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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下河文学流派”，在百度百科
已成为固定词条。12 月 10 日—12
日，第八届全国里下河文学流派研讨
会在泰州举行。省作协主席范小青
表示，里下河文学流派的打造，不仅
对流派本身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
作用，对整个里下河地区的文化、文
学发展，乃至江苏当代文学的发展，
也必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从“小说之乡”到里下河文学流派

“里下河文学流派”根植于里下
河地区深厚的文化土壤，其概念的提
出，缘起于之前的“兴化文学现象”：
远有施耐庵、郑板桥这样的大家，近
有毕飞宇等名家，让兴化成为名副其
实的“小说之乡”。

“谈论里下河文学流派，必须弄
清楚里下河区域的界定。里下河不
是一条河，她是由四条水系构成的
一个地域。里下河文学是里下河地
域范围内的文学。”泰州市文联主席
刘仁前介绍，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
来，以兴化作家群为代表的一大批
生于里下河、长于里下河的作家，以

“里下河式书写”相继登上文坛，其
创作得到了文学界的广泛认可，一
个充分体现文学地理特点的文学流
派逐渐形成。

“里下河文学创作成为一种著名
的地域文学现象，绝非偶然，它有丰
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的支撑。”评论家
张琳说。宋代著名词人秦少游，元末
明初著名小说家施耐庵，清代画家郑

板桥、文艺理论家刘熙载⋯⋯新中
国成立后，尤其是汪曾祺《大淖记
事》获得 1981 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
奖之后，里下河地区作家异军突起，
创作呈井喷之势，引起海内外文学
圈瞩目。

著名文学评论家李国平说，以孙
犁为首的“荷花淀派”和以赵树理为
首的“山药蛋派”是我国现代文学中
最有影响的两个流派，眼下，里下河
文学流派作为一个充分体现文学地
理特点的文学流派正在逐步形成。
中国作协副主席阎晶明说，近 3 年
来，“里下河文学流派·星书系”已推
出在全国具有影响力的里下河代表
作家集 6 部，“里下河生态文学写作
计划”推出里下河本土作家作品 18
部，这些成果让我们欣喜地看到“里
下河文学流派”的繁荣态势。

“以前，我国文坛有过‘文学陕
军’‘文学湘军’等诸多提法，但与里
下河文学这样一个作家群落、文化现
象相比，里下河文学则更为内在。”在
当代批评家陈福民看来，同一方水
土、同一种生活方式，让这里的作家
们在写作上有着高度的自我认同和
文化认同，形成了里下河文学流派内
部一致的纹理机制和组织架构。他
们既有各自鲜明的创作个性，又有相
通的文化根源和精神气质。

里下河文学思想火花激情碰撞

围绕“里下河文学与中国当代文
学”“里下河诗歌的当代抒情方式”“高
质量发展背景下，里下河文学的未来”
三大主题，来自全国各地的50多位专
家学者各抒己见，为里下河文学的繁
荣发展建言献策。

“里下河文学流派集中展示了里
下河平原地区的风土人情，描绘了一
幅幅多姿多彩的风俗画卷。在汪曾

祺看来，‘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
的生活抒情诗，风俗中保留着一个民
族常绿的童心，风俗是民族感情的重
要组成部分’。”扬州大学教授张堂会
表示，在寻找文化之根的层面上，里
下河文学流派的创作与寻根文学之
间存着一定的关联。作为里下河文
学流派的旗手，汪曾祺本身就与寻根
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青年评论家傅逸尘认为，随着时
代发展，城乡的融合越来越成为一种
现实，乡村文学与城市文学的界限逐
渐被打破，从城乡二元对立到融合同
构，里下河地区的文学写作的时代背
景正在发生新变化，城乡同构的书写
范式成为可能。由乡村单一视角向
城乡双重视角的转化，城乡书写的内
涵不断丰富，外延不断扩展，以城市
的视角回望乡村，以乡村的视角审视
城市，不再是单一的视角，而是一种
互见的视域。

中山大学教授刘根勤说，新时代
的里下河文学，也存在需要正视与超
越的问题。里下河文学的优点，是在
相当程度上再现了里下河的自然与人
文之美，但关注点主要是农村、市井、
都市职场生活，对企业尤其是工业题
材关注较少，对乡村与城市共同体建
设着力很少。在这方面，还需要不断
去突破与超越。

