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段时间，著名报告文学作家王宏
甲的新作 《走向乡村振兴》 引起社会的
广泛关注和高度评价。读了该书，我认
为除了作品紧扣新时代发展脉搏，还因
为作者带着理性的温热和感性的挚诚，

娴熟地奏出历史、哲学、政治、经济、
文化等多学科智识融会贯通的交响，视
野宏阔、思想深邃、情感挚笃，在文学
的表现空间里，叙事、议论与抒情交相
辉映、余音缭绕。

全书围绕聚力脱贫攻坚、走向乡村
振兴这一主题，以“组织起来”为主
线，以党支部领办村集体经济和合作经
济为着力点，从“一个致力于改变贫困
的试验区”拉开宏大序幕到“闻其饥寒
为之哀”的回望与叩问。从“再不能忽
视的常识：组织起来”的真挚呼唤到

“大党建统领大扶贫”的扬帆启航，再到
最后的“风都在传播久违的声音”“你能
留下什么”，总共 18 章，环环紧扣，从
容展开，以严密的史实、深邃的道理、
感人的故事，反映了“人民群众创造历
史”的生动实践，演绎了一部波澜壮
阔、感天动地的脱贫攻坚壮丽史诗。每
一章都可独立成篇，其间的空白会让人
产生无尽的遐想和思索。

阅读王宏甲的作品，往往被他信手
拈来的知识魔力所吸引，为他厚重强劲
的 笔 力 所 打 动 。 在 《走 向 乡 村 振 兴》
中，作者的笔触，像无数灵动的射线伸
入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如
对“组织起来”的探究，用演讲式的笔

法，追溯贵州文化的源头“黔西观音
洞”，揭示从部落时代到信息时代“组织
起来”的强大力量，接着笔锋转到西方
社会“组织进来”推动的工业革命，再
回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
包括农民在内的全体人民组织起来的探
索实践和伟大成就。一点点展开，一层
层翻转，古今中外尽收笔底，腾挪跳
跃，耐人寻味。

又如 《怎样看待“穷”棒子》 一
章，用大量的史实、观点和采访手记，
阐释了“群众”的生动内涵和强大力
量，率意随心，别具慧眼，发人深省。
更为惊叹的是，作品是在写脱贫攻坚，
其中许多篇章都涉及到产业如何发展、
人才如何培养、文化如何激活、生态如
何恢复、基层组织如何发挥作用等方面
的人和事，这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在
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等五个
方面振兴的要求高度契合，更加凸显了
《走 向 乡 村 振 兴》 的 丰 富 内 涵 和 时 代
意义。

作品对人物的描写也下足了功夫，
或浓墨重彩，或素描传神，或群雕展
示，字里行间充满对贫困家庭的悲悯，
对精准扶贫的关切，对先进典型的赞
美。其中提及的人物难以计数，既有领

导也有百姓，既有个人也有群体。夙夜
在公、担当作为的各级领导干部，攻城
拔寨、舍生忘死的“一线尖刀”，情系桑
梓、反哺乡邻的青年才俊，感恩奋进、
自强不息的“穷棒子”……周建琨、于
涛、张凌、衣元良、李大奎、李大均，
一个个有血有肉，有担当、有情感、有
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能让人
感受到亲历这场伟大战役的他们身上闪
现出的拼搏与荣耀、平凡与崇高。

从 《走向乡村振兴》 的整个创作过
程，可以深深地感受到有一种滚烫炽热
的人民情怀在鼓舞着他、支撑着他，每
一章节、每一字句，都是用双脚走出来
的，用饱含“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
情、为人民抒怀”的激情迸发出来的。
该书的出版时间，正处在我国深入推进
乡村振兴战略、奋力开启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重要节点，颇有点

“应运而生”。
作品的尾章叫《你能留下什么》，我

不禁想套用这句话：在新时代走向乡村
振兴的大格局中，这部作品能为我们留
下什么？肯定有不少读者和我深有同
感，它留下的不仅是对作者和作品的赞
誉，而且还有建设社会主义美丽乡村的
信心、智慧和力量。

