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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有三分之一的面积只高出北海
海平面一米， 近四分之一的面积低于海
平面， 全国人口1030万。

进入荷兰境内， 汽车奔驰在一望无
际的旷野， 荷兰特有的气候和地理使这
里水草丰美， 绿色盎然。 这里几乎看不
到裸露的土地， 树林、 麦子和牧草将绿
色一直铺到天边。 牧场大多是利用湖汊
隔开来的。 农场主有计划地放牧， 牛或
羊群也随人意老老实实吃完这片再赶到
那片， 这就保障了毎片草地不会过度放
牧。 政府对农场主管理是严厉的， 多大
的牧场养多少牛羊， 绝不能多， 草地剩
下的牧草打包收藏， 以备冬荒。 正因为
这里有天然牧场， 有纯净的淡水， 牛肉、
羊肉和奶制品成为荷兰的重要出口产品，
在国际巿场占有不可撼动的地位。 奶酪
制品更是一枝独秀， 与风车、 木鞋并称
为荷兰三宝。

风车是荷兰的标志。 荷兰濒临大西
洋， 海风长年不息。 这就给缺乏水力、
动力资源的荷兰引入风车提供了必然。
风车最初主要用于磨粉， 后来用途逐渐
扩大到其他行业。 荷兰有风车之国的美
称。 在绿得滴翠的地平线上， 风车突然
映入眼帘， 让人的精神为之一振。

荷兰人把风车的使用和制作上升到
了艺术的高度。 田野上、 牧场里、 公路
旁到处都有各式各样的风车， 小的只有
一至两米， 大的高达几十米。 转不转已
经不重要， 立在那里， 告诉你这里就是

荷兰。 风车是荷兰的一张名片。
在民族文化村， 我们零距离地与风

车、 木鞋和奶酪“三宝” 有了一次亲密
接触。 这个村坐落在一个布满湖汊的乡
村里， 木鞋制作坊、 奶酪制作间、 纪念
品售卖部等就是村里的风景。

我们站在大风车的底座下， 抚摸它
的叶片， 像是触摸一部厚重沧桑的历
史， 想象600多年前的荷兰人是怎样用
简陋的工具制作风车再欣喜地看着它转
动的。

木鞋是荷兰最具特色的产品， 是民
族文化的缩影。 木鞋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500多年前。 由于荷兰地处低洼， 欧洲多
条大河经荷兰入海， 气候潮湿， 地质泥
泞。 特别到了冬季， 到处结冰， 人们生
产生活极为不便。 当地的农民将杨木掏
空， 做成木鞋。 这种木鞋底部坚实， 两
头上翘， 很像一只船。 现在荷兰木鞋已
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人们基本上不
再穿它， 而是做成各种造型精致， 大小
不一的装饰品。 这是游客喜爱的纪念品，
还是政府赠送外宾的礼品。 目前， 荷兰
木鞋已成为一项产业， 产值达到千亿元。
能把这样一个简单的东西做到这种程度，
不得不佩服荷兰人的精明。

奶酪制作过程只是象征性的， 经过
选料、 搅拌、 模制和烘干等工艺， 各种
口味、 各种样式的奶酪便摆上柜台。 游
人可以试吃， 可口又诱人， 当你试过之
后想不买都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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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评论

在岳麓山丹枫竞秀， “霜叶
红于二月花” 的日子里 ， 我们迎
来了湖南省文联60周年华诞 。 作
为文艺理论评论战线一名老兵 ，
我不禁心潮澎湃， 为之表示最热
烈的祝贺， 同时 ， 也引发许多感
慨！

从1962年参加湖南省第三次
文代会算起， 到去年参加第九次
文代会， 我荣幸地成为连续七届
省文代会的代表。 同许多朋友一
起， 我们跟随人民共和国前进的
脚步， 经历和见证了湖南文坛艺
苑跨越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 。
从共和国旭日初升的头17年的筚
路蓝缕 ， 艰难创业 ， 到 “文革 ”
十年的朔风萧瑟 ， 百花凋零 ， 迄
至改革开放35年来文坛重新迎来
日丽风和的春天， 走向空前的繁
荣， 历史老人以正反两方面的经
验昭示人们： 国运昌， 则文运兴。
一个经济发展、 政治清明 、 社会
进步的时代， 一个与时俱进 、 改
革创新、 民族生命力和创造力极
大迸发的时代， 必然是广大作家
艺术家创作热情高涨 ， 文学艺术
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 。 反之 ， 国
家命途多舛， 文苑也必然暗淡无
光。