从里下河出发重构中国文学版图

值得注意的是，从去年开始，研
讨会由泰州、盐城、扬州、淮安、南通
五市作协共同协办。

专家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现
象，里下河文学应该是一个开放性概
念，如果太执着于把它固定在一个区
域板块内，就没有意义了。鲁迅文学
院常务副院长徐可说，从第一届里下
河文学流派研讨会至今，自己最大的

感受是研讨会的层次越来越高，队伍
越来越壮大，讨论的话题越来越广
泛、深入。里下河文学在全国的影响
力也越来越大，已经成为中国文学版
图上的重要板块。同时，里下河文学
作为成长中的文学流派，注重推陈出
新，不断培养新人，佳作频出，创作发
展极具生命力。张琳认为，这些不断
涌现的为里下河文学创作助力的举
措，必将吸引里下河地区越来越多、
越来越年轻、一代又一代的作者加入
文学创作的阵营，里下河文学的未来
值得期待。

“里下河文学的创作既要跳出
里下河，还要回到里下河。”浙江传
媒学院创意写作中心主任叶炜认
为，有句话说得好，“每一个人的故
乡都是宇宙中心”。无数作家的创
作证明：一个作家，只有将自己的
写作深深扎根于故乡，他才能走向
世界。对于里下河作家来说，里下
河就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写作
根据地，只有从这个根据地出发，
你才能找到写作的正确方向。他
说，我们的取材在里下河，但我们
的眼睛要瞄向他乡，瞄向远方，我
们写作观念要有开放性。写作者
必 须 回 到 故 乡 ，回 到 自 己 的 扎 根
处，重新出发，才能让世界的情感
在自己邮票大小的“根据地”落地
开花。

记者了解到，“里下河文学流
派”打造工作已写入泰州市委、市
政府“十三五”规划和打造江苏中
部支点城市行动计划。里下河文
学高地建设《泰州宣言》呼吁重视
本土青年作家的培养，支持和鼓励
作家打造经典作品，与其他地区一
起，共同把里下河文学建设成为中
国文学的高地。

本报记者 卢佳乐 赵晓勇

从里下河洼地走向文学的星辰大海

十大难题，勾勒脱贫攻坚全景图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电视剧司司
长高长力表示，《石头开花》是 2020
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主抓的两部时
代报告剧之一，推出这部剧是为了进
一步拓展脱贫攻坚主题表达空间，展
示中国脱贫攻坚之难，给一线扶贫干
部树立一座座丰碑。

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目标的实现之年,是全面打赢脱贫
攻坚战的收官之年，一批乡村题材
电视剧陆续播出。作为国家广播电
视总局脱贫攻坚重点剧目，《石头开
花》无疑是其中的“大部头”。

《石头开花》共 20 集，讲述了 10
个脱贫故事。但这10个故事的选择
并不简单，综合考虑了区域特点、贫
困程度、难题类型、脱贫手段等多个
维度，如同10组拼图，勾勒出一幅宏
大、生动的脱贫攻坚全景图。

比如，林永健主演的《信任》单元
取材于江苏宿迁，讲述了“垃圾村”的
产业转型；李光洁、郑云龙主演的《七
月的火把》将镜头对准四川凉山彝族
山寨，展示了文旅开发脱贫的过程；
韩雪主演的《阡陌谣》则来到安徽，聚
焦贫困地区的留守儿童。

小故事如何体现时代大主题？
“时代报告剧”以真实故事为原型，以
单元结构展开叙述，多组主创团队同
步联合创作完成一部作品，旨在记录
社会生活。“这个扶贫不管是聚焦淘
宝电商村，还是种石斛或种辣椒的农
民，每个单元的矛盾样态都不一样，
取其一点，聚点成面，进行全景式书

写，最后呈现出带有史诗品格的中国
扶贫百科。”中国作协影视文学委员
会范咏戈说。

提炼出脱贫攻坚工作中的十大难
题，并以此切入展开叙事，成为《石头
开花》最大的亮点。出品方代表、江苏
省广播电视总台副台长蒋小平介绍
说，“脱贫不易脱身难”“谁是真贫辨
别难”“懒汉恶汉扶志难”等“十难”提
升了创作的高度和深度，创作团队深
入全国脱贫攻坚一线调研采风，与基
层干部、老百姓同吃同住，收获大量
一手素材，而整个采风、拍摄的过程
本身也是一种攻坚克难的过程。