根植于土地的人民情怀
——读王宏甲《走向乡村振兴》

傅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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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聚会，吴老满先生兴高采烈，说到何京教授出了本
书，书名 《雁过无痕》，让他爱不释手，写了篇书评，《人在
旅途的何京，留在心里的刻痕》。我有点迷糊，一下子没反
应过来，这本书我手里有一册，印象中，书名叫 《雁过留
痕》（贵州大学出版社 2020年出版，大师戴明贤题写书名）。

经查证，我的印象是对的，吴老满先生也是“脱口而
出”。倒是他说的这个“雁过无痕”的“无”，却激起了我的
遐思，“无”这个字、这个词、这个概念、这个思想，这个
哲理……联想到的是大名鼎鼎的萨特的“无”。没有一点牵
强，自然而然，何京教授书中言，“留下的文字，就如雁过
长空的留痕，任人评说，直到消散 （《自序》） ”。“文字”

“评说”“消散”的留痕，归宿之处在于“长空”，这里的
“空”，应是进入于“无”之中了。

读 《雁过留痕》，看“鸿雁”“大雁”飞过天空，恰如
“穿行”于人群中张望遐想，以文字记录生命的刻痕，留下
精神的路标，突破“生命的有限性”进行努力探索。由此联
想到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的名句：“天空中没有翅膀的痕
迹，但是鸟已飞过。”痕迹没之于“天”之“空”，这是“事
实”，却可以在人的“心里”留下些“东西”，这对于人的意
识而言，却是具有实质性的。有趣的是，回望过去，痕迹不
论为何“物”，都是“美丽的”。

大雁高唱着，把人字写在天上。这类句子常见于诗人笔
下，表达切身或“类”的想法和态度。高空中的大雁，是能
飞越整个喜马拉雅山脉的，有令人钦佩的“力”。大雁群阵
一会儿“人”字形，一会儿“一”字形，展示着其特有的警
觉性，很是了不起。不由想到毛主席当年在贵州遵义娄山关
写下的名句：“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就“文字”言，
西风猛烈，长空中大雁鸣叫着，霜花满地，残月在天。稍微
熟悉“背景”，无不体悟到这句子的穿透性力大无穷！

雁过的“作为”是必须的要素，没有“动作”，何以
“记录”？2021年 3月 27日，“诗意纪实·乡村振兴”暨“浪
漫花溪·不负墨香”全国名家采风行动计划启动，由何京教
授任会长的贵州省对外文化交流协会与中国纪实文学研究
会，花溪区委、区政府共同主办，整合国内及省内的作家、
诗人和艺术家，深入贵州广大乡村，采风、调研和创作，记
录和书写乡村振兴的宏伟事业，力求奉献一批不负时代、不
负人民的文学艺术作品。这一计划得到白庚胜、叶延滨、王
久辛等“大牌”的加持，教授何京、诗人小语担任“诗意纪
实·乡村振兴”执行策划，创作者们意气风发，把为时代画
像、立传、明德当成自身的时代使命扛在肩上。

创作总是“个人”的。阅读 《雁过留痕》，看到的就是
何京教授的“个人”之作，“翻箱倒柜，上下搜罗，得拙文
44篇，汇而成集，仓促付梓”，而所言说的却是“佛从西
来，如是我闻”“日本花道”之类，其中更有“从贵州看城
镇化进程中乡土文化保护发展战略”之篇什，完全的是“时
代”之作啊。由“时代”而进入“历史”而走向“未来”，
这是“文化”的必然。

我们在春天开始“书写”乡村振兴，像一只只、一群群
大雁，从“浪漫花溪”出发，高唱着飞向“诗意高坡”，沿
着油菜花金黄的梯田乘着云雾、山岚向上、向上，飞奔啊，
去摘星星、攀月亮、追太阳，把“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的实践历程、精神历程用“文字”呈现出来，以“个
人”的创作，在“文化性存在”中，实现何京教授所言：

