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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长华

长期以来，热土潇湘是湖南作
为传统农业大省的代名词。在汹涌
的工业化、城市化浪潮面前，“三
农”遭受前所未遇的挑战。扶贫，不
仅仅是要将农村经济盘活、让农民
增收，更重要的是要让“三农”获得
蜕变与新生，能真正与时代、与世
界对话，从而最终留住农“根”。

王丽君的“梦圆 2020”主题文
学征文获奖作品——长篇报告文
学《三湘网事》，在这点认识上有着
超出常人的深刻。而“电商”正是

“三农”破茧化蝶的重要孵化器。作
品书写了文学人物“归来去兮”的
新路径。“出走——归来”是乡土文
学主题常见的模式。“五四”文学中
的“归来者”最终再度出走，因为故
乡已“物是人非”；上世纪80年代之
后的文学一般遵循“城里套路深，
不如回农村”的所谓批判性思路；
新的历史时代则需要新的“归乡
人”。

《三湘网事》将从事电商的主
体集中在回乡创业者。他们大体都
是因为家境和家乡的贫苦被迫逃
离，都曾在外奋力打拼过。打拼不
应只是个人财富的积攒，更应是眼
界的开阔、才智的开化、知识和经
验的积累等，将后者回馈给家乡，
无疑才是“归巢鸟”最可贵的地方。
他们“归来”，藉助网络，将家乡特
产、风物、文化传播和推销出去；他
们“回归”，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一
把金钥匙。

电商作为介入农村和激活农
村的利器，也可能是把双刃剑，有
可能将本是个性化十足的农村发
展削成同质化、一体化。《三湘网
事》在这一点上有着相当的文化自
觉，甚至可谓“刻意为之”。“惹巴
妹”一节集中在龙山手工织锦，“鲤
鱼‘回龙门’”一节围绕的是沙坪镇
的“桃源”乡游，“太阳的味道”聚焦
的是祁东的黄花菜……作品集的
每一个话题都是基于该地区的特
色文化、特色产业而展开。尊重个
体与差异是文化生命能成长和保
持源头活水的重要渠道。

以牺牲文化为代价而换取所
谓的经济发展，是得不偿失的。精
神原乡、寻找心灵栖息地是人类永
恒的生命冲动和灵魂求索。但传统
文化和地域个性如果被洞藏窖封，
只会易朽、腐烂。它需要经营，需要
殷实的经济基础作后盾，最好能释
放出自身的经济魅力和社会效益，
从而夯实生存土壤。这就是文化的
自身“造血”。《三湘网事》蕴含着这

样的深思。
作品构绘了一批有血有肉的

“守护者”形象。这一群电商人为农
村的发展倾注了心血，贡献了才
智，他们是中华大地上最为普通的
饮食男女，将他们纳入扶贫献礼文
艺中，最忌将这样的文艺图解成

“英雄谱”。扶贫工程呼唤振臂一呼
的英雄，更需要千千万万甘于默默
奉献、勤于创造的实践者。

作为农村新事物的电商，是一
个系统工程，自会牵涉诸多的神
经，进而缠绕出一些新的问题，尽
管这些问题可能只是细枝末节的，
但需要社会和人们予以关注和思
考，从而为电商保驾护航。

报告文学的价值很重要的一
点在于它的忧患意识和反思精神。
在“没有菜的菜店”一节中，赵媛有
过令人为之动容的身世和不足为
外人道的人生经历，她开办了网上
菜店。基于自身生存体验和心系善
良，只选择残疾人士、特困户、退伍
军人为供应商。这不仅是一项苦心
孤诣的创举，而且是普通人的善行
和教化社会的一种方式。但是，赵
媛患上了类风湿性关节炎，门店租
金都交不起。作品在结尾部分发
问：“赵媛能如愿拉到赞助吗？三好
鲜生店能得到赞助吗？”读之，令人
不禁潸然泪下。

《三湘网事》选择的这些“平民
英雄”，都曾是出身贫苦和有过不
堪人生。我想，这不是简单出于“扶
志扶智”的演绎，而是展现了在生
活的道路上，其实每个人都不容
易。明白了这样的道理，才会生出
真正的乐观和不息的奋斗意志。电
商人就是用这种精神守护着农村
的这一新生儿。

