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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宗玉

看完《为什么是深圳》，我立马发
给儿子看。我觉得相对我而言，儿子
更需要看这书。这是一部励志的报告
文学。里面有深圳成功的基因密码，
有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基因密码，有
任正非与华为、马化腾与腾讯、汪滔
与大疆、陈宁与云天励飞等创业者与
年轻企业成功的基因密码，所以它更
适合年轻人看。

写深圳的书，我看得多，但皆毫
无印象。可看完陈启文的《为什么是
深圳》，我心里敞亮了，脑洞大开，精
神振奋。

深圳作为世界发展速度最快的
一座城市，其实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
一个缩影。写好了深圳从无到有、从
贫到富、从弱到强的过程，其实也就
找到了共产党人带领新中国走向富
强繁荣的秘径。

标题“为什么是深圳”非常好，它
既有多种解读，又决定书的结构和写
作手法。

作者选取了几个主要人物和几
家主要企业作为代表案例进行描述
和解剖，以点触面，由表及里，展现深
圳的风采和雄姿，以及它四十年来华
丽转身，从一只小丑鸭蜕变成一只白
天鹅的隐秘途径。

袁庚代表政府人物，老牛亦解韶
光贵，不用扬鞭自奋蹄。老一辈无产
阶级革命家，打下一个新中国，又要
建设一个新中国，世界格局日新月
异，瞬息万变，如果不把新中国建设
好，打下的新中国随时都有土崩瓦解
的可能。

任正非代表深圳的老一辈人物。
时代发展，命运选中，观念转变，力克
时艰，不管潮起潮落，我自埋头苦干。
有何胜利可言，挺住意味一切。确实，
对一个局外人来说，华为已经是牛气
冲天了。但对任正非来说，华为一直
处在内忧外困中，特朗普举全国之
力，要与他一个企业掰手腕，而女儿
孟晚舟至今还滞留国外，这怎么能不
让人神经绷得紧紧的呢？但不管如
何，任正非都如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
一样，压不折、拖不垮。咬定青山不放
松，任尔东西南北风。

马化腾象征网络时代的兴起。深
圳的腾飞，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科技
和数字时代带来的弯道超车，是世界
格局重新洗牌带来的全球化福利。若
没有这个前提，这个机遇，深圳人无
论怎么努力，恐怕也很难有大改观。
科技到了一个大爆炸时代，只要重视
科研，重视人才，每个国家、每个城
市、每个企业都有可能抓一副好牌。
腾讯的发展史，其实就是网络科技的
PK 史，佛挡杀佛，神阻灭神。狭路相
逢，勇者胜。那么，深圳会一直胜下去
吗？居安思危啊。

汪滔象征着深圳青年一代的成
长。致富不是深圳的终极目标，将最
好的自己“榨”出来，才是深圳人追求
的。大疆无人机要追逐最好的品质，
汪滔本人也想揪着自己的头发，挟泰
山以超北海。永远与自己竞赛，永远
做最好的自己。这才是深圳之所以为
深圳的真谛。

陈宁象征深圳对人才的吸引和
接纳。云天励飞是一家高科技公司，
瞄准的是民生工程中的安保系统。它
的创办者几乎都有海外背景。这既是
深圳的强大所产生的吸纳效应，也是
祖国的强大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它预
示的是中国美好的未来。总有一天，
我们会因为优秀，不但把自己的人才
吸引回来，还能将全世界的优秀人才
聚在一起。

删繁就简，以点带面，直指本质。
这是《为什么是深圳》的特征，也是启
文先生报告文学的一次改变和探索。
相对于他以前的作品而言，这部作品
更接地气了，它避开了数字总结，避
开了官宣面孔，避开了材料引用，避
开了情境描述，用笔纵横捭阖，大起
大落，却又一针见血，字字珠玑。用讲
故事的形式，总结了深圳，探索了深
圳，反思了深圳，甚至对深圳的未来
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看法。

《为什么是深圳》将成为中国报
告文学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我在这
里预言，这部书的写作手法，将会被
后来者一次次模仿。

《雪峰山的黎明》是张雄文最新出版的扶贫题
材长篇报告文学，也是湖南省作协“梦圆 2020”主
题征文活动的获奖作品。

12月6日，由湖南省作协主办，省报告文学学
会、雪峰文化研究会联合承办的张雄文《雪峰山的
黎明》作品研讨会在长沙举行。与会专家、作家等
结合各自的阅读体会做出了多重解读。

雪峰山生长出来一棵文学之树
湖南省作协主席 王跃文

在艰苦卓绝、波澜壮阔的脱贫攻坚大战中，湖
南作家没有缺席，他们深入扶贫一线，深入田间地
头，深入百姓生活，用手中的笔担当起了为人民抒
怀、为时代放歌的重任。张雄文就是其中一位为脱
贫攻坚辛勤创作的优秀作家。