今天 ， 我们欣逢新世纪共和
国全面深化改革的盛世 ， 回顾我
省文艺界半个多世纪走过的光荣
而艰辛、 宏伟而曲折的历程 ， 展
望社会主义文学艺术更加蓬勃发
展的光辉远景， 怎能不让人充满
自豪和自信， 而又深感任重道远，
需要更加自省、 自励和自强！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
想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指
出： “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
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 面临的
挑战和困难前所未有 ， 必须坚持
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 ， 弘扬主
旋律， 传播正能量 ， 激发全社会

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 半个多世
纪以来 ， 特别是改革开放35年来
的创作实践启示我们 ： 坚持马克
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
位， 坚持 “二为” 方向和 “双百”
方针， 尊重文艺规律 ， 尊重作家
艺术家的创造性劳动 ， 弘扬主旋
律， 提倡多样化 ， 是繁荣社会主
义文艺的必由之路 。 但在新中国
文艺发展史的某个特定时期 ， 在
文艺繁荣发展的大好形势下 ， 也
曾经出现过一股潜流 ： 有些人只
讲文化和文艺的 “多元化”， 而不
讲甚至完全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
导地位； 有的人还把弘扬主旋律
与提倡多样化对立起来 。 按照他
们的主张， 当代文坛应当是展销
各色 “玩艺儿 ” 和艺术思想的无
序的 “自由市场 ”： 红 、 黄 、 白 、
黑， 杂陈并列 ， 叫买叫卖 ， 悉听
尊便 ， 谁也占不了一个 “为主 ”
的摊位， 无需强调什么指导思想
和主旋律。 这种观点显然是不正
确的。

马克思 、 恩格斯早在 《德意
志意识形态 》 中就指出过 ： “统
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
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 这就是说 ，
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
物质力量， 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
治地位的精神力量。” 从世界无产
阶级登上政治和文艺舞台以后的
文艺史， 特别是从中国人民革命
文艺发展的历史经验中 ， 人们可
以看到， 正是那些体现了无产阶
级和人民群众伟大理想和精神追
求的战斗的、 昂扬向上的主旋律
作品 ， 尤其是像 《义勇军进行
曲》、 《黄河颂 》、 《白毛女 》 和
“三 红 ” （ 《红 岩 》 、 《红 日 》 、
《红旗谱》） 等经典之作 ， 成为各
个时期乃至永远鼓舞人民团结奋
进的嘹亮号角， 弘扬民族精神和
时代精神的永不熄灭的火炬 ， 在

文艺史上具有不朽的价值。
今天 ， 全国人民高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 ， 意气风
发地踏上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的
历史征程， 我们理当坚持社会主
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 更高地
奏响时代主旋律， 用体现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文艺创作 ， 特别
是主旋律作品， 来引领多样性的
社会思潮和文化追求 ； 在坚持马
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的前提下尊
重差异， 包容多样 。 如此 ， 才能
更好地激励各族人民奋勇向前 ，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凝聚正能量， 提供强大的精神
动力。

源远流长的湖湘文化 ， 是博
大精深、 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的
一个组成部分 。 自古以来 ， 以楚
文化为主要源头的湖湘文化 ， 奔
涌向前， 汇成了一条精神文化的
母亲河， 以其强大的躯体和丰饶
的乳汁， 哺育了千千万万的湖湘
儿女， 孕育了独放异彩的文学艺
术。 进入新时期以来 ， 蜚声文坛
的文艺 “湘军 ” 之所以能创造辉
煌， 与湖湘文化对他们的哺育和
滋养是分不开的 。 这里 ， 我特别
要提到一点 ， 新中国成立以来 ，
直到新时期， 由于省文联 、 省作
协历届领导的身体力行和大力倡
导， 作为湖湘文化艺术精神的一
些重要特征： 强烈的爱国主义精
神， 深厚的思想生活内涵 ， 鲜明
的民族风格和浓郁的地方色彩 ，
一直是当代湖南文艺创作最引人
瞩目的整体的审美特质———这就
是人们所津津乐道和致力追求的
湖湘气韵和湖湘气派 。 它上承屈
原、 贾谊大悲大悯 、 关怀国运民
瘼， 追求以理想改造现实的入世
精神， 而又传承和发扬了湖湘学
派面向社会现实， 注重经世致用
的优良传统， 特别是继承 、 发扬

