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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学明：在湘西热土上探出时代的脉动
本报记者 袁欢

新作《人间正是艳阳天·湖南湘西十八洞的故事》记录精准扶贫故事

2013 年 11 月 3 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

湘西花垣县十八洞村视察时提出“实事求

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重

要论述。 作家彭学明从新闻中得知此消

息，难掩激动之情，不仅是因为湘西是他

的故乡，更是出于本能，为自己即将见证

家乡的脱胎换骨而兴奋。

“农村是中国社会最广阔却最微小的

细胞，最丰富却最复杂的肌理，也是最饱

满却最生动的面容。 人世、人间，人情、人

心，人性、人道，都在农村有最为集中和典

型的体现。 ”作为一名湘西作家，彭学明以

文学的形式对时代做出了有力度的回应。

在三年里多次的考察中，他写下《人间正

是艳阳天·湖南湘西十八洞的故事》，记录

大山深处积贫落后的十八洞村逐步建设

成为模范之村的故事。

“精准扶贫 ” 无疑是时代的鲜明旗

帜，在这样一部主题明确、题材重大的报

告文学作品中 ， 如何不让个人叙述淹没

于宏大的时代中， 写出中国农民与基层

干部的鲜活性与民族性？ 彭学明探索到

的方法就是延续他此前创作的长篇散文

《娘 》中的真情与真诚 ，将政治激情和文

学抒情相结合， 在坚守报告文学的非虚

构立场之下，用一颗柔软而坚韧的心 ，探

向大山的深处， 寻找到中国故事新的发

生地，同时，赋予其抒情散文独有的激情

与浪漫， 讲述了当下中国农村一次意义

丰富且深刻的变革。

记者：《人间正是艳阳天·湖南湘西十
八洞的故事》， 写大山深处积贫落后的小
村寨，如何逐步建设成因地制宜、合理规
划、精准脱贫的模范之村的故事。 “精准扶
贫”是重大的政治题材，你在结构上如何
处理这样一个宏大命题？ 而不让“人”这个
概念淹没于宏大时代之中？