《雪峰山的黎明》讲述的是溆浦县雪峰山区从
2014年至2018年间以旅游开发推动脱贫攻坚，使
山区贫困群众奔赴小康的艰辛历程。整部作品既有
磅礴大气的构架，又不失真挚动人的细节，语言干
净简练又不失张力，是一部见证脱贫攻坚伟业的力
作。坦诚地说，这部作品虽然以真实人物陈黎明为
主要原型，但并不是为陈黎明个人树碑立传，这是
记录一个时代，讲述一场伟业，致敬一方山水。

真实再现雪峰山区脱贫攻坚故事
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 李炳银

《雪峰山的黎明》，作品内容真实质朴，再现了
雪峰山地区人们走出贫困的现实生活故事，有地
方特点，有个性经历，也有精神与情感的温度。

雪峰山地区，是一块神奇美丽的土地。陈黎明
及其团队在脱贫攻坚的伟大开拓岁月中，较早意
识到雪峰山的价值，并着力开发，使之显露出美丽
与价值。他们为这里修路、架桥、为民众装修房屋，
引领群众发展养殖种植业，传承花瑶文化与民间
技艺，在旅游开发的强力牵引下，这里的脱贫攻坚
情形染上了新颖的风景色彩。

张雄文在他流动行走的观察和描述下，讲述

了雪峰山民众由贫穷昏暗走向黎明的喜人情形，
语言轻快，情动于衷，作品畅达。

把故事写下来交给历史
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 谭谈

作家应该跟随时代洪流，让自己的心贴近时
代脉搏，让自己的臂深刻环绕社会变迁。张雄文脚
沾泥土感受雪峰山的变化。

在雪峰山旅游开发中，陈黎明董事长把自己
所有的精力都放进去，把雪峰山的农户都融入在
自己公司里，这是一种创造。溆浦县有一个农户原
来在沿海地区打工，后来旅游公司做起来以后，他
回来了，公司在老房子旁边盖了一个新房，交给他
来管理做民宿，他既能分红，又能赢利。习近平总
书记提出精准扶贫战略之后，国家加大了扶贫力
度，这是一个时代的变革，作家应该走进到这个时
代的洪流里去，把这个时代的故事记录下来交给
历史。

社会力量投身脱贫攻坚令人眼前一亮
《人民日报》大地副刊主编 张健

此前看到的题材，多是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带
领群众脱贫致富的故事。《雪峰山的黎明》令人眼
前一亮，展示了另一种类型的脱贫故事。它主要是
写以陈黎明为代表的民营企业深入雪峰山，带动
当地老乡脱贫致富的经过。它写出了企业扶贫的
独特性所在，尤其是写出了一个热爱家乡的企业
家的情怀，并以这个人物为主线，串起了一个个生
动精彩的雪峰山脱贫故事。

《雪峰山的黎明》写到了这些内容：第一是人
员的回归，漂泊在外的打工者回到故乡，投身到乡
村建设之中；第二是土地的复活，多少撂荒的土
地，重新变得生机勃勃；第三是农村产业的发展，
种养、加工、旅游，都在乡村大地上蓬勃发展；第四
是乡村经济发展模式的调整与发展，合作社与公
司运营的方式被引入到乡村经济发展之中，实现
经济利益与农民收益的最大化。这本书还让我们
看到，农民的思想观念和精气神，正变得更加生动
葳蕤。

新时期雪峰山现象级人物
湖南省旅游学会首席专家 张建永

陈黎明是雪峰山现象级人物。这个人物的出
现，是改革开放和新时代的产物。他是在湖南深度
贫困地区，用自己的财力、物力和心力为雪峰山做
贡献，使湖湘文化大地重光，为旅游扶贫树立高
标，为乡村振兴探索路径。

雪峰山旅游还处于开发的过程中，前途无限
光明。旅游产业在这里可持续，可以使农民完成从
旅游脱贫到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农民有事做，这
种脱贫才是持续的，而且由市场主体完成。

（孟姣燕整理）

聂茂

水运宪是文学湘军中最难以被类型
化的作家，也是最有戏剧性和面具化的作
家。不被类型化，表明他性格的独特性，及
作品里表现出来的非典籍化倾向和民间
传奇般的喧哗特色。他的戏剧性是由他生
命本身的丰富性、惊异性与作品中人物命
运与故事情节的尖锐冲突所爆发出来的
文本张力；他的面具化主要体现他将艺术
与生活区分得异常彻底，不向文学的强权
或机会主义妥协，以及他不断捕捉时代经
验，尽可能使自己的创作主题与书写风格
多样化。

