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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作品不是我写出来的，
是从心里流出来的”

获奖作家中，有的扎根扶贫一线，既是脱
贫攻坚践行者也是亲历者。怀化市文联、作协
驻村扶贫的江月卫说：“驻村扶贫两年，每个月
在村子里呆 21天，大到村子里项目的敲定，小
到孩子考大学的志愿填报，事事关心。村子里
的狗见到我都不叫了。许许多多人和事都感动
着我。只要把他们真真实实地记录下来就是很
好的作品。”

田润在基层扶贫办工作多年，她说：“我之
前连打字都不会。我写作，是因为我想写。每天和
我的同事投入扶贫，很多真实的故事感动了我。”

李文锋谈到自己长篇小说的取名：“‘火鸟’
寓意着这片土地在消除绝对贫困的进程中浴
火重生。”他说，“从 30 多年前的扶贫，到现在
的精准扶贫，党中央向绝对贫困发起的总决
战，我都经历了。生离死别，喜怒哀乐，人生百
味，所有这些感受，都写进了我的文字里。苦难
不值得一提，战胜苦难的勇气和渴望，才是打
动人心的。”

有的作家常年深入扶贫一线采访、采风，
被兢兢业业、呕心沥血的扶贫干部及艰苦奋
斗、自强不息的贫困群众打动，被精准扶贫以
来乡村点点滴滴的变化和三湘农村欣欣向荣
的面貌感染。记者周月桂说起自己作品中爱化
浓妆的主人公龙建梅，满是欣赏：“龙建梅的这
种热情，也是十八洞村妇女共同拥有的特质，
这份热情背后，是过好日子、把日子过好这样
一个最朴素的愿望，而我特别有幸，把它们记
录了下来。”

李冈谈到自己的创作体会时说：“诗歌不仅
仅要描写阳春白雪，还要再现乡土人情，因为那
才是最接地气的。所以，我在扶贫一线采风之
后，写下了组诗《在平江梅仙三里村》，以表达我
对那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们深深的敬意。”

今年 70 岁的罗长江，先后到 30 多个村庄
采访调查，创作完成 32 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

《石头开花》。他说：“我在写作《石头开花》的过
程中，几乎跑遍了武陵源所有的扶贫点，在充
分占有素材的基础上，讴歌现实，聚焦当下，提
出问题，探讨解决路径，内心深处始终涌动一
种叫做庄严感、使命感的东西。”

青年作家沈念多次随扶贫工作组前往永
州江华瑶族自治县进行调查采访，创作了《天
总会亮》《空山》《长鼓王》等系列中短篇小说，
在《人民文学》《十月》等刊物上发表。他说：“打
动人心的作品，都必须真正地深入生活。”“在
村里跟老百姓打交道的每一个日子，会被他们
质朴向上的精神，也会为那些扶贫工作者的辛
劳付出所深深打动。大家一起为了把日子过
好，心是聚在一起的。是这些经历激发了我的
创作灵感，也可以说，这些作品不是我写出来
的，是从心里流出来的。”

时代由每一位奋斗者书写

获奖作品已结集为“梦圆 2020”丛书，由
湖南文艺出版社公开出版。这些作品生动记录
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省贫困地区的巨大变化，
讲述了贫困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脱贫致
富的励志故事，展示了广大党员干部勇挑重
担、无私奉献、敢于创新的精神风貌，闪耀着党
的精准扶贫政策的光辉，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
的优越性。这些作品直面贫困群众的真实生
活，对现实进行朴实的艺术提炼，将脱贫攻坚
的重大主题揉进日常生活叙述之中，以文学的
魅力聚合新时代脱贫攻坚战中迸发出的精神
能量。这些作品既有润物无声的凡人凡事，也
有光可鉴人的高尚情操，动人心魄的扶贫壮
举，丰富了新时代关于乡土书写的文学长廊，
描绘出一幅幅感人肺腑、充满时代气息的艺术
图卷。结集出版获奖作品丛书，旨在铭刻湖南
人民战胜贫困奔向小康的历史壮举，展示三湘
儿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成功实践，让历史永远
记住那些民族复兴路上的奋斗者，把波澜壮阔
的新时代的神采与光亮传递给未来。

2020 年，将成为人类历史上一个闪光的
年份，中国将从总体上彻底解决贫困问题，从
前的贫困地区如今气象焕然一新，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梦想照进现实。