“参与积攒的人越多，时代的精神空间就越深厚宽广”。
透过“文化性存在”，我看到了“诗意纪实·乡村振

兴”活动的价值和意义，该是拿起“作品为王”的“实
锤”，敲响新时期、新时代、新征程的黄钟大吕的时候了，
于此，“留痕”“无痕”皆好！

雁过留下了什么
李 裴

生活在平塘的布依族作家雷远方，创作成果颇丰。诗一
直是他心中永恒不变的文字寄托，从写新诗到写散文诗，到
后来写散文，诗意的表达一直是远方文字中的魅力“磁
场”。读雷远方的文字，一种向往、一种激动、一种饱胀的
情怀，常常不知不觉溢满心中。

雷远方文字的魅力，来源于他对事物的丰富想象和细致
描绘。学中文又有着丰富的教书育人经验，其创作就很注意
遣词造句、语句修辞和情感表达。他的作品简易通俗，语句
自然通畅，情感表达不矫揉造作。细腻的情感和长期葆有的
童心，使他的作品一直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丰富的想象力
和形象的感染力，很能唤起人们的情感共鸣，给人以美的艺
术享受。如他新出版的儿童散文诗集 《柳笛》，书名仿如一
股清新的春风，勃勃生机里享受春光的遐想由此而生，而童
年的时光似乎转瞬倒回。

柳笛我没见过，想来应该是一种乐器。百度了一下，结
果不是，只是孩童春天的一种玩具，用柳枝皮制作而成，加
上吹嘴即可吹奏出悦耳的声音。这样的“乐器”当然上不了
大雅之堂，但是却为乡村的孩童送去无尽的欢乐。这种欢乐
既充满童趣也充满想象，这在高雅的音乐殿堂里是无法感受
得到的。在这里，“柳笛”无疑是一种象征，它的寓意简单
而沉着，透射的是孩童视野里的色彩和情绪。

不光书名，《柳笛》 里的篇名，都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
的植物、动物，乡村容易见到的一些物件和劳动场景，都是
孩子在玩耍时经常看到和接触到的。《蒲公英的伞》《果园嫁
接》《牵牛花》《蜜蜂》《小河》 等，一直存在于乡村孩童的
童年生活中，给予其快乐，陪伴其成长。乡村孩童的世界是
动植物的世界，是欢笑的世界，飞翔的鸟儿、葱郁的草木、
炸响的鞭炮、滚动的铁环，这些元素凝聚成鲜明的生活主
题，让孩童们从小在这片土地的熟知、熟稔过程中跃为执
念，直至“升华”为乡愁。读 《柳笛》，总是不自觉地被那
些清秀的文字牵引，然后沉醉在作者的童话王国里，从而把
自己也代入到属于自己的幼稚时代，一缕乡愁淡淡升起。

文以载道，道以化人。书中，雷远方也在告诉孩子们怎
么成长、怎么为人，他让孩子们学会 《宽容》，有 《理想》
《珍惜青春》，《学会放弃》 甚至 《感谢失败》。当然，最后他
更没忘让这支“柳笛”《短笛轻吹》，充满 《蓝色思绪》。

《柳笛》 分为三辑，每辑各有千秋，但又是一个整体不
可分割。每辑的共同点都是文字短小精干，都是从小处着
手，以孩童的视角敞开思绪展开无限想象，信马由缰而又不
失真情，以纯真朴实去观察、去吟唱、去畅想，去感受世界
的美好、大自然的博爱。