扶贫干部，与“后浪”共情

芝麻开花节节高，甘蔗出土寸
寸甜，这两种现象都常见，但石头怎
么会开花？“《石头开花》的总题在第
五单元《怒放的山花》中点破，扶贫
干部戴志强带领全村人种植石斛，
而这一单元处于全剧 C 位，它的价
值蕴含能够辐射全剧。”在中国文联
电视艺术中心赵彤看来，“石头”不
仅是山上的石头，还是村民心中的

“石头”，是自然与人文的双重困难。
《石头开花》的故事从地域上来

说，覆盖祖国大江南北，有深度贫困
地区、相对贫困的边远地区，也有部
分发展不平衡地区；从发展进程来
说，有的村还处于产业化脱贫的初级
阶段，有的则已经面临先治污后发展
的转型考验。但无论是剧中的扶贫
工作队员、驻村第一书记，还是背包
工作队长，都是中国280多万当代扶
贫干部的缩影。

《三月三》单元导演李少红说，
“在脱贫攻坚战中，1000多名年轻干
部倒在了岗位上。其中有一位年轻
的扶贫干部的照片特别打动我，他当
时正在修建小水电，他说，‘非常希望
银河落九天，能够照亮山村’，这一幕
画面让我就想去了解他、拍他。”

《最后的土房》单元中，主人公面
对工作风风火火，对待老百姓耐心温
和，可当她来到医院看望生病的母亲
时，一下就趴在妈妈身上痛哭了起
来。一个年轻女孩内心交织着对母亲
的愧疚，对自己扶贫工作现状的不满，
复杂的感情都随着眼泪流淌了下来。

“在10个单元故事中，我们看到
的驻村干部都很拼，其实我看的时候
很想问他们一句话：这样拼到底为了
什么？”在《怒放的山花》单元中，文艺
报记者高小立从扶贫干部戴志强的
日记中找到了答案：现场很多人都哭
了，这是一群从出生起就被贫穷不断
试炼的人，他们对摆脱贫困拥抱幸福
生活的渴望比谁都急迫、都强烈，我
要和他们站在一起。“这个驻村干部
是所有 10 集里最年轻的一个，我觉
得马天宇演得也非常精彩。”

这样一部扶贫剧为什么会成爆
款？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学
生高尚说，“虽然脱贫攻坚并没有发
生在我的人生中，但人的情感是相通
的。看到故事里的他们都朝着越来
越好的生活而努力，屏幕前的我也会
露出真诚灿烂的微笑。”

绿水青山，舌尖上的文化

剧组拍摄期间正值夏秋相交，

五颜六色的风光勾设了全剧精彩的
色调，有秦巴山脉千古茶园的绿色，
有湘西凤凰的金色，有黔西南云寨
的斑斓⋯⋯“10 个单元的风景是祖
国各地壮美的田园风光，是美丽乡村
生态和谐共同构成的艺术盛景，无处
不在的乡愁与大地的泥土芬芳是香
甜的。”总编剧张强说。

与此同时，《石头开花》被许多网
友誉为“舌尖上的文化”。剧中有北
方的皮影、二人转，有西南的火把节、
畲族民谣，有豪放的苏北大鼓、多彩
的锅庄舞，还有大量的古建筑表现，
乡风民俗、节庆礼仪、民间艺术等，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在屏幕定格，成为观众热议的话题。

一边写扶贫的故事，一边真正去
扶贫。《石头开花》出品方还向剧中的
10 个拍摄原型地和青海、西藏、新疆
等地的乡村学校捐赠了 130 套国家
广电总局“空中课堂”学习系统。该
剧在陕西安康拍摄时策划了“安康大
集”直播带货市集，作为《青山不负
人》中茶叶直播桥段的拍摄情节，受
此启发，当地政府决定采纳剧中做
法，未来还将常态化举办“安康大
集”，实实在在推动农产品销售。而
在薇娅直播间的《石头开花》专场，
10 类助农产品超 10 万件货品，2 秒
卖空，成交额近600万元人民币。

