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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海云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
指出“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
炒的定位”，话音刚落，全场掌声雷动 !
听到这句话，坐在电视机前的我也情不
自禁地鼓起掌来。

今年，恰好是我来到这座城市的第
五年。五年来，要说最大的收获，就是我
终于拥有了自己的房子。回顾这五年的
租房史，竟也是诸多坎坷。

2012年， 我从县城考入省城工作，
摆在现实面前的头等大事就是没有地
儿住。 由于人生地不熟，只好通过中介
租房找了一个离单位很远、价格便宜的
房子，只有一室一卫，逼仄的房子只能
放下一张小床。

在那个潮湿阴暗的地方住了三个
月，由于每天在公交车上的时间就花去
了一个多小时， 我于是考虑换一个房
子。通过网络租房信息在单位附近租了
一间大点的房，房子采光很好，房东太
太也特别好，唯一的缺点是租房价格是
我工资的二分之一。 我常开玩笑地说，
我每个月都是给房东打工。租了一年半

时间，房东因为孙子上学，需要收回房
子。 于是我又开始了找房子。

“买房太贵，租房太烦”，找房是件
磨人的事，房好价格高，房租便宜房子
又不行。这次费了好大的劲才找到一个
合适的房子，但是和别人合租。 租了两
年，因为合租的人回家考公务员，我一
人付不起高昂的房租，到期之后就没再
续租，又开始了新一轮找房的过程。

在这个城市呆了五年，租了五年的
房子。

以前，看着房价蹭蹭地上涨，我思
考着， 不足4000元的工资在这个城市
如何立足？ 何时才能有自己的房子？ 我
常常想起潘美辰的一首歌：“我想有个
家，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 ”我则特别
想有自己的房子，哪怕是一个不大的地
方。 这个看起来并不奢侈的安居梦，对
年轻人来说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2014年全国两会期间，作为湖南团
的工作人员，我有幸坐在人民大会堂听
李克强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记得当时
总理在报告里提出，要“完善住房保障
机制。 以全体人民住有所居为目标”。

“住有所居”对年轻人来说不是易

事，年轻人工资低，单凭个人的积蓄，奋
斗数十年可能都很难买得起房子。人们
常说“安居乐业”，安居放在了第一位。
正是基于此， 政府陆续建保障性住房，
给了年轻人希望，也给了年轻人奋斗的
基础。

我买房的机遇终于出现了。2016年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房屋的居
住属性，随后多个城市密集出台调控措
施，房价顺势回落。 住房公积金再出新
政：首套自住住房贷款政策 ,最低首付
款比例为20%。 在这样的利好下，我买
了房子，装修，入住。

五年来，搬了五次家。而这一次，才
是真正自己的家。 虽然房子不大，但总
算是在这座城市立足了。

秋日艳阳高照，我慵懒地躺在沙发
上，听到孙燕姿的《完美的一天》“我要
一所大房子，有很大的落地窗户，阳光
洒在地板上， 也温暖了我的被子”。 此
时，阳光从窗户照进来，洒在地板上，而
我窗台的花儿正开得姹紫嫣红。幸福的
感觉，就这样一点一点漫上来。

安居梦的实现，我才真正体会到那
句话：幸福像花儿一样。

谢婉玲

如果说中国梦是一个大梦，那么我
家的梦便是一个小梦。 随着国家的发
展，我家这五年也在发展。 它的变化于
国家而言是微妙的， 于家而言是巨大
的。

我家祖祖辈辈都以农耕为生，父母
文化少，却明白知识的重要性。 因为我
考上了城里的中学，父母为了能继续供
我读书，也一同来到城里。

来到城里首先得找一个落脚的地
方，村里人帮忙找了个廉价出租房。 父
母非常高兴，因为这是第一次住城里的
房子。 其实房子特别小，来客人不方便
坐，也不方便站，除了一张陈旧的桌子
外，没有任何其他陈设，甚至一张床都
没有。 但比起我们在乡下住的雨天漏
水、晚上老鼠乱窜的泥瓦屋来说，这真
的已经是一个“豪宅”了。

父母交了房租，身上就只剩下七块
钱，而且是一家人所有的钱。

父亲只有初中文化，而母亲只有小
学五年级文化。 他们文化素质不高，没
有专门的手艺，只能做些体力活。 我的
父亲成了农民工，母亲则在菜市场摆地

摊卖蔬菜。
来城里的第一年，我们家的所有收

入是3000元。 大年初一是我父亲的生
日，我们问父亲的愿望，他说，他要在这
几年内买一套大房子。 我们都不敢相
信，因为当时我们生活窘迫，每月都要
和收房租的爷爷说下个月一定给你；学
费虽然都会按时交，但交完学费，家里
就开始出现“经济危机”了。 我们一家人
也没什么像样的衣服，好在我和弟弟有
校服，这是我们最珍贵的衣服。