诗和远方
—— 读儿童散文诗集《柳笛》

孟学祥

4月 2日，反映遵义易地扶贫搬迁后
续帮扶工作的纪录电影《进城记》，在全
国上映。

这是在贵州遵义拍摄的脱贫攻坚题
材纪录电影 《出山记》 的姊妹篇，由中
共贵州省委宣传部，中共遵义市委、遵
义市人民政府荣誉出品；中共遵义市委

宣传部，中共遵义市委统战部，中共遵
义市新蒲新区工作委员会、遵义市新蒲
新区管理委员会，遵义市广播电视台，
遵义市生态移民局，遵义光晖影业有限
责任公司联合摄制；遵义市广播电视
台，焦波光影 （北京） 文化传播有限责
任公司，遵义市新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联合出品。作为纪录电影 《出山记》 的
姊妹篇，《进城记》延续了真实客观的叙
事风格，该片以 2018 年 6 月底遵义市易
地扶贫搬迁的贫困农民走出大山、进入
城市开始新生活为素材。

从 2016 年开始，遵义市实行国家
“ 十 三 五 ” 易 地 扶 贫 搬 迁 计 划 。 截 至
2020 年 7 月 ， 遵 义 市 在 15 个 县 （市 、
区） 实施 225 个安置点搬迁入住 45999
户 197904 人，涉及搬迁劳动力 44417 户
100279 人，实现就业 44417 户 90713 人，
户均就业 2 人，确保了有劳动力的家庭
户均一人以上就业的目标。其中，共有
322 户 1383 人搬入遵义市新蒲新区幸福
社区。

出山不易，进城更难。然而，当搬
迁群众从迈出贫困山区摇身一变成为

“城里人”，融入这座城市时，在一段时
间内，生活相对平稳的他们，有兴奋也
有憧憬。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城
市生活一段时间后，其之前的生活习
惯、生活方式，以及刚离开生养他们故

土的那份眷恋与不舍，开始有了心理上
的不适与纠结，甚至开始担忧和焦虑，
有的人还动了要搬回老家的念头。特别
是年纪稍大一点的群众不好找工作，闲
在家里的他们觉得吃饭要花钱，买菜要
花钱，就擅自把小区后面的防护坡 （空
地） 变成了自家菜园……

幸福社区的他们将何去何从？易地
扶贫搬迁工作又如何体现“搬得出、稳
得住、有事做、能致富”的成效呢？让
我们一起来看看纪录电影 《进城记》 如
何在冷静叙述中，以朴实独特的视角，
将搬迁群众和社区干部之间、乡村与城
市之间的矛盾冲突、思想碰撞等刻画得
淋漓尽致。

影片主人公之一：覃猛，29岁，遵
义市务川自治县石朝乡的一个贫困农
民。他是一个青春阳光、不满现状、追
求不同人生的年轻人。在影片中他有这
样一段独白：我生活在一个极其贫困的
家庭，爸爸左手残疾，妈妈一直多病且
弱智，为了不让我饿死在这样的家庭
里，在我两岁的时候，爷爷把我接到他
家里……他说：“政府给我这个房子，不
只是房子，而是一个舞台，是可以展示
我理想的平台……人的出身是无法改变
的，但是我相信我能够改变以后的命
运。”今天，覃猛在社区的帮助和自身的
努力下，有了自己的事业——加入了一

个影视团队，成了一名摄影师。在追求
目标的路上，覃猛虽然一次次出现挫
折，但他那种积极向上的态度始终贯穿
整个剧情。他那种不甘命运、不服输、
积极追求理想的生活态度，把生活作为
舞台的生动故事也让观众为之感动。

影片主人公之二：杨多晏，一个历
经生活磨难、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
在儿子一岁时，杨多晏就和妻子离了
婚。8 年来，他一直独自抚养儿子，还
要赡养 70多岁的老父亲。杨多晏刚搬迁
到幸福社区，进入一家洗碗厂打工，因
分不清颜色而导致工作失误，被洗碗厂
辞退。由于他的视力问题，多次进厂碰
壁，寻找工作未果。在幸福社区同志们
的帮助下，他从银行贷到了“特惠贷”，
开始从老家买羊进城贩卖，这样一来，
家庭生活的改善完全不成问题。为了教
育贪玩不懂事的儿子，他带着儿子回到
老家，坐在老家的废墟上告诉儿子：“过
去的老家和现在的老家不一样了，这就
叫改变。你一定记着这种改变……”这
就是杨多晏心里的那种幸福——叫改变！

