素材。

似乎可以写点什么了， 但我觉
得改革开放政策这么好， 农民有了
很大的自由， 可以走南闯北全国各
地到处跑， 我应该扩大自己的眼界，
于是我西去云南造石桥， 南下广东
打工， 到红砖厂出窑， 进城开出租
货运摩托车， 当自由撰稿人采访写
稿。 不知不觉十年又过去了， 我不
再奔波， 静下心来， 拿出纸笔坐到
了窗前……

2016年， 我历经15年创作、 打
磨的反映改革开放后湘西南农村生
活的长篇小说 《人生没有重来》 在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2017年9月，
毛泽东文学院、 永州市文联在长沙
召开研讨会， 专家学者认为该小说
再现了中国农村改革开放后精神面
貌和物质生活的巨大变化， 是湖南
乡土小说的重要收获。 这是改革开
放以来永州作家第一次在省里召开
作品研讨会。

感谢改革开放， 让我实现了当
作家的梦想！

湖南实施文艺精品创作重大项目， 自然
是湖南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机遇和责任，
又绝不仅仅是湖南籍人士的事情， 更不仅仅
是一项地方性的例行工作， 而应该通过这项
重大工程， 拓展湖南文艺与国际社会的广阔
联系， 集聚海内外的优秀人才和优质资源共
同参与， 形成“全球化思考， 本地化操作”
的宏大格局。

有人会担忧： 吸引和集聚更多的省内外
人士参与创作， 难免要掺入更多的“京味”
“海味” “港味” “洋味”， 是否会稀释或者
冲淡了原汁原味的“湘味”？ 其实， 面对全
球化的挑战而又要保持地方的文化特色 ，
恰恰是一个世界性的重大命题 。 2010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了联合国成立65年
以来第一份有关文化的报告 《着力于文化
多样性与文化间对话》， 明确指出 ： 在全
球化潮流 、 城市化浪潮和移民的背景下 ，
既保持文化特色又促进文化间对话成为新的
挑战。 “文化多样性的源泉是创造性活动，
而文化创造性恰恰体现了文化多样性的活
力。” 其最重要的观点在于， 鲜明的文化特
色必须通过创造性来体现， 必须把握好四大
要素， 即语言、 教育、 文化内容与传播、 创
造力与市场。

放眼全球， 那些长期保持创新活力、 富
有特色、 精品力作源源不断涌现的文艺创作
中心， 恰恰是开放性最强、 吸引力最强、 包
容度最为广泛的地方。 这就是“深海养大鱼”
的规律。 比如全球演艺之都———美国纽约百

老汇， 其核心区集中了41家剧场， 近年来每
年演出剧目130多个， 演出场次达13200多
场， 吸引观众1327万多人次， 主要票房收入
13亿多美元， 带动周边消费5亿多美元。 纽约
市居民中在国外出生的比例高达36.7%， 每年
来百老汇观看演出的1327万人次中， 纽约市
的市民占17.7%， 纽约周边地区如新泽西州的
人士占15.6%， 美国其他地区的人士占49.2%，
外国人占17.5%� 。 百老汇依托广泛的国际联
系， 汇聚了大量国际优质资源， 包括内容、
资本、 人才、 科技、 品牌等， 并且在这里进
行高端合成。 许多享誉世界的演艺精品， 最
初的出生地不在纽约， 却是在百老汇反复锤
炼、 最终合成的。 比如著名音乐剧 《妈妈咪
呀》 就是在百老汇一炮打红的。

湖南文艺创作的国际化程度近年来有了
明显进步， 特别是在服务国家“一带一路”
大格局、 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方面作出了
积极贡献， 显示了湖南文艺工作者对国家文
化战略的自觉担当， 但是在吸引国际化资源
包括人才、 资本、 内容、 品牌等方面还有待
于提升。 与此同时， 弥足珍贵的国际化文艺
人才又不断从湖南离开， 把他们的主要创作
地和艺术活动中心放在其他国际大都市， 让
人感叹“花开别人家， 他乡胜故乡”。 比如著
名作曲家和指挥家谭盾出生于长沙， 先后获
得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原创音乐奖、 格莱美奖
最佳电影原创音乐专辑奖等国际大奖。 2018
年12月21日他被任命为美国巴德音乐学院院
长。 近年来他为创作微电影交响音乐史诗

《女书》， 全力投入对湖南江永一带“女书”
的发现、 保护以及音乐创作长达5年。 当该工
程由于投资浩大难以为继时， 上海国际艺术
节慧眼识珠， 雪中送炭， 资助他创作， 并作
为第十五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委约作品进
行中国首演， 赢得了诸多国际音乐人士的好
评。 又如出生于湘阴县的著名舞蹈家沈伟，
2007年荣获著名的麦克阿瑟基金会年度天才
奖， 三次亮相美国林肯中心艺术节， 并在
2008年应邀担任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演出的顾
问及首席舞蹈策划， 他携手广东现代舞团创
作的 《声希》 先后在英、 德、 美、 俄等数十
个国家演出过， 被誉为“迈向世界舞蹈之巅
的中国人”。