这个梦似乎在引导我们。 父亲虽然
是农民工，但他却不看低自己的职业，工
作勤勤恳恳，总是高效完成自己的工作。
很多人都在做建筑工， 但像他这样优秀
的建筑工人却为数不多。 父亲的工作得
到了很多老板的认可和肯定， 过年或过
节时，老板常打电话给父亲，给他账上打
一笔钱过节。 虽然也会遇到一些赖皮的
老板，但那毕竟是少数。 父亲从刚开始接
不到任何建筑工作，到后来日渐忙碌，都
是基于他的勤恳和诚信。 中国劳动合同
法的不断完善， 也保护了我爸爸的很多
权益，虽然结账的过程还是很艰辛，但是
大多数时候都能拿到款项。

母亲最初在菜市场摆地摊到后来

有了自己的摊位，收入也日渐增多。 她
每天凌晨两点起床， 晚上很晚才回家，
一年四季每天如此，没有双休也没有假
期。

我的父母都做着很辛苦的职业，但
他们都是各自领域的佼佼者。 在这个城
市，我的父亲在建筑工人圈里是一个老
板认可和值得信任的人，提起他大家都
会点赞。 我的母亲在她的菜市场生意是
最好的， 妇人和老人都喜欢和她叨家
常，然后买菜回家。

城里房价下跌时，我家恰好积存了
一笔买房的钱，父母买下了一个比出租
屋大好几倍的观景房，我和弟弟第一次
有了自己单独的卧室。 村子里很多人来
看我家的房子， 都对我父母竖起大拇
指。

这五年，我父母用中国人的勤劳实
现了自己人生中的梦想， 从七块钱开
始，不断积累，买下了人生中的第一套
大房子。 我所在的城市也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 我所在的国家更在飞速发
展。 我相信梦想的价值，相信勤劳的双
手能捧起美丽的梦。 我们伟大的中国梦
就像是一个列车，载着千千万万个家庭
的梦奔向幸福美好的明天。

李婷婷 易禹琳

从开始插秧， 到长成一片绿色的地毯，充
满诗意的画面里，影片跟着十八洞村的季节在
流动。 田园山水讲述着湘西人民对土地的热爱
与依恋，大爱与大美。

电影《十八洞村》于10月13日与全国观众
见面。 影片以国家实施“精准扶贫”战略为大背
景，取材于湘西十八洞村的真实事迹，通过杨
英俊及杨家几位堂兄弟在脱贫过程中发生的
观念及生活方式的改变，用诗意的电影语言描
叙当下乡村居民的内心世界，折射出时代的变
迁，引发了人们对如何脱贫和怎样才是真脱贫
的思考。

“《十八洞村》是一个窗口。 村庄的变化不
止来自物质和环境，更源于村民的内心，正是
这种由心向外产生的变化帮助脱贫摁下快捷
键。 ”电影首映式之后，导演苗月在接受湘江周
刊独家专访时这样说。

整个电影就是跟着十八洞村
的季节在流动，让大家更感性地了
解精准扶贫

湘江周刊：2013年11月， 习近平总书记亲
临湘西十八洞村考察，首次提出“精准扶贫”战
略思想。 您如何通过十八洞这个小山村，来反
映全国农民脱贫攻坚的大场景？ 您希望呈现给
观众一个怎样的十八洞村？

苗月：电影从采访、写剧本到拍摄完成历
时13个月。 我不仅是在十八洞村采访，还在花
垣几乎所有的乡镇搜集故事素材。 这些采访，
我写了满满一个笔记本。 我没有能力、也绝不
瞎编乱造，所有的人物，都有原型，都取材于真
实生活。

我遇到的第一个采访对象，就是现在电影
主人公杨英俊的原型。 老头刚放牛回来，坐在
那里，特有气质，但根本不搭理我。 后来我多次
去找他聊天，他慢慢放下芥蒂心，跟我讲他的
故事。 每次长谈之后，我都觉得我获得了生活
的源泉。

作为这部电影的导演同时也是编剧，我能
在拍摄现场随机改剧本，比如看到农民抛秧的
动作很美，看到两个人在田埂上边走边聊的场
景很美，临时就改了，增加了电影的在场感和
活泼性。 今年5月刚刚开始拍摄时，正好是湘西
插秧的季节。 三个月的拍摄，经历了他们从开
始犁田到插秧的整个过程，拍摄结束时，秧苗
已经长得很高，远远看去，就像一片绿色的地
毯。 等到稻子成熟的时候，我们的航拍团队再
次进入拍摄，实际上整个电影就是跟着十八洞
村的季节在流动。