（《三湘网事》王丽君著 湖南
文艺出版社出版）

袁姣素

《神舟山传奇》以“履虎尾，不咥
人”的处世哲学贯穿小说，既有人生
哲学的思想深度，又有“丛林法则”
的自然规律，颇具意味。罗先明在长
篇小说的技艺上很有自己的个性色
彩，《神舟山传奇》是其杂糅方法的
统一，在长篇小说综合性经典元素
运用上有着开掘的积极意义。在小
说的叙事上，《神舟山传奇》打破了
线性和直观进入的模式，时间与空
间交替变换场景，以记者手札、旁
白、故事渐进的方式描摹湘西神舟
山的传奇故事。叙事的结构以多维
视角介入，给读者提供了在场的感
官刺激与体验，既有立体的美感，又
有复杂的人性刻画。小说通过讲述
个人故事剖析人生，凸显智性慧语，
展现人性贪欲，有家国情怀的大爱，
有卖国牟利的贪婪，有缠绵悱恻的
爱情……

小说中，百岁老人牛太和是神
舟山养育出来的中心人物，经历了
百年以来的社会动荡与时代变迁。
牛太和是时代性的典型人物，浓缩
了底层平民的特征，同时他又具有
差异性和特殊性，是平凡群体与特
殊个体的综合统一。以地域性的角
度看，牛太和是和神舟山融合一体
的，一座大山是自然界中天地的产
物，而牛太和的人生经历以神舟山
为载体，深化了他这个“守山人”的
主题精神。

作为小说的主旨人物，牛太和
并不是“好人不好”“坏人不坏”的模
糊地带，他的人物塑造与个性特征
是鲜明可感的。在他的身上见证了
中国近一百年来的沧桑风雨，他成
长的磨难史，是他那一辈人共同的
时代记忆。

这种中国式的平民主义与民族
精神的渗透，在文本中润物化雨，层
层递进。譬如牛太和从小父母双亡，
做过长工，被土匪绑架过，当过兵，
立过功，却不求仕途，甘为平民。时
代的浪潮一波又一波地推动着他人
生的轨迹，洗礼他的思想，使得这座
大山陶冶出来的性情汉子并不是莽
汉一个，而是懂得“道法自然，天人
合一”的生存法则。在当时社会环境
的碾压下，没有自己的思想主见和
智慧，很难有生存空间。牛太和正是
受马道长崇尚万物，以“和”为贵的
思想启发，活学活用，在危险和困境
面前，多次化险为夷。他追求平淡的
生活态度，冥冥中给了他生死一线
时的保护伞。

孔子有言：君子和而不同，小人
同而不和。牛太和是充分地理解了
其中“和而不同”的意义和自然使
命。尽管他有过十多年的牢狱之灾，
却仍然坚守正义，坚持自己的人生
信条，敢于与邪恶斗争。对那些肆意
砍伐和破坏神舟山树木和生灵的行
为坚决予以反击。同时，牛太和在感
情的纠葛上也充满传奇色彩，不嫌

“偏瘫妹子”，不弃患难感情，不薄真
心之爱，他对女性的关爱与柔情充
分体现出一个血性汉子的责任与担
当。

作者运用多种技法的描摹是娴
熟的，回忆穿插和记者现场串联感
应相互依托，诞生出和谐的磁场。这
种和谐不仅仅是人类生存的和谐之
道，亦是万物自然、山水天地的大和
谐。在牛太和的眼里，树木，飞鸟，花
草……一切都是有生命的，在他心
里，神舟山是古老、智慧的生命体的存
在，千百年来呵护着它脚下的子民，人
们更是敬它为圣山。在湘西会战中，多
少将士牺牲在这里，而日本鬼子最终
在这座山里全线溃败，仿佛一切都是
天意。于此，在小说的情理推进中，牛
太和的思想体系与神舟山合二为一，
化为了神舟山的符号。

小说的人物塑造是成功的，牛
太和坚韧的人生态度，和谐万物尊
重自然的人生准则，有情有义的感
性担当……无不催人奋进，给人温
爱，彰显出中华民族平凡人的民族
精神，传递了文学的力量，具有铭刻
时代的历史意义。从中国式的审美
路径看，其波澜壮阔的宏大叙事具
有让人惊艳的史诗性，坚实，充盈，
有力，给现时代的文学创作提供了
宝贵的经验。

（《神舟山传奇》罗先明著 作家
出版社出版）

王晓冰

信息时代，一首诗、一篇文、一本
书的先睹为快往往不是印刷品的呈
现，而是电子版的浏览。如今，手机阅
读在快速地覆盖和替代着电脑阅读。
读孔见的《海南岛传》，我是不敢太随
意的。我把书稿从手机传到电脑，正
襟危坐，一字不拉地读完，某些篇章
甚至读了三遍以上。每当酣畅的阅读
被琐事打断或拖延，总像丢了宝物似
的不自在。电脑一直保持着通电开机
状态，它用温度和闪烁帮我保持阅读
的顺畅与连贯。如此郑重其事的阅
读，对我来说并不多见，这不仅在于
这部书的容量，更在于它的分量。这
部书，不仅让我对海南岛的前世今生
刮目相看，也激发起我重新审视和打
量它的热望。