彭学明：是的，精准扶贫是一面鲜明

的大旗。我是站在旗帜下书写。精准扶贫，

是中国共产党举起的、为人民和民族的大

旗，甚至是为世界和人类的大旗。 因为贫

困不是中国的专利，全世界全人类都面临

着贫困，只是贫困的程度不一。 精准扶贫，

消除贫困，共同富裕，是一个世界性的课

题与难题， 谁解决了这道课题与难题，谁

也许就能提供一个造福全人类的方案。 联

合国把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写进联合国宪章，也正是这个

最重要的原因。 所以，这是一个可以超越

国界与民族的世界性的题材。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想 ，我的这

部报告文学，不能仅仅只是中国的政治抒

情赞美诗， 还应是人类命运的交响曲，应

该更多地从人类命运的角度，去走进一个

个人的命运，书写个人怎样通过精准扶贫

而改变命运的。 “人”不应该淹没在宏大的

时代中，而是融汇到宏大的时代中，与这

个宏大的时代同呼共吸。 有了这样的定

位，再宏大的背景都可以从人的层面打开

一道通往时代的切口，让人的命运证明这

个时代的命运， 而我面对的这些人的命

运，又都是我的父老乡亲的命运，是与生

养我的大地、哺育我的亲人休戚与共的父

老乡亲的命运， 这就使得我对这个题材、

这个时代、这片土地和这些人物都充满了

一种本能的感情。 带着责任去写，带着感

情去写，带着思想去写，用文学致敬精准

扶贫，致敬伟大时代，致敬父老乡亲。

记者：书写家乡的父老乡亲与生养的

土地，热爱是重要的动力，如何更好地将
自身的情感与政治情感结合，并将其写得
抒情与动人？

彭学明：最大和最好的政治是为人的

政治，是需要深入人心、深得民心的政治。

精准扶贫 ，就是为人的、深入人心和深得

民心的政治。 在我数次前往十八洞村采访

的过程中，当我跟那些父老乡亲彻夜长谈

和聊天时，我深切感受到精准扶贫政策是

如何深入人心、深得民心的，也切身感受

到了精准扶贫政策是怎样给家乡带来了

日新月异的变化的。 所以，我也发自内心

地对党的精准扶贫政策充满了情意、拥戴

和爱。 心融进去了，情就融进去了，文字当

然就有情有义有温度了。 《文艺报》新闻评

论部主任李云雷在 《人间正是艳阳天》研

讨会上说了个观点，他说在《人间正是艳

阳天》里 ，不仅读到的是彭学明对家乡那

片土地和父老乡亲的深情，也是彭学明对

党的精准扶贫政策的深情。 这说到我心里

了，特别受用，我的确对党的精准扶贫政

策充满了深情与拥戴。

记者：我们从作品中读到了你对精准
扶贫政策的感情，读到了十八洞父老乡亲
对精准扶贫政策的感情， 而且是很饱满、

很真切的感情。 你作为一个身在京城的作
家，缘何对精准扶贫有如此深切而真实的
感情？

彭学明： 这跟我和我的湘西有关，跟

我在湘西的生活有关。 在我童年少年乃至

青年的记忆里，我的湘西是贫穷的 ，我的

家是贫穷的，贫穷是我和我的湘西的代名

词。 湘西贫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自然

条件的恶劣， 有百年匪患的满目疮痍，有

自我生产能力的羸弱等。 贫穷是湘西人心

头的耻辱和痛。 贫穷也是各级党委和政府

的牵挂，几十年来，我看到国家和湖南省

委将湘西作为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一直在

带领湘西人民进行贫困歼灭战。

自我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参加工作

起，我就知道湘西所有的县都被列为国家

级贫困县进行扶贫，知道湖南省各省直单

位和有关经济发达地区在对口扶贫湘西

各县。 比如在湘西大建希望小学、无房百

姓安居工程、村村通等。 只是湘西的贫困

是深度贫困， 湘西贫困的根须太大了，要

挖断这个穷根，需要较长的时间，是一场

旷日持久的战争。 令人欣慰的是，湘西的

贫困越来越少，湘西每年每天都在发生变

化。 特别是随着湘西所有乡村公路的打

通，湘西各县高速的相连，贫困这头巨兽，

已经节节败退，逃得越来越远、越来越小

了。 更为巨大的变化是习近平总书记精准

扶贫方略的提出，湘西的变化更是日新月

异。 高铁、机场都在夜以继日的加紧建设，

与外界连通即将更为快捷。 举个例子，以

前我从北京回一次湘西， 要坐 26 个小时

的火车， 现在坐高铁 7 个多小时到怀化，

再坐一个小时高速就到家了，你说，我还

不为精准扶贫激动吗？

还有一个极为朴素的原因，就是我家

从小蒙受的是党的扶贫政策的恩典。 我娘

一个人带着我们几个孩子生活时，政府年

年给我们家救济款和救济粮；我们家的木

房子也是政府补贴了一万元修起来的。 所

以，我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精准扶贫政

策有着天然而质朴的深情。

记者：报告文学承续中国文学的史传
文学传统，进入新时期以来，优秀的报告
文学作品 ， 越发要求与行进的时代相互
动，你的这本书似乎也可以看做是一种互
动与呈现。 你如何理解报告文学作家在新
时代的责任与使命？

