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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陈 洁

金秋十月，稻穗弯如月。在丰收的田埂
上，突然“闯”入了200多位身着旗袍、手持油
纸伞的江南女子鱼贯而行。金黄的稻田，自信
的姿态，一幅乡村振兴画卷在眼前诗意打开。

在田埂上表演的并不是专业的模特
儿，而是这里土生土长的农民。10月11日
上午启动的常州市武进前黄稻米文化节，
也定格下江苏小康农民新形象。

这是前黄镇第一次举办稻米文化节。
旨在通过举办一系列精彩纷呈、融合互动的
活动，展示前黄本地稻米文化、农耕文化、民
俗文化和历史文化。如何才能让“我的家乡
我的村”更被外界熟知呢？村民们都很上
心，而此时前黄雅韵艺术团党支部书记孙英
脑海里冒出了“旗袍秀”三个字。

“虽然农民高矮胖瘦不一，气质方面也
不如真正的模特儿，但主要是想通过这个活
动，展示新时代新农村的新面貌。”当她把自
己的想法发到微信群里之后，得到了大伙儿
的积极响应，从100多人报名到最后14支队
伍、220人参加，大家的积极性高涨。

11日当天，冷空气侵袭江苏，气温一下
子就掉了十几摄氏度，但村民有的身穿统一
置办的新装，有的则拿出压箱底的旗袍，早
早地来到田埂。200多位农村女子，分成十

几支队伍，自信满满地行进在金黄色的稻田
间。这里是她们平时最为熟悉的生活场景，
今天却有了新的连接方式。

孙英告诉记者，秋收秋种时节过去是农
民最忙的时候。“农民手拿镰刀一棵一棵割
稻，晒干后梱稻，再一担一担挑回家，连夜轧
稻、筛稻，连晒几天，再碾稻，才能看见白米。”
从一把镰刀，一条扁担，一身泥，一身汗，一身
味，一双赤脚穿行在泥泞的田埂上，到如今的
种田机械化、科技种田，农民的生活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一是有时间了，二是农民的
口袋也不像过去那样穷了，他们更多地关注
和追求文化生活。”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前黄雅韵艺术团这个草根艺术团应运而生，
这里所有的团员都是清一色的农民身份，上
台演戏、下田干活，活跃在乡村舞台。

一把花伞一袭旗袍，满脸都是幸福的笑
容。现场的人员不禁为眼前的美景打动，纷
纷举起手机拍摄眼前的农村新生活。

“晚上我们照例又举行了一场露天演
出。有一个农民，就一直拉着我的手说，以
前做梦也想不到，能过上这样的好日子。
他们依然保留着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作
风，但生活却过得有滋有味。”

一辈子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孙英自然也
深有同感，“现在的农民，离土不离乡。他们端
牢饭碗，摆脱辛勤劳作，有土有乡，有理想。”

旗袍秀，绽放在乡村田埂上

□ 本报记者 王宏伟 通讯员 毛潇潇

挺拔怒放的向日葵，金黄翻滚的层层麦浪，
白色的战马在飞奔，一群新四军女战士穿行在田
埂上……10日，在溧水区白马镇红色李巷周边
的朱岗村向日葵花海中，一幅“战地黄花分外香”
的场景，成为“金色大地——葵花田里的艺术展”
的天然展厅，艺术走进田园、大地，让人感受到美
丽乡村建设、红色教育培训基地的现代气息。

30亩的向日葵花海一片金黄，向阳而生的
葵花开得热烈奔放，与李巷红色初心契合。
1938年至1945年的8年间，新四军东进苏南并
在红色李巷这一带生活、战斗、训练，为这里留下
了永不磨灭的红色印记。周边村落外墙涂上了
五颜六色的葵花墙绘，还为游客准备了白马当地
特色农副产品展销，人们在花海中散步、拍照，留
下一片欢声笑语，在赏花的同时也能看到青山叠
翠、静谧美丽的自然和人文风光。

葵花田里的巨幅喷绘上，向日葵、芙蓉、菊梗
等各色花朵重重叠叠，铺满整个画面，怒放的张
力跃然纸上。这幅名为《秋意正盎然》花卉工笔
画的作者是著名画家喻慧，她告诉记者，去年疫
情期间，朋友送了她一束向日葵，像阳光一般灿
烂的金色花朵激发了处于隔离、孤独和忐忑中的
她，她花了两个多月，创作了两米见方的《秋意正
盎然》。在一次闲聊中，她觉得展示这件作品最
好的地方不是美术馆，而是向日葵田地里，于是