了 “五四 ” 以后和延安文艺座谈
会以来中国革命文艺扎根人民 、
表现人民、 服务人民的光荣传统，
坚持与时俱进 ， 不断创新 ， 不断
开拓前进， 从而形成了湖南新时
期文艺一种主流艺术思潮和审美
态势。 这种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
导向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
倾向， 既体现在我省许多优秀作
家艺术家的精品力作中 ， 体现在
新时期先后出版的几套作家 、 剧
作家、 评论家选集和 《文艺湘军
百家文库 》 中 ， 也体现在这次为
纪念省文联成立60周年而汇编的
各类文艺作品选集中。

“长江后浪推前浪”， 在祝贺
省文联成立60周年之际 ， 人们满
怀信心地期待 ， 作为后起之秀的
湖南年轻一代文艺家 ， 定将发扬
光大前辈文艺家的优良传统 ， 以
更大的热情去拥抱时代 ， 拥抱人
民， 深入挖掘我省的精神文化资
源， 既牢牢地把脚踏在本民族和
本土文化的沃土上 ， 又能以 “海
纳百川” 的胸怀 ， 勇于和善于借
鉴、 吸收其他地域 、 民族以至世
界上一切先进文化的成果 。 坚定
地挺立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伟大时
代的潮头， 发挥真正艺术家的勇
气和创新精神 ， 拿出更多思想性
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 ， 更具时代
精神和湖湘特色 ， 为人民群众喜
闻乐见的优秀作品来 ， 为奏响时
代主旋律和弘扬湖湘文化作出更
大贡献 。 同时 ， 要树雄心 ， 立壮
志， 推动湖湘文学艺术加速走向
世界， 使之成为世界文学艺术之
林中独具湖湘风采 、 香飘四海 、
永不凋谢的玉树琼花 ， 为中华民
族争光， 为三湘人民争光！

这就是历史和时代对我们年
轻一代文艺 “湘军” 寄予的厚望！

人民在期待你们自豪和令人
满意的回答！

每个人都有自己美好的梦想， 我也
不例外。 在我的心中也深深地埋藏着这
样一个美好的梦想， 它像一颗种子， 正
在我心里生根、 发芽， 并慢慢地成长。

我的梦想是像陈复礼老先生一样，
做一名伟大的摄影家， 在世界的每个地
方可以留下自己的足迹。

自从开始接触照相机这个新奇的玩
意儿， 我便喜欢上了它， 尤其是拿起相
机准备开始记录那美好的刹那， 我非常
享受这一刻时光， 渐渐地、 渐渐地， 摄
影让我发现了这颗埋藏已久的理想种子！

可能有人会问我为什么会喜欢摄影？
我想是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吧！ 那一次，
我在网上浏览一些美图时， 一不小心误
闯进了陈复礼老先生摄影作品的网站上，
我看了后觉得很喜欢， 就开始仔细地观
察着每一幅摄影作品， 不由自主地融入
到了一幅幅作品的意境中， 渐渐地领会
了摄影的魅力， 也体会到了每一幅作品
都蕴藏着它深深的意义， 从此， 我便喜

欢上了它。
在最近几年的生活中， 我发现自己

最喜欢的就是去许多很有特色的地方拍
摄， 每当见到美丽的风景， 我就情不自
禁地拿起相机， 记录下那些让我激动不
已的画面。 我喜欢沙漠， 尤其是那些在
沙漠中行走的骆驼最能吸引我的视线，
因为就是那些行走中的骆驼让我明白了
要拍摄出好的作品一定要抓住时机， 也
要抓住它们的细节， 才能流露出作品所
代表的真正意义。