水运宪在文学创作上始终遵从心的
方向，文字率性真实而不落俗套。他努力
摆脱陈陈相因的主题、观念、理论、审美趣
味以及眼花缭乱的各类艺术表现手法，重
申文学的锋度与韧性、庄严与肃穆、秩序
与风度，并以持之不断的反思与叩问而成
为当今文坛独特的存在。

《祸起萧墙》是一面镜子。水运宪以犀
利的批判力度、精确的细节描写，把人物
命运推向强悍的集体意志面前，展示生命
个体在现实面前的懦弱与荒诞。主人公傅
连山以一种暴力式的激进情感以及自我
献身的极端方式，冒着“叛逆”主流话语的
指斥担负起社会批判的使命，水运宪用另
一种人道主义再现了特定历史条件下的

“人”的生命价值。
水运宪的作品有一种深刻的悲悯情

怀，这种情怀建立在“英雄”的姿态之上，
建立在不甘做时代落伍者这样的奋斗意
识之上。

在影响深远的小说《乌龙山剿匪记》
中，水运宪没有回避那个特殊历史背景
的真实性与残酷性，他通过艺术化的虚
构与漫画式的处理方法，重构了现实与
历史的新型关系，刻画了众多有血有肉、
爱憎分明的人物形象，将读者心目中对

“土匪”的刻板印象彻底改变过来。这些
具有时代印记的人物群像也“为‘真实地’
建构历史和阐释现实提供了全面的符号
象征体系”。

水运宪善于将古老的传说、美丽的风
景、淳朴的风俗，以及历史叙事融为一体，
制造一系列扣人心弦的悬念，作品的真正
价值就在于作家将这些潜在的民间传奇
以“重述”的方式注入主流文化的理性资
源中。

水运宪笔下的人物被众多欲望所控
制，贪婪，虚伪，狡诈，自恋，尽显人性中
丑恶的一面，描绘了人类共同的宿命。
在《乌龙山剿匪记》里，水运宪没有回避

“土匪”身上蛮横、跋扈的匪气，但他不
是从“文明”的对立面去渲染“野蛮”的
破坏性、侵略性力量，而是从“生命”的
角度切入，注重对土匪人性的挖掘，成
功地将反派人物真实化、血肉化、人性
化。集“英雄梦”与“土匪身”这一对立矛
盾体于一身的“钻山豹”，在欲望的两极寻
找生命的平衡与人的尊严，这是人性的复
活，是原始生命力或善的本能意志向现代
人性的回归。

对水运宪而言，文学创作就是一个生
命向另一个生命的靠近，是一个灵魂对另
一个灵魂的唤醒，是带有深切生命感受的
人生体察，是对文学始终怀有敬畏之心的
灵魂皈依与零度叙事，是聚焦人生终极意
义的精神追问。

在《雷暴》《祸起萧墙》《庄严的欲望》
《无双轶事》等一系列作品中，水运宪叙述
的故事表面上只属于这些故事中的人
物，实际上是关于这个时代的，是集体
的，也是他自己的故事。水运宪丝毫不掩
饰自己对于生命思考过程中所感到的迷
茫。他窥探到生命的真谛：没有纯粹的生
命，更没有纯粹的意义，生命的意义是由
人性的美好与丑陋、社会的光明与黑暗共
同构成。

总之，水运宪有着强烈的自警意识，
他把写作看成是对生命意义的勘探与发
现，他的作品既有敢为人先的拓荒牛精
神，又有以人性探讨、灵魂追问为表征的
悲悯情怀，以及以现实为基、以时代为旗
的文学精魂。水运宪的作品流露出生活的
疼痛与颤栗的力量，使文学湘军原本十分
优秀的叙事技巧更加瑰丽多姿。

于水运宪自身而言，写作就像修行，
他以率真的写作姿态坚守对于文学最初
的且“温暖的心灵冲动”，不断寻找着那根
可以引无数人共鸣的琴弦，而这，也恰巧
是作为精神与灵魂意义的小说的真正价
值所在。

刘月娥

《清欢》是曹志辉又一部观照现实的
小说。与长篇小说《女歌》相比，作者在探
索、挖掘女性命运的精神内涵与意义上是
一脉相承的。《女歌》通过揭示三代女书传
人在不同时代背景下的不同命运轨迹，展
示她们的苦难与挣扎、奋斗与彷徨的成长
历程；《清欢》则以极简的笔墨形象地揭示
了昆剧艺术家清欢在剧团遭遇市场冲击、
难以为继环境下的奋斗、挣扎与彷徨，及
最终与现实和解的历程。