“文学即人学。”一部历史书，首
先是作者的个人史，然后才是他人
史、移民史、人类史。《海南岛传》出场
人物众多：苏东坡、冼夫人、李德裕、
李纲、赵鼎、胡铨等，不论着墨浓淡，
篇幅长短，无不鲜活生动，栩栩如生。
他们的命运大多都是悲剧的、沉重
的，都无法摆脱属于他的九蒸九晒和
生离死别。只有头顶的天空和脚下的
大地永远辽阔和年轻。

“文艺与哲学、科学一个很大的
不同，在于它不但把作者认识生活的
成果传达给他人，更重要的是把作者
认识生活的对象也和盘托出，尽可能
完整而真实地传达给他人。”（韩少功

《本质论浅议》）而写史之难，难在不
但要把最接近其本质与原貌的写作
对象呈现给读者，还要不露痕迹地传
达自己对生活的认识与理解。《海南
岛传》在这方面做得尤为出色。不仅
还原历史的真相，更要完成对历史的
回望，对人性的透视，对天地的敬畏，
在叩问历史真相与抒发个人情怀上
找到结合点和平衡点。这需要鲜明而
旷达的历史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
观、审美观，需要有声有色，有板有
眼，有张有弛，有血有肉。

变焦的能力，是对一个作家的严
峻考验，也是检验一个作家成熟与否
的重要标志。兼具整体上的磅礴大气
与细部的雅致精妙，在文学创作中历
来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但孔见
做到了。他没有去写一本通史或全

史，只是通过一些有意思的人物活动
和事件的演变，揭开走进历史深处的
入口。叙说的镜头在历史与现实、高
度与深度、全景与细节、俯瞰与特写
之间自由拉伸，收放自如，有奔腾的
大江大河，也有清澈的涓涓溪流。

对海南岛的爱因为日积月累的
嵌入式生长变得热烈而蓬勃、根深而
蒂固，也使得作者笔下的海南岛丰
沛、深邃、生动、质朴，有着外来人难
以模仿和超越的入木三分与得心应
手。尤其对椰树、蛇、沉香、花梨、砗磲
的描述，于娓娓道来中惊心动魄。他
的观察与发现从感性上升到理性，带
我们一起从哲学的角度和历史的星
空俯瞰这座美丽的岛屿。

这部书渗透并贯穿了作者的整
个生命，甚至可以上溯到他衣冠南渡
的祖先。那些饱含作者性格与情感的
文字，来自他用椰子水替代母乳的幼
年，他与蛇共舞的童年；来自他第一
次看到流血，第一次见证死亡；来自
他奇怪而重复的梦，第一次对为什么
活着的发问；来自他第一次出门远
行，第一次被爱与美击中……的确，
他的肤色、外貌、语言以及行走的步
态，饮食的偏好早已与海南融为一体
了，只有眼里偶尔闪过的剑光，暴露
出家族遗传密码中，属于远方的冷峻
和清冽。休眠火山平静而不平滑的表
面下，奔涌着作者对生养他的这片土
地炽热而深厚的爱。我们在拍案惊奇
的同时，有浩荡的春风、浑厚的秋雨
扑面而来。

（《海南岛传》孔见著 新星出版社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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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自然和谐之美的大地艺术
李亚伟、吴小龙

近日，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大雅品
牌重点打造的“中国乡存丛书”第三
部《故园农事》出版上市。

在《故园农事》这本书中，黄孝纪
以故乡——一个典型的湘南山村八
公分村为切入口，以散文形式书写乡
村农事，辅以30余幅精美手绘插图，
立体化描绘了犁田、双抢、交公粮等
近 60 种传统乡村农事，展现了 20 世
纪60年代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
乡村的变迁。这些农事，有的已不多
见，有的已为现代化器械替代，成了
那个年代乡村的缩影。然而，这些书
写农事的精美散文，因为展现了天人
之间最原始的角力，展现了人与自然
最质朴、最亲密的关系，在今天，反而
异常让人着迷。它们是中国农耕文明
的独特历史影像，是为南方乡村书写
的一部独特传记。