彭学明：报告文学最本质的灵魂就是

真实和在现场。 这个现场，当然是时代的

现场，是时代中一个个人的现场，一件件

事的现场。 所以，报告文学必须是时代的

刻录仪。 一个优秀的作家，应该是时代的

眼睛和良心，应该旗帜鲜明地投入到时代

中，参与时代、创造时代、记录时代与引领

时代， 决不能做时代的睁眼瞎和昧心者。

一个作家的责任和使命，就是要为这个时

代献唱却不是献媚，为这个时代鼓呼却不

是鼓吹。 要献唱，是一种责任，不献媚是一

种良心。 要鼓呼是一种使命，不鼓吹是一

种灵魂。 《人间正是艳阳天》应该是我对一

个前所未有的伟大时代的真情拥抱和深

情歌唱，也是为一个伟大时代的文学证词

和文学存档。

记者：《人间正是艳阳天》里的每一个
人物具有不同的个性， 通过这样的书写，

你对基层农村工作一定有了不一样的理
解，在用文学的方式表达时，你是否尝试
发掘出新的当代乡土人物形象？

彭学明：我想说，不是我的作品写得

怎么怎么好， 而是这些人本身做得好，我

只是原汁原味地再现了他们。 通过这次的

创作，我对基层农村有了更深的认识和理

解。 我是农村出生农村长大的，是农民的

儿子，我对农村并不陌生。 农村是中国社

会最广阔却最微小的细胞，最丰富却最复

杂的肌理， 也是最饱满却最生动的面容。

人世、人间，人情、人心，人性、人道，都在

农村有最为集中和典型的体现。 农民最容

易读懂又最难读懂，有时候，有句温暖的

话，他们就可以舍弃一切，让我们的工作

顺水顺舟；有时候，你磨破嘴皮，他们也毫

厘必争，让我们的工作寸步难行。 他们看

重的真的不是钱和利， 而是你对他的尊

重，你对他的真心。 所以，农村工作，实际

上是群众工作，是群众路线，是走心的路

线，农村工作做得好不好，就是看我们群

众工作做得好不好， 群众路线走得怎么

样， 是看我们在工作中对群众是不是真

心，所以，我在作品中写了工作中出现的

干群矛盾，写了基层干部们怎样化解这些

干群矛盾。 写了老百姓的真实和真诚，写

了基层干部的真情和真心。 写了老百姓的

淳朴和纯善， 写了基层干部的艰辛和坚

忍。 既写老百姓大江大河一样博大开阔的

本色情怀，也写老百姓针尖对麦芒一样本

真的目光。 既写基层干部呕心沥血而赢得

民心的光彩，也写基层干部穷尽所能也无

能为力的无奈。 让新时代的农民和新时代

的干部形象，都刻在读者的青山石壁。

记者： 真实是报告文学的核心要素，

这一特点也反映在你之前的一部长篇纪
实散文作品《娘》中， 以极为诚恳的方式
诠释了一代母子关系。 母与子血浓于水，

你在这本书中写到了自己和母亲 的 “战
争”， 甚至直接写出自己种种对母亲过分
之处，毫无保留地对自己的行为进行了忏
悔和反思。

彭学明： 真实是报告文学的核心，真

情是散文的核心，真诚是一个作者创作时

的核心。 我写《娘》时，最大的特色，就是真

实、真情和真诚。 我本以为我是一个对母

亲很孝敬的孩子，以为一个孩子对母亲的

孝敬只是让母亲吃好穿好，让母亲不吃苦

受累就够了，母亲去世后，通过回忆与母

亲朝夕相处的点点滴滴，才知道自己总是

以一种自以为是的孝和自以为是的敬去

孝敬母亲，才知道自己总是不知不觉地以

一种知识分子的精神优越感下意识地瞧

不起母亲， 总以为母亲这也不懂那也不

懂、这也不是那也不是，从而母亲问什么

就认为她没有必要知道、 知道了也没用，

母亲关心什么就觉得她啰嗦和多管闲事，

厌烦情绪油然而生。 甚至是站在自以为是

的自私立场，规范她的行为，违背她的意

愿，绑架她的意志，做出了种种自以为正

确却伤害了母亲的行为。

所以，我在《娘》里真诚反思，诚实忏

悔。 没想到，居然引起了社会各个阶层很

多人的反思和共鸣，他们从我母亲平凡博

大的母爱中，想起了自己母亲平凡博大的

母爱；从我的种种对不起的行为中，想起

了自己种种对不起母亲的行为，从而迅速

地纠正自己的行为、 完善自己的行为，避

免子欲养亲不待的错误。 的确，就像我在

《娘》里写到的，弄丢娘的不是我彭学明一

个人，而是一群人一代人甚至几代人多代

人，没有读懂娘和母爱的人也不是彭学明

一个人，而是一群人一代人甚至几代人多

代人。 同样的，没有读懂孩子的也不是一

个母亲，而是一群母亲一代母亲，甚至是

几代母亲多代母亲。 这是个社会话题。

通过《娘》的写作，我想说，无论母子

也好，父子也好，我们亲情伦理的关系，应

该是相亲相爱相融的关系，而不是相爱相

杀相残的关系。 孩子对父母既要孝敬，更

要孝顺，以孝为大，顺为先，先顺后孝，边

顺边孝，有顺才是孝，无顺不是孝或者不

是最好的孝。 我们不但要尽义务赡养父

母，还要学会从心底感恩父母，敬畏父母，

特别是敬畏父母。 有敬才有畏，有畏才有

顺。 当然，我们不是要一味地不讲原则地

盲从父母，但试想下，有几个父母会要儿

女做无原则的事？ 没有。 所以，我们顺父

母，只是顺父母的心，宽父母的心，懂父母

的心。 我们太多的儿女只知道孝，不知道

顺，殊不知，让父母心灵和精神快乐才是

父母最大最好的快乐。 而父母对儿女呢？

也一样不能只站在父母的立场去思考问

题，不能理所当然地有我生养了你你就得

听我的皇权心态，不能有我走过的桥比你

走过的路多的老人资本，更不能无休止无

原则地满足孩子溺爱孩子。 孩子的人生路

上，父母只能扶不能拉，只能放不能压，只

能引不能拽，只能爱不能宠。 这是我所理

解的亲子关系。 应该说是我血淋淋的教训

得出的一种思考。 （下转第 6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