清欢 19 岁艺校毕业在昆剧剧团演旦
角，演《牡丹亭》中杜丽娘场场爆满，红极一
时。但这种单纯地活在戏文里的时间并不
长。从剧团固定的戏台、四处“流动”的戏台
到“乌托邦”的戏台，最终不得不以牺牲尊
严为代价，成为他人画笔下一具失去灵魂
的模特人。作者以她擅长的散文笔法，将一
个对昆剧有着执着追求，甚至愿意以牺牲
尊严为代价去传承和保护昆曲的艺术家清
欢，在现实环境逼迫下的屈从、不甘、释怀
的心灵，表现得丰富细腻，真实感人。

作者笔下水墨诗画意境唯美，唯美中
流露着淡淡的惆怅与忧伤。小说中有为儿
子免费学画而不得不转当裸体模特的清
欢，为生计所迫而转接红白喜事的男旦江
天风，为昆剧的兴衰奔波的剧团赫团长，
还有为昆剧纳入事业编而不懈努力的官
员楚天等等。这些人物即使以牺牲自己的
艺术准则、艺术尊严、人格为代价，昆剧还
是无可奈何地走向黄昏。

在这篇小说中，爱情成了人物的调色

板，并没有给清欢和楚天预留动人心魄的
爱情篇章，而是在楚天的虚虚实实的视野
中消失。楚天在昆曲盛行时便成了清欢的
粉丝，在昆曲落寞的当下，想依靠手中的
权力将剧团纳入事业编，无奈昆剧艺术大
势已去，终成遗憾。于是他又想超越与清
欢的普通朋友关系。高明的作者并没有让
小说中男女主人公赤裸裸地表白，而是给
了读者意味深长的留白。

心理描写细腻丰富，叙事视角灵活多
变。清欢当画室裸体模特前曾经历残酷的
思想斗争。清欢不愿意选择成为楚天的情
人，说明她内心在坚守做人的准则；清欢
愿意牺牲尊严去陪酒筹款，说明她对艺术
仍有执着的追求。人物心理活动有着细腻
的描述，而人物素描简洁、凝练，寥寥数
笔，人物神韵自溢而出。加上灵动多重的
叙述视角也使得笔下情感丰沛，人物呼之
欲出。如描写卖玉米的大嫂看到清欢时的
神情：“古铜色的脸色便像涂了一层釉，忽

然就柔和了几分。”像一幅鲜艳的油画生
动而纯正。

“金句”提升小说的精神品格。作者将
一个昆剧剧团的兴衰置于激烈的市场竞争
下，展示小人物在大环境下妥协与屈从，人
物形象不再具有崇高的悲壮感，而是向世
俗妥协。但这种妥协中又有自我解构后的
释怀，有对精神的高度坚守。尽管这种释怀
多少带点个人的虚幻色彩，甚至是自欺欺
人的底色，却引起读者的强烈共鸣。这恰恰
是作者艺术技巧的高超之处，峰回路转，转
向心灵的崇高境地：“只要人心是干净的，
看到的就是干净的。”此“金句”让原本被现
实蒙尘的人物形象瞬间光芒万丈。

当然，如果清欢最终坚守昆剧艺术之
路，为艺术祭身的人物形象或许更有情感
冲击力，总之，这曲昆曲的清欢，不仅有阅
读上的美感，更有精神坚守的崇高与悲壮
感，给人带来心灵与艺术的冲击力。
（《清欢》曹志辉著 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

湖南
湘版好书

——湖南省全民阅读活动办公室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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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观照与精神品格
——读小说《清欢》有感

读有所得

中华五千年的历史，光辉灿
烂又美不胜收，想要用一本书将
中国的历史讲得简明而不肤浅、
专精而不枯燥，似乎是一件非常
困难的事情。耄耋之年的樊树志
先生却将之视为自己责无旁贷的
责任。在这本图文并茂的中国史
中，作者博采前辈学者之真知灼
见，直面学术热点话题，以专题史
的形式，要言不烦地讲述中华五千年历史，传达那些值得反复吟
诵的信史。全书以图证史，以图明史，以图补史，既有宏观的扫描
镜头，又有微观的特写镜头，是一本推陈出新，“看得进”又“值得
看”的“大家小书”。

《图文中国史》
樊树志著

中华书局出版

本书是一部关于艺术与人生
的长篇小说，以三位互为知己的青
年画家从志同道合而逐渐分道扬
镳的过程为主线，勾画出了一代艺
术家的成长历程，也折射了近五十
年来的时代变迁。有人从春风得意
而渐渐迷失在市场大潮中，也有人
在生活的漩涡中慢慢沉寂，而那些坚守着对艺术的挚爱与自
信的艺术家最终脱颖而出，实现了艺术上的自我超越和升华。
小说能够把故事叙述和对艺术的领悟紧密结合，以唯美的笔
调抒写艺术人生的激情与探索，通过对艺术家人生故事的展
开，讨论才华与理想的内在关系，细腻而深刻地揭示了热爱艺
术、热爱生活的艺术家们所应有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

《艺术家们》
冯骥才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