作为一个拥有着数千年农耕文
明的古国，农事，原是天人之间最
原始的角力，也是人与这个世界最
直接、最质朴的交流方式。千百年
来，农人依靠土地划分自己的“疆
界”和“王国”，在这片土地上，用自
己的耙子和犁，耕耘着土地，灌溉
着土地，以自己最为独特、最原始
的方式参与着世界的造化和运转，
改变着大地的纹理和气象。民俗、
道德、伦理……因之得以形成，古老
的文明得以无尽延续。农事，让土地
呈现如一块永不枯竭、日新月新的画
卷，它是农人的尊严与骄傲。

传统农耕，也成就了天人间最美
好的和谐。土地，是上天的馈赠，而
农事，则是人与天地所能发生的最
为亲密的关系，它让人们与自然朝
夕相处，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在
这里亲近山川河流，在这里感受阳
光雨露，在这里感受天地神人的神秘
交汇……来自土地深处的与人连为
一体的力量，让一代代农人将毕生贡
献于它，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最
后，化作尘土融于斯。

今天，当我们乘坐飞机缓缓升入
云端，从空中俯视大地，我们仍能看
见，那些深刻改变人类版图和历史走
向的手笔：那开荒凿山留下的巨大豁
口，那汩汩流淌的不竭运河；而那稻
谷映出的片片金黄，在阳光下闪耀，
迷醉了我们的双眼……它们是人类
的杰作，是农人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
大地艺术。

（《故园农事》黄孝纪著 广西人民
出版社出版）

吴义勤

海燕新著《小康之路》，以康正
道、康金花一家两代人的奋斗历程
为主线，在横跨七十年的时间空间
中，细致描绘了共和国同龄人康正
道一家十分艰难又令人感动的奋
斗史、创业史。

小说与时代有着十分紧密的
结合，以重要的历史事件为纲，也
将时代之于个体的影响最大化地
呈现在情节的转换之中，人物与时
代浑然一体，情节与历史紧密镶
嵌。小说虽以家族叙事为主体，但
实际上也在某种程度上完成了对
于时代和历史的素描和勾勒，家族
史与当代中国的发展史融为一体，
从一个特殊视角展现了新中国的
伟大成就以及中国人民艰苦创业
的斗争精神。

小说紧扣时代脉搏，照进现
实，刻画了立志脱贫、奋斗圆梦、实
现小康的生动群像。这种主题设置
呼应了时代热点，也展现了作者试
图以文学的方式呈现历史和参与
历史的热情和理想。弘扬主旋律，
传播正能量。

小说加入了许多具有鲜明时代
印记的事件，加强了小说与时代的联
系，让故事更有现实感，对于突出主

题有重要帮助。但有些时代元素没能
跟人物的思想、行动很好地融为一
体，小说存在与现实过度捆绑的不
足，压缩了虚构和想象空间。

作者有丰富的知识储备和对
现实问题的深入思考，这种全知性
使得作者对于人物行动和心理的
把握非常到位。但在叙述上，作者
经常将“自我”显现，代替叙述者对
人物做内心独白或对现实事件发
声，让小说处于饱和的状态，留给
读者思考的空间不足。

整体来看，《小康之路》主题立
意积极向上、紧贴时代，属于主旋
律类作品。

（《小康之路》海燕著 作家
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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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简评

《人民代表申纪兰》
沈泽江 著 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

申纪兰，位居高位依然初心不改、保持本色的农村先进
模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展的历史见证者，“男女同工同
酬”写入宪法的倡导者，“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她质朴而鲜明
的形象，永远定格在人们的记忆里，也定格在共和国的历史
画册中。本书用朴实平和的文字和大量的历史图片，讲述申纪
兰的人生故事，回答了什么是真正的“纪兰精神”，并深入挖掘
其人生观、价值观及“纪兰精神”形成的深层原因，再现了一个
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国家的老人民代表、老劳模、老党员形
象，也为党员干部的学习教育活动提供了生动教材。

书香湖南

《善作善成：中国网络扶贫纪事》
王保平 主编 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

信息时代无“网”不利，网络扶贫是“中国式扶贫”
的一大亮点。本书记录了从农村电信普遍服务工程到
网络强国战略的推进历程，呈现了网络扶贫的创新举
措和扶贫一线的全新风貌，介绍了网络扶贫楷模的典
型事迹，总结了网络扶贫的成功经验及其价值，并展望
网络扶贫的未来发展。全书深刻反映了善始善终、善作
善成、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时代主题，凸显中国制度
优势，彰显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走马观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