“这场波澜壮阔、改写了中国和
人类历史的伟大事件，永远值得文艺
工作者去讴歌。《石头开花》这样的文
艺作品，也值得不断被年轻人刷屏。”
一位90后观众对记者说。

本报记者 陈 洁

石头开花，脱贫故事这样成爆款
“说真的，这部剧不比那些偶像剧更有意义吗？”《石头开花》播出时，

年轻人在弹幕上感慨。作为 2020 年脱贫攻坚题材电视剧中的一部精品

力作，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指导、幸福蓝海等影视公司联合出品的《石头

开花》在六大卫视、三大网络平台播出后引起了强烈反响，收视率节节攀

升，微博相关话题的阅读量超3亿。

如何用电视剧这个载体展现脱贫攻坚主题？《石头开花》又是如何成为屏幕爆款的？

近日在北京召开的创作研评会上，该剧主创与专家、学者、青年观众一起围绕主题表达、

创作过程、艺术价值、传播效果等进行深入研讨。 12 月 14 日，在由江苏省作协和江
苏第二师范学院联合主办的长三角儿
童文学论坛上，来自长三角的儿童文学
研究者和出版人进行了深入诚挚的探
讨：新时代儿童文学应传递怎样的儿童
观？如何使童书真正回应儿童的处
境？“长三角人”的抱团合作，又会打开
怎样的新空间？

正 确 的 儿 童 观 是 童 书 创 作 的 基
石。南京晓庄学院副教授李燕认为，
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黄蓓佳在《我要做
好孩子》中对何为“好孩子”的崭新理
解，体现了当代中国作家的自觉思考：

“好学生如果自私、怯懦，算什么好？
100 分再多，三好生奖状再多，假的！
人格上只有零分！”李燕提出的另一个
问题是，儿童的世界里有没有忧伤？
答案当然是肯定的，那么问题随之变
成：童书是否写出了这种忧伤，以及本
质意义上——我们是否真正回应了儿
童的处境，介入了他们的现实，成为其
成长路上的有力拐杖？

另一方面，张扬儿童的主体意识
不等于放纵其“唯我意识”、无限度地
张扬个性。浙江师范大学教授方卫平
注意到，当传统的“好孩子”观念被摒
弃后，童书中一下子铺天盖地而来的
是“淘气包”“坏小子”，他们调皮捣蛋
恶作剧，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尊重
儿童的天性不代表放弃对他们的引
领，儿童文学的使命是把孩子带向更
理想的状态，让他们变得更加开阔和
深邃，而不只有游戏和娱乐，不只有自
由和张扬。”方卫平说。

如何顺应社会的发展、拓展童书的
边界也是近年来常谈常新的话题。方
卫平认为，西方儿童文学所抵达的深度
和广度值得国内同行借鉴。比如西方
童书里讲一只怀抱着美好梦想的沙丁
鱼如何被残酷地切割、腌制，做成沙丁
鱼罐头，这样令人毛骨悚然的童话在他
看来，以一种充满哲理隐喻的方式，告
诉孩子们世界并非总是浪漫美好。而
对中国童书作家来说，如何把展现深刻
的社会人生真相和中国的文化背景、儿
童身心发展规律结合起来，是一个值得
思索的课题。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李学斌认为，童
年是透视民族历史的一面镜子，是映照
现实的一双眼睛，也是参照未来世界的
一个坐标，“今天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是
希望儿童文学能够找到通向儿童心灵
的通道，在情感上亲近儿童，在语言上
靠近儿童，看到儿童今天的现实模样和
儿童发展的无限可能，看到他们的今
天，也想象他们的明天。”

儿童文学作家祁智注意到，在时
下的许多童书中，“风景”和“动作”已
经消失了。缺乏“动作”，童书就越来
越不好看，无法吸引儿童沉浸其中；少
风景、少风土，童书就不再是从人间走
出的，而是空洞虚浮的。如何打造兼
具地域气韵、时代气象、审美气质的长
三角儿童文学话语体系，又是一个值
得思考的话题。

安徽少儿出版社社长张堃坦承，
近年来快餐文化和碎片文化的侵袭，
使童书出版业出现了放弃深度，追求
速度、广度和利益度的倾向。上海少
儿出版社总编辑陆小新也表示，出版
社的市场占有率已经不是依靠好作
品来维持了，而是依靠更多更快的铺
货来保证，重视“流量”甚于“质量”，
这对中国儿童文学的长远发展是非
常不利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长三角人”的
抱团合作或有可为。安徽省文艺评论
家协会主席韩进建议：应继续办好长
三角儿童文学论坛，有计划地策划论
坛主题；成立长三角儿童文学联盟，联
合区域出版机构，策划儿童文学活动；
推出品牌产品，如编选《长三角儿童文
学年选》，编著《长三角儿童文学发展
史》，不断扩大长三角儿童文学的影响
力。会上，由江苏省作协和江苏第二
师范学院共同建立的“江苏儿童文学
研究中心”正式揭牌。

本报记者 冯圆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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