艺术创作的高端人才资源是最为核心的
资源， 也是流动最快的要素。 他们总是流向
那些国际化程度更高、 文化包容性更强、 发
展机遇更丰富的中心。 所以， 一座城市和一
个地区的文化吸引力、 文化创新力和文化竞
争力是相辅相成 、 三元合一的。 古人云：
“落红不是无情物， 化作春泥更护花。” 为了
凝聚创作文艺精品的强大主体， 让三湘大地
激发绵绵不绝的创作活力， 湖南要有更大的
决心和投入， 更加求贤若渴的艺术视角， 搭
建更加广阔的国际化舞台， 才能汇聚起声势
浩大、 源源不断的创作文艺精品的强大主体，
为我们国家也为全人类创造更多的文化财富。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化产业研究
中心主任、 研究员）

湖南日报 湖南省作家协会 “新湖南” 主办
投稿： xiangjiangzhoukan@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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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农民到作家

感应时代，熔铸精品
———对湖南文艺精品创作的思考

冬去春来，万象更新，三湘大地涌动着实施
文艺精品创作重大项目的热潮。 一批富有创新
活力和湖湘特色的新锐创作， 如话剧《沧浪之
水》、音乐剧《袁隆平》、长篇小说《幸福街》、报告

文学《乡村国是》等引起广泛关注。 这一喜人的
形势， 显示了湖南文艺界的创作热情和艺术实
力，也促使我们对湖南文艺创作从“高原”迈向
“高峰”的定位和路径做更深入的思考。

花建

何谓人民所呼唤的文艺精品？ 它们与时
代的关系又是什么？

2018年12月18日，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表
彰的100位改革开放先锋中， 闪耀着谢晋、 路
遥、 施光南的名字， 他们执导或创作的 《芙
蓉镇》 《平凡的世界》 《祝酒歌》 等优秀作
品， 成为中国40年改革开放的精神标志， 也
成为影响了几代人的传世之作。 他们经历了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的思想解放运
动， 亲身感受到改革开放作为我们党所经历
的一次伟大觉醒， 深切体会到这场伟大觉醒
带给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化， 他们的作品揭示
了新旧转换时代中国人心灵的强烈阵痛， 抒
写着人情和人性的悲剧之美， 同时又洋溢着
面向新时代的朝气和喜悦， 成为穿越时代的
朝霞云霓和精神之光。

2019年5月2日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天才巨
匠里奥那多·达芬奇逝世500周年， 许多国家

将纪念这一伟人在绘画、 设计、 诗歌、 建筑、
天文、 航空、 医学、 军事等领域的杰出贡献，
他创作的 《蒙娜丽莎》 《最后的晚餐》 《岩
间圣母》 等作品， 不但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杰
作， 而且穿越了500年的时空， 成为人类永久
珍惜的艺术珍宝。 恩格斯在 《自然辩证法》
导言中深刻指出： 文艺复兴时代诞生了但丁、
薄丘伽、 达·芬奇、 拉斐尔、 米开朗琪罗等科
学和艺术大师， “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
了巨人———在思维能力、 热情和性格方面，
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
文艺复兴运动是欧洲从中世纪封建社会向近
代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一场思想解放运动，
出生在这个时代的艺术巨人， 都深切感受到
由旧信仰广泛崩溃和新思想尚未成熟所带来
的社会阵痛， 在作品中表现了浓重的悲剧底
色， 显现了艺术大师感应社会心理和超越自
身局限的悲剧性崇高， 但他们又都是新思想

的呼唤者， 新理性的高扬者， 新人文精神的
创造者。 无论是进行“人作为世界至美” 的
吟诵， 还是高举“艺术和理性” 之大旗， 他
们都引领了指向近现代的思想变革大潮。

由此可见， 作为时代标志的艺术精品，
一方面要深接地气氤氲， 吐纳人间烟火， 倾
听民众呼声， 真切感受到大变革时代带给千
千万万普通人的冲击、 痛苦、 觉醒与喜悦，
另一方面又是升腾于云端之上， 体现了面向
未来的眼界， 具有关怀民族和人类命运的人
文情怀。 这些大师之作品在思维能力、 创造
热情和坚韧性格方面， 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
博方面大大超越了普通人的水准， 突破了只
凭感觉的庸人视野。 艺术家要在这两极之间
保持灵活的张力， 用个性化的睿智和才华投
入全身心的创造， 才有可能形成感应了时代
又超越了当下的精品力作。