我们想写一个好看的故事，用电影语言表
现一群活生生的人，但又不局限于这片土地和
这群人。 通过这部电影，通过十八洞村这个“窗
口”， 让更多人看到大历史背景下中国乡村现
在的面貌，看到这片土地上正在发生的一次重
大的变革，让大家透过艺术的表达更感性地了
解精准扶贫。

农民不忍心放弃田土 ， 无法
眼睁睁看着田荒掉，最打动我们

湘江周刊：在拍摄这部电影之前，您如何
理解“扶贫”？ 拍完电影之后，您的感受有何变
化？ 您觉得“精准扶贫”的灵魂是什么？

苗月：去年8月，我第一次走进十八洞村开
始采访、写剧本，在此之前，我对“精准扶贫”这
四个字的认识其实还只是停留在抽象的、概念
性的层面。 拍摄完成之后，我觉得电影所要讲
述和传达的，已经不只是狭义上的“十八洞村”
了，不再是某个具体的村庄，而是一种精神上
的象征，代表着整个国家摆脱贫困、全面进入
小康生活的决心。

我认为“精准扶贫”的灵魂是共同富裕。 拍
完这部电影后，我更加深刻地感觉到，真要为
党和国家这样一个伟大的举措点赞。“扶贫”这
个概念，其实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有了，但这

次的“精准扶贫”，我们帮扶的是中国最后一批
贫困人口，也是最需要帮扶的人。

湘江周刊：拍摄过程中，最打动您的是什
么？

苗月：有一天，我们遇见一位正在犁田的
老人，已经80多岁了，四个儿子都在外面打工，
他的生活费其实已经不缺，也有机会去城市里
过上更优渥的生活，但他就是不忍心放弃这片
田土，每年只要到了插秧的季节，他就会下地
犁田，把秧插上。 他无法眼睁睁看着田荒掉，这
是最打动我们的地方。

他们不仅是需要帮扶的对象，
更是值得我们给予最深敬意的群
体。 坚守土地的人不应该贫困

湘江周刊：中国人对于土地有着特殊的依
恋，土地承载着中国传统的文化理念和深沉的
情感。 在电影中，您如何通过女性的独特视角
和镜头语言，在这样非常“主旋律”的剧情下，
将包裹着人与土地的深层关系向观众层层剥
开?
� � � � 苗月：采访、搜集故事的过程，常常让我泪
流满面。 女性的视角可能会更细腻，对村民的
心灵世界更能感同身受。

正是如剧中主人公杨英俊这样一批老人，
与土地有着最深的情感。 杨英俊从部队回来是
可以去当工人的，打工大潮的时候也可以进城
打工，但对田土的深情将他留在了这里。 土地
是我们的根，而他们在坚守我们的土地。 我们
的电影希望向观众传达的正是人与土地的关
系，他们不仅是我们需要帮扶的对象，更是值
得我们给予最深敬意的一个群体。

我们也想告诉大家， 如何既不离开土地，
又能从土地上得到应有的物质财富。 坚守土地
的人不应该是贫困的。 电影里有一句话：“我们
依然要种地，但我们不当贫困户，我们要当种
地的‘土豪’。 ”

电影从“精准扶贫”切入，但我们想挖掘和
表达的更深的内核，是人与土地的关系。 我们
想将观众的视觉延伸到历史层面，整个社会发
展的层面，在更广阔的纬度上，探寻和讲述个
人命运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的交融。 因为精准
扶贫的最根本的目的和意义， 也是留住乡愁，
呵护土地，保住绿水青山，让我们的人民在自
己的土地上过上更富裕的生活。

扶贫先要扶精气神。 实现物质
脱贫的过程，其实同步发生着精神
脱贫

湘江周刊：除了物质脱贫，还有精神脱贫。
主人公杨英俊的扮演者王学圻说:“扶贫先要扶
的就是精气神。 ”您是如何抓取大时代背景下
乡村居民的精神生活，体察他们的内心世界的
波澜和转变?能否举例一两个创作故事或细节?
� � � � 苗月：在实现物质脱贫的过程中，精神脱
贫其实是同步发生的。 如果没有精神力量的支
持，他们就不可能很好地完成物质上的脱贫。

电影里有一个扶贫工作队的队员，在扶贫
过程中他和村民们有越来越多的情感介入。 有
两句台词让大家很触动：他第一次到一个村民
家喝酒，主人公杨英俊突然看着他说：“你吃饭
的时候很像我儿子。 ”他接着说：“你喝酒的样
子很像我爸。 ”这样一种非常平淡、普通的互
动，却很让人感同身受。