生活是不朽的史诗，时代由每一位奋斗者书
写。我们期待广大作家以文学持久而深沉的影响
力和感召力，挖掘出更多湖南脱贫攻坚的感人事
迹，展现出人们意气风发奔小康的奋斗精神。

为了每一个普通却闪亮的日子，我们都被
梦想轻轻唤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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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历史作证 讲好脱贫攻坚湖南故事

“孩子上学，大人劳作，老人晒着太阳，妇女们
唠着家常，新的一天如期开始。”2020 年 10 月 22
日，“梦圆2020”脱贫攻坚主题文艺创作颁奖活动
在这样一个普通而闪亮的画面中开始。

7年前的 2013年 11月 3日，湖南湘西花垣县
排碧乡大山深处的十八洞村的农家小院里，习近平
总书记同村干部和村民代表围坐在一起，亲切地
拉家常、话发展。在这里，他首次提出“精准扶贫”
重要思想。全省广大干部群众牢记嘱托，从十八洞
村出发，在“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
扶贫”的“十六字”方针指引下，向三湘大地千百年
来的贫困顽疾发起攻坚拔寨的冲刺，充分体现了

“精准扶贫”首倡地的担当与作为。在脱贫攻坚这
一伟大历史实践中，三湘儿女边实践边探索边总
结，逐步形成了精准扶贫的“湖南样本”。

从 2017年 9月起，遵照湖南省委副书记乌兰
同志的指示，在湖南省委宣传部的指导下，湖南省
作家协会联合湖南日报社、湖南省文联、中南出版
传媒集团举办了“梦圆2020”文学征文活动，通过
文学作品反映湖南精准扶贫、脱贫攻坚、全面实现
小康目标的伟大实践。

响应征文活动号召，湖南文学界迅速集结。湖
南作家们秉承怀抱天下的文化传统，响应脱贫攻
坚历史实践的时代号召，白天爬坡串寨，走村访
户，夜晚挑灯伏案，奋笔疾书，勇当时代忠实的记
录者、湖湘精神的传承者、脱贫攻坚的见证者和参
与者，讲好脱贫攻坚湖南故事，为时代立传，为人
民抒怀，为历史作证。

签约25位作家 一对一审读改稿

省作协在广泛发动作家参与精准扶贫主题创
作的同时，在全省重点与25位作家签约征文主题
长篇小说和长篇报告文学创作。签约作家们结合
各地脱贫攻坚的特色亮点工作，有的描写十八洞
村新生活，有的关注科技扶贫、电商扶贫、婚姻扶
贫，有的描写少数民族决战脱贫、逐梦未来，有的
描绘当代农村新变化，有的书写扶贫典型英雄形
象，塑造优秀基层干部群像。签约作家作为一种重
要的创作方式，稳定了一批优秀作家进行主题文
学创作。征文截稿时，12 部长篇小说、7 部长篇报
告文学签约作品完稿。获奖的11部长篇作品中，9
部为签约作家作品。

征文活动要求，中短篇作品需在省级以上报
刊、杂志公开发表，确保了参评作品的整体质量。
征文活动期间，《湖南日报·湘江周刊》《湖南文学》

《芙蓉》《湘江文艺》《小溪流》和湖南作家网开设了
“梦圆 2020”主题文学征文专栏，陆续刊发了 84
篇作品。

征文活动共计收到来自全国各地212位作者
投寄的稿件 438 部（篇）。经过严格认真的初评和
终评，共评选出 39 部（篇）获奖作品，包括李文锋
的《火鸟》、胡小平的《青枫记》、郑正辉的《让爸爸
站起来》、江月卫的《守望》、田润的《苍山作证》、王
天明的《相思山》等6部长篇小说，罗长江的《石头
开花》、韩生学的《家是最小国》、王丽君的《三湘网
事》、张雄文的《雪峰山的黎明》、谢慧的《古丈守艺
人》等5部长篇报告文学，以及沈念的《天总会亮》
等中短篇小说、报告文学、散文、诗歌和儿童文学
28篇（首）。

为确保“梦圆2020”丛书的出版质量，按省委
宣传部要求，3 月 10 日-25 日，8 月 3 日-8 月 10
日，省作协先后两次邀请 8 位专家就作品的政治
导向、艺术质量、情节结构、人物塑造等，对即将出
版的《火鸟》《石头开花》《青枫记》《守望》《相思山》

《家是最小国》《三湘网事》《雪峰山的黎明》等进行
一对一的审读改稿。6月17日-18日，省作协还专
门组织召开了“梦圆 2020”主题文学征文丛书出
版前专题改稿培训，特邀省扶贫办领导和审稿专
家等作扶贫专题讲座。