文艺精品与时代的关系： 感应了时代又超越了当下

美第奇效应： 形成诞生优秀艺术家的沃土
有人认为， 文艺精品的创作犹如天马行

空， 电石火光， 要靠个人自由发挥， 不必多
加指导， 而且是可遇而不可求， 欲速则不达。
但是， 纵观2000多年来的中外文艺创作史就
会发现， 文艺精品和艺术大师并非平均分布
在各个年代和各个区域， 相反， 他们犹如稀
有的矿藏和宝贵的油田， 大多集中在某些独
特的地壳构造中一样， 总是在某些特定的年
代和特定的区域环境中集聚形成， 集群涌现，
显示出深刻的内在规律。

文艺复兴时代“美第奇效应” 就是一个
发人深思的典型案例。 美第奇家族是佛罗伦
萨13至17世纪时期在欧洲拥有强大势力的名
门望族， 非常富有且乐善好施， 长期尊重艺
术家和学者， 广泛修建教堂及公共设施， 奖
掖文化和艺术， 网罗并资助米开朗琪罗、
达·芬奇等杰出艺术家， 收藏重要图书、 手稿
并对公众开放， 广泛涉及诗歌、 绘画、 雕刻、
建筑、 音乐、 历史、 哲学、 政治理论等各个
领域， 对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创造作出了重
要贡献。 米开朗琪罗就是受出身于美第奇家
族的教皇利奥十世委托， 在为美第奇家族建
造陵墓时创作了《昼》《夜》《晨》《暮》等传世雕
像杰作。

美第奇家族的贡献证明， 文艺创作是一
种高度个性化的精神劳动， 需要艺术家的自

由想象和个性创造， 同时又是一种需要大量
资金和支持， 集合各类资源如优渥条件、 图
书资料、 创作机遇、 教育训练、 国际交流、
尊重与荣誉等的社会工程 。 正如中国学者
向勇所指出的， 美第奇效应代表了一个有
机联系的金字塔结构。 由于美第奇家族长
达数百年的委托 、 资助和推荐， 形成了吸
引和培养优秀艺术家的社会基础， 在这之上
形成了提供艺术创作机会的长期制度和荣誉
地位， 从而集聚了诗歌、 绘画、 雕刻、 建筑、
音乐、 历史、 哲学等领域的优秀学者和艺术
家， 这才有人才的集聚效应和精品的集中诞
生 。

历史的规律值得重视。 湖南推动文艺精
品创作重大项目， 既要高度尊重艺术家的个
性和才华， 给他们以自由发挥的广阔天地，
又要从导向、 环境、 培训、 政策、 资金、 机
会等方面给予积极的指导和支持。 这正如
英国学者比尔顿所指出的， 创意绝不会发
生在“一个以混乱、 非理性和随即改变为特
征的绝对自由地带， 也不属于以秩序、 逻辑
和渐进为特征的刻板模式”， 相反， 创意和艺
术的成果“往往更容易发生在无序与有序的
边缘、 思维湿地的岸边”， “只有在特定的边
界范畴内， 创意工作才更可能与我们的标准
吻合”。

在这方面， 上海推动“开天辟地———中
华创世神话” 文艺创作与文化传播工程重大
项目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它把创世纪神话作
为民族之根， 力图寻找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
成为为中华文化铸魂、 塑魂、 传世的文艺复
兴工程。 它在市级层面上精心统筹和组织，
集聚了各方面的专家和学者， 经过前3年的倾
心投入， 率先创作文学故事、 主题美术作品、
彩色绘本(连环画)三大项， 将发展成为包括社
会科学、 文学、 美术、 音乐、 动漫、 舞台演
艺、 衍生产品等的系列成果。 神话是世界上
各民族都感兴趣的重大题材和国际性主题，
“开天辟地———中华创世神话” 文艺创作与文
化传播工程精心打造的 《中国神话与传
说——混沌与英雄的时代》 英文版邀请前英
国外交官翻译， 同步在欧美主流市场发行，
以国际化的绘画与文字向国外读者讲述延续
了数千年文明的中华民族最初是如何构建的，
中国人的先民如何解说祖先的起源， 如何通
过神话而想象出天、 地、 神、 人， 中华民族
在最早的形成过程中出现了怎样惊天动地的
英雄人物， 包括大禹、 共工、 女娲……它的
博大内容、 奇诡想象、 精美造型和时尚风格，
在法兰克福书展上一经出现， 立即获得许多
外国出版社的青睐， 也预示了它未来更加远
大的国际传播前景。

凝聚创作文艺精品的强大主体： 激发艺术高端人才的文化多样性和创造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