在两个主人公的事业和生活有了美
好改变的同时，小区众多搬迁户的就业
问题和家庭生活也得到了改善，“幸福社
区”洋溢着温馨和谐的气氛。这让观众
从心灵中生发出百般滋味——幸福就是
一种改变。

有一种幸福叫改变
——电影《进城记》观后

方洪羽

本报讯 （记者 彭芳蓉） 近日，
日本静嘉堂文库藏本 《孙山甫督学集》
由孔学堂书局影印出版。

据了解，孙应鳌一生撰述合计数量
可达 10 余种，其中 《孙山甫督学文集》
与 《孙山甫督学诗集》 明代原刻本在国
内很少有人能睹其原貌。二级教授、贵
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荣誉院长张新民经
多方转辗，访回日本静嘉堂文库藏本
——《文集》 4卷、《诗集》 4卷，并将
二者合为一帙，题作 《孙山甫督学集》
并影印出版，可谓王门后学研究及文献
搜访整理工作的一件大事。

4 卷 《文集》 卷前冠有王门后学重
要人物胡直所作序，当刊刻于隆庆元年
（1567）；4 卷 《诗集》 书前有著名学者
任翰、吴懋、乔因羽等三序，当刊刻于
嘉靖四十四年 （1565）。

据张新民考证，孙氏诗集刊刻在
先，文集刊刻在后，因合刊时诗集又曾
挖改重印，故又可称其为隆庆元年挖改
补刻本。究其原因，乃是邵元善在孙氏
关中门人所刻诗集的基础上，复又并增

刻了文集，并按卷一至四为文，卷五至
八为诗，重新作了编排，总题名为 《孙
山甫督学集》。

孙应鳌，字山甫，号淮海，别号道
吾，贵州清平卫 （今凯里市炉山镇）
人。他生于嘉靖六年 （1527），是嘉靖
丙午 （1546） 贵州乡试第一人，癸丑
（1553） 登进士，改翰林庶吉士。正德
三年王阳明入黔悟道后，创立全国首家
王门心学书院——龙冈书院，聚徒讲
学，首批弟子有陈文学、汤伯元、叶子
苍等十六人。其后经过数代传承，蔚成
波澜，形成声势，成为全国较有影响的
地域学派。其中以孙应鳌、马廷锡、李
渭成就最高，称“黔中理学三先生”。

据 《明史稿》 卷三一八 《孙应鳌
传》 记载，万斯同称其“奋起荒徼，以
学行知名，为黔中人士之冠”。《黔诗纪
略》 卷五 《文恭孙淮海先生应鳌传证》
中也有记载，莫友芝赞其“以儒术经
世，为贵州开省以来人物冠，即以词章
论，亦未有媲于先生者”。

如果仅从文学成就看，其散文，叙

事、抒情、议论、诸体兼精，章法多
样，体现了高超的艺术才能。尤其叙事
抒情散文，写哀写悲，如叙家常，皆出
于性情之真，具有动人心魄的艺术感染
力，成就亦灿然可观。

嘉靖“八大才子”之一的任翰，不
仅从用典、用语、格调、意蕴等方面对
孙氏诗作一一进行点评，而且专门撰有
序文一篇，对其诗歌的艺术成就和地位
做出了高度评价：“蔚然有江左风流，
其隽永闳畅，自鲍、谢诸人不能过。”
今人总结其诗文创作思想，亦认为充满
真知灼见，闪烁哲理光芒，对当时文坛
种种不良倾向，纠偏补弊，做出了巨大
贡献。

张新民为 《孙山甫督学集》 作了一
篇 5万字长序，以“辨章学术，考镜源
流”之法，详述孙氏一生思想成就，考
证其传世著述版本源流，评价其诗文集
原刊本文献学地位与价值，实为进入孙
氏学术思想世界不可忽略之导读，亦为
研究阳明后学发展变化必须注意的重要
专文。

孔学堂书局影印出版

日本静嘉堂文库藏本《孙山甫督学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