改稿专家卓今认为，长篇小说《火鸟》以武陵
山区脱贫攻坚为叙事背景，讲述了艰难复杂的脱
贫致富历程。小说通过对挑战困难、跨越障碍、破
解难题的生动描写，实现人物刻画和情节推进，塑
造出了众多真实可信的扶贫干部和基层群众人物
形象。理性克制的叙事与诗性语言的运用，方言的
点缀和民间故事的穿插，充分展现出精准扶贫题
材小说创作的开掘潜力。

改稿专家龚旭东认为，长篇报告文学《石头开
花》聚焦贫困、偏远而美丽的武陵源山区，书写“扶
贫依托旅游、旅游拉动扶贫”的生动实践，对当地
创造旅游扶贫的“武陵源模式”作了全景式展示。
一个个鲜活动人的故事，一幕幕波澜壮阔、可歌可
泣、意味深长的画面，在拥有悠久历史民族文化和
鲜明地域文化性格的武陵源地区，凝结成了一股
磅礴力量。

藏在器物里的
秘鲁古代文化

喻燕姣

秘鲁古代文明是一颗耀眼明珠

“秘鲁古代文明展——探寻印加帝国的源
流”于 2020 年 9月 25日晚在湖南省博物馆隆
重开幕，展期至 2021 年 1 月 5 日结束。该展汇
集了秘鲁 11家著名博物馆的 157件（套）精美
文物，展示了秘鲁自公元前3000年到16世纪
近5000余年分分合合的发展历程。

秘鲁位于南美洲的西北海岸，安第斯山纵
贯西部。其原住民应是从公元前13000年前穿
越白令海峡，来到秘鲁的亚洲蒙古人种。他们
经过漫长岁月，创造了辉煌的文明，留下了厚
重的古代文化遗存，有 10 多处世界文化遗产
享誉海内外。如近 5000 年的金字塔群卡拉尔
文化遗址、安第斯山脉地区宗教信仰的礼仪和
朝圣中心查文·德万塔尔遗址、世界难解之谜
的纳斯卡地画、“城堡之城”昌昌古城、“空中之
城”马丘比丘、“安第斯山王冠上的明珠”库斯
科古城等等，均令世人震惊并向往。

秘鲁古代人创造了独具特色的陶器、冶
金、纺织、建筑和农业灌溉技术，留下了众多文
物，揭示了秘鲁古人的智慧，是世界多元文化
中的一颗耀眼明珠。

由于秘鲁古代没有文字，我们只能依赖考
古发掘的实物及其图像，并结合文化人类学的
研究成果，来解读秘鲁古老的历史和文化，追
溯其文明的发展历程，还原秘鲁先民的社会生
活、生产劳作和思想观念等。

思想观念上推崇“二元性”
信奉万物有灵

安第斯地区的人民没有字母式样的书写
文字，他们依靠结绳（当地语叫吉氆）交流和传
承文化。吉氆由一根主要的绳子和系在它上面
的小绳子组成，是一整套的记事方法，类似于
我国古代的结绳记事。有一些人被指派解读这
些吉氆，他们随时跟在国王、各地行政长官左
右，用吉氆记录发生的事情。只有专门的吉氆
掌管者才能明白这种结绳的含义，后来随着西
班牙人对他们的控制，其读取吉氆的能力逐渐
消失。现在遗留下来的绳结成了无法解开之
谜。

“秘鲁古代文明展”中有诸多器物印证了
秘鲁先民“二元性”的世界观，如一半是金一半
是银的耳饰、查文·德万塔尔遗址一半是白一
半是黑的神庙大门、半人半兽的塑像、活人拥
抱死者的泥塑，等等。特别是数量众多的马镫
口形陶瓶，瓶口、流、鋬三者合而为一，形似马
镫，实为一根圆管向下分岔为两个圆管，两圆
管与瓶身相通，这种独特造型蕴含着秘鲁先民
最基本哲学观念和对世界的认识，即天为一，
一生二，曰阴阳，阴阳合，万物生。这是安第斯
哲学中“二元性”的体现：光明与黑暗、左和右、
高和低、男和女、生和死，阴和阳，等等。二元性
使宇宙世界相对力量达到统一和平衡。