影片的最后， 正是这位年轻的扶贫工作
者，倾诉了他的心路历程，他觉得，通过扶贫，
他自己也完成了一次精神上的“脱贫”，获得了
一种对生命认识的飞跃。

湘江周刊：在首映式上，您说您是半个湖
南人，因为母亲是湖南湘乡人，这部影片也是
献给自己的母亲的。

苗月：说到母亲，我情绪有些失控。 母亲离
开家乡后，很少有机会回来。 现在年龄大了，身
体状况也不允许，但她非常思念家乡，那就通
过看我拍的电影回家吧。 我斗胆将这部电影也
献给自己的母亲，了她一个心愿。

投稿邮箱：xiangjiangzhoukan@163.com“我家这五年”征文

幸福像花儿一样

用勤劳实现梦想

农村新生活
朱琳

我的家在长沙县青山铺镇赛头村
的某个小角落里， 一家五口人， 简单
而又幸福。 我的爷爷奶奶是乡下人，
我的爸爸妈妈是乡下人， 我自然也是
乡下人。 但， 一切都在改变。 多少年
轻人往城市奔， 难不成只有城市人才
能过上富裕的生活？

爸爸妈妈曾经如同绝大多数中年
人一般， 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格局总
逼着他们在外面打工， 务农的重担就
沉甸甸地、 自然而然地落到了爷爷奶
奶身上。 老人们总是早起到田间劳作，
踩着泥泞小道匆忙回家做个饭又继续
忙活， 为了节省人工费哪怕硬撑着也
要做， 终于有一天爷爷住院了， 手术
费由爸爸和姑姑们平摊， 爸爸的长辈
们则狠狠把爸爸骂了一顿。

爸爸终于作出一个重大决定： 回
农村经营小本生意。 妈妈帮忙打下手，
生意还算红火。 爸爸妈妈成了家里面

农活的主力军。 小孩子责任是好好读
书， 我自然一如既往地读书。 为了我
更好的学习， 更重要的是有了些许利
润入账， 前几年爸爸装修了房子， 拓
宽了客厅， 添了一间客房， 还专门为
我弄了一间卧室。 养猪又回归成了农
村一大特色， 爸爸不但经营小本生意，
还卖起了饲料， 不长的时间内， 家里
新添了好几台新电器， 液晶电视、 冰
箱、 空调、 洗衣机， 短短几年间家里
开始过得充裕了。

以前出门走亲戚， 街上总是一连
串的摩托车， 这几年全换成了汽车，
骑摩托车反觉着是一种拉风状态了。
爷爷奶奶拿着老年证常免费坐公共汽
车出去溜达， 每个月也有了老年补助
金； 爸爸的肾病农村合作医疗补助了
不少； 我顺利考入大学也领到了一笔
助学金。 生态环保成了生活的一大主
题。 为防止池塘河流污染， 政府主张
拆除所有猪圈， 并对农户进行适当补
助， 同时移栽了大批植物， 水泥路边
百花斗艳， 映衬在绿水蓝天下格外美
丽， 拍起照来几乎没有了土屋， 全是
楼房。 妈妈发朋友圈， 城里的好友们
总会留言说羡慕乡村的空气好； 爷爷

也时不时倒腾自己的老年手机， 和城
里的兄弟姐妹一聊就是几个小时； 奶
奶跟着其他老人家跳着广场舞， 每天
兴致勃勃； 城里人下乡探亲， 离开前
总不忘带上自产的绿色蔬菜， 留下来
的都是赞美山山水水的话， 羡慕之情
溢于言表。 爸爸开着小车去城里处理
业务， 总是被叫着多带些绿色蔬菜去。

如今， 播种有了播种机， 收割有
了收割机， 病虫害政府会组织无人机
喷洒农药， 妈妈俨然成了垃圾分类小
能手， 有健康讲座奶奶总会积极参加，
爸爸开车各地跑生意， 爷爷和老人家
们聊着国家政策， 总不忘谈反腐倡廉
工作进展得如何好， 夸习总书记如何
有领袖风范。 邻居家的小妹妹总哼着
我爱你中国的小曲儿， 而我在读大学，
网络与书本的优秀资源应接不暇。

城市与农村已没有过去的差距，
农村虽没有城市那般丰富多彩， 但具
有城市没有的清新空气。 我相信， 五
年来我们既然能够进步一大步， 自然
也能在未来的五年再迈进更大的一步。

“精准扶贫”的背后
是人与土地的关系
———专访影片《十八洞村》导演苗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