现在， 我经常会在网上去看一些现
当代摄影大师们的作品， 虽然我也许不
像他们一样的伟大， 因为他们的成功是
无法复制的， 但我可以像他们一样去锲
而不舍地追逐自己的梦想， 我也会有我
自己的精彩。

梦想， 是一盏永不灭的灯， 自从来
到这个世界上， 梦想就一直照亮了我们
的前方， 是它给了我追求的力量， 让我
永不放弃。

莫道君行早， 更有早来
人。 初冬的一个早晨， 来到
矮寨大桥时， 我对这句话有
了更真切的理解。

抵达大桥前， 有3个连
续的隧道———巴龙隧洞、 龙
岛隧洞、 矮寨隧洞。 3个隧
洞间， 由架在峡谷间的桥梁
连接在一起， 形成了一道奇
特的风景。 而两边连绵起伏
的山上,各种野花开得正艳。
桥上已停满挂着各地号牌
的车辆， 游客们三三两两
地， 依着桥栏杆， 背对着峡
谷， 拍照留影。

我们竟然还是迟到者。
车过矮寨隧洞， 来到矮

寨大桥峒河岸桥头， 眼前不
由一亮———宽阔的黑色桥
面 ,平整地铺向对岸； 两边
的索塔， 高擎着黄永玉手书
的“矮寨大桥” 几个大字，
直指苍穹； 峡谷里的一团团
雾岚， 在大桥四周飘浮弥漫
着， 仿如仙境； 大桥的正下
方， 则是被称为“天路” 的
矮寨盘山公路， 公路上各式
车辆的汽笛声， 听得真真切
切。

我对着车窗外大喊：
“太美了！” 回音在峡谷间久
久回荡。

来到茶峒岸的观景平台
上， 游客更多、 更热闹了。
在这里立着一块大桥的简介
牌， 我读到了矮寨大桥的
“5个世界之最” ——— 大桥
主跨1176米， 是世界上跨
峡谷跨径最大的钢桁梁悬索
桥； 全球首次采用塔、 梁完
全分离的设计方案， 缩短了
主梁长度， 又最大限度地减
少了对山体的开挖， 保护了
环境； 世界上首次采用岩锚
吊索结构， 首次采用碳纤维
作吊索替换钢绞线； 首创了
“轨索滑移法” 架梁， 这种
全新工艺提高了架梁速度接
近十倍； 世界上唯一一座双
层结构的峡谷大桥， 桥上行
车、 桥下走人， 成为景中之
景。

在观景平台上， 我既能
领略到矮寨大桥的雄伟风
姿， 又俯瞰了矮寨公路奇观
和德夯大峡谷的风光， 这真
是一个绝佳场所和全新的视
角， 不觉得沉醉了。

此时， 观景平台中间，
4架手扶式观光电梯已安装
完毕； 垂直观光电梯的钢结
构井架， 正在加紧安装。 据
导游介绍， 观光电梯， 分两
期进行建设， 正在施工的是
一期。 观光电梯建成后， 更
给大桥锦上添花。

导游的解说中， 透着一
种湘西特有的自豪感和沧桑
感： “建设矮寨特大桥， 是
湘西人曾经认为不可能实现
的梦想， 可如今实现了， 湘
西280万土家苗汉各族人民
的脱贫致富梦想， 很快也会
实现了。”

“现在， 湘西人有了
一个更大的梦想， 将百年
公 路 奇 观 、 千 年 苗 寨 风
情、 万年峡谷风光和矮寨
特大桥， 融合在一起， 建
设中国最具特色的峡谷风
光旅游区和湘西文化产业
基地， 打造成湖南的世界
级旅游品牌和旅游名片。”
导游的讲解声， 继续在峡
谷间回荡。

峡谷里的峒河水， 静静
地流淌着， 格外清亮怡人。

为奏响时代主旋律和弘扬湖湘文化而放歌
———庆祝省文联成立60周年感言

□胡光凡

我的摄影梦
□罗茜元 文/图

湘西有梦
□向康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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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水泛舟行，雨寒初歇晴，
烟岚浮暗柳，波浪动深泓。
曲径清幽过，红楼花木倾。
吟风裁锦句，云外鹤长声。

冬游橘子洲头有感
□周英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