秘鲁先民对自然界的一切都非常崇拜，比
如对日月星辰、山川树木、动物、植物、人类祖
先及超自然力生物，尤其是对太阳、月亮、鸟
类、虎豹等猫科动物、蛇等爬行动物的推崇更
为突出。比如迪亚瓦拉科文化的“太阳门”遗
迹，就是对太阳的尊崇。很多动物、植物、肖像、
超自然力神人造型的器物，就是对这类动物、
植物、英雄人物、祖先和神人的崇敬。比如查文
文化超自然力生物的兽面獠牙神人石雕头像，
就是对祭司服食致幻剂后变成神人的崇尚，而
其形象与中国新石器时代尤其是南方新石器
时代高庙文化、石家河文化的兽面獠牙神人如
出一辙。这些都是原始的萨满教在意识形态领
域里的表现。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秘鲁古代文明展”有很多展现祭祀文化与
军事战斗题材的器物。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
2500年间，秘鲁北部开始出现许多大规模公共
祭祀场所，最著名的是卡拉尔文化的神庙建筑
群。公元前1300年的查文人则以神庙为中心建
造城市和村落，通过宗教和信仰力量影响广大
区域，使人们意识上统一并具有共同的文化归
属感，从而传播文明，扩大统治范围。此后各个
历史时期，均是通过宗教文化传播、结盟与战
争、商品交换与贸易等多种方式，建立了大大小
小的区域或跨区域政治体系，最终完成征服整
个安第斯山区的大业，缔造了幅员辽阔、政治统
一、经济一体、文化融合的印加帝国，成为南美
洲三大文明之一，使秘鲁古代乃至安第斯地区
文明发展到新的高峰。

宗教祭祀遗物，除宗教建筑外，有祭祀场
景、祭司（巫师）用具等大量文物。值得一提的
是，其将祭祀品祭祀后打碎埋葬的现象，与我国
四川三星堆祭祀坑遗址祭祀后将青铜器打碎埋
葬有共通之处。如瓦里帝国纳斯卡山谷帕切科
遗址的许多陶器，都是作为祭品在埋葬之前被
故意砸碎，发现时碎成上百片。

数量颇多的武士、战俘或战俘首级、武器造
型或图案的题材表明，武力冲突、军事征服是秘
鲁文明发展的重要基础。

秘鲁先民有强大的创造能力

秘鲁先民以农业为主、海洋资源为辅。他们
高度重视农业，兴修水利，建造大规模水渠灌溉
系统，获得了大批耕地。有了农业对生活的保
障，他们在制陶、纺织、建筑、金属制作技艺等多
领域更加精益求精，迅速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
就。古代秘鲁人尤其擅长制作陶器，数量巨大，
器形丰富，纹饰题材十分广泛，多姿多彩的社会
生活情景均被细致地描绘在陶器上，让没有留
下文字记载的秘鲁古代文化得以被后世解读；
纺织品也非常精美，他们的纺织技术已相当成
熟，平纹纺织、双层布料纺织、壁毯纺织、刺绣、
纬线绦带、网纹绫罗、扎染和羽毛纺织等技术随
处可见；冶金技术高度发达，工匠能把黄金锻造
得极薄，并在上面压出精致图案。也掌握了金、
银、铜和若干种合金的冶炼和多种加工技术。但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根据考古资料，他们使用的
却是一些最简单的工具，包括泥土做成的火盆、
坩埚及石锤头和石钻。没有风箱，就用吹管代
替，这样木炭燃烧的温度可以升高，从而熔化金
粉、金块和铜矿石。

此外，秘鲁的古代文化还体现了事死如生
的丧葬观念，厚葬盛行，这从层层包裹各种物品
的木乃伊及随葬有丰厚陪葬品的墓葬得到佐
证。秘鲁先民亦善于制作壁画。秘鲁古代建筑尤
其是宗教建筑上，都留下丰盛的壁画，内容也很
丰厚，主要反映宗教信仰、祭祀礼仪、生产生活
等方面，也喜欢用羽毛制品和草编制品等。

不难看出，以上古代秘鲁的文化特色，大部
分与中国古代文化有相近之处，这些相似是“人
同此心，心同此理”般出于人类智慧正常发展的
各自表现，还是有所传承，目前还不清楚，但也
间接佐证了张光直先生所提出的环太平洋区有
一些共同文化底层的论证，再现了不同地域文
明之间的交流与互鉴。

“梦圆 2020”脱贫
攻坚主题文艺创作颁奖
活动举行。 杨杨 摄影

帕拉卡斯文化（公元前900-
前100年）刺绣祭司纹斗篷。

库比斯尼克文化（公
元前1500-前500年）人
脸形马镫口陶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