溧水区白马镇与她共同策划了这次艺术展，让艺
术化的花卉绘画回到生机无限的田园大地。

“在画室里，我觉得《秋意正盎然》的颜色已
经足够浓烈，然而当它被放在向日葵花海中，色
彩仍然显得淡，和人相比，大自然才是最好的艺
术家。”喻慧说，“这幅作品就是疫情下对蓬勃生
命的歌颂，面对灾难，艺术应该有疗愈功能，而现
在，这件作品和这次艺术展，都应该像一粒种子
被种在乡村，为乡村营造艺术的氛围，为人们带
来艺术的浸染。”

当天还举办了形式多样的沉浸式演出，在滚
滚麦浪的田园间，音乐家们伴着虫鸣鸟叫、花草

“呢喃”，演绎美妙动听的田园合奏。有铿锵有力
的非洲鼓表演，有婉转动听的琵琶演奏《青花
瓷》，有慷慨激昂的合唱《我爱你中国》《冬天里的
一把火》，有女高音《左手指月》，还有五月艺术公
社创作的合唱《金色花海》……观众除了游客就
是村民，他们开心地鼓掌、喝彩，拿出手机拍照录
像。

该镇相关领导告诉记者：“红色李巷是苏南
抗战的指挥中心，是从未丢失的红色保垒。以红
色李巷为中心，周边约5公里半径内，集聚了较
多的红色遗址遗迹。这次活动，不仅活化了红色
资源，营造红色李巷周边战地黄花分外香的自然
场景，更是扩大了党史学习教育的主阵地，形成
以红色李巷为中心的串点成线、串景成片红色资
源集聚的新片区，成为乡村振兴的新引擎。”

艺术展，办在红色李巷葵花田 □ 本报记者 姚依依

“人一定不要在苦涩时单纯
地体味困苦，而要在奋斗时享受
甘甜。因为所有努力的行走，都
将注定此生‘不虚此行’。”10月
10日，青年作家王忆新书《不虚
此行来看你》分享会在南京举行。

《不虚此行来看你》是轮椅上
的作家王忆的第一部短篇小说
集，收录了她近年来创作的11个
与女性有关的故事。青年作家王
忆用一根手指在键盘上奔跑，至
今已出版了诗歌、散文、小说等9
部文学作品。

分享会现场，教育部长江学
者特聘教授、江苏省作协副主席、
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彬彬提
到，首先要放下“这是一位残疾人
作家”的观念。“她对文学的敏锐、
对语言的敏感，让她具备成为作
家的基本条件。”

女性生存、底层奋斗、疾病
和残缺是王忆书写的三个核心主题。王彬彬
分享到，在《不虚此行来看你》中，王忆写出的
十余个故事魅力之处在于，她写出了一般作家
很少涉及的疾病、命运、偶然、求医问诊等主
题，具有同龄作家难以持有的对人生和命运的
思考。

2018 年 9 月，中国残联主席张海迪曾致
信给王忆，称她是“不倒的生命之树”。作为
王忆的老师，江苏省作协副主席、《雨花》主编
朱辉在分享会上称赞了王忆的想象力，“虽然
她的行动受限，但这给了她一种观察世界和
他人的独特观察者视角，使得她的想象力更
自由发挥。”

“奔跑是人生最美的姿态。”王忆让读者们
看到，一根手指的奔跑也是最美的姿态，在分
享会的最后，作家王忆现场用手指敲击电脑键
盘，就观众关心的问题进行回答。“希望小说集
可以为女性发声，希望读者通过文字更加理解
女性、明白女性的价值。我认为每个人都有不
容易，而我只是比较特殊，所以做好自己就可
以了。”

分享会后，王忆继续敲击键盘，向广大读者
传递了新书《不虚此行来看你》的写作初衷，本
书是一部女性小说集，讲述了11个女性、11种
生活和11种命运。“我自从决定走上文学创作这
条崎岖之路以来，一直期盼自己有一天可以成
为一个撰写故事的人。《不虚此行来看你》里的
所有女性命运到最后皆被厚待，我和她们的命
运也像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共同体。我本就是一
个普通渺小的角色，万幸的是我看见了属于自
己的闪光点。”

王
忆
，不
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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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 本报记者 冯圆芳

一整套方案
为“后浪”成长护航

会上，一份“成绩单”闪闪亮眼：自2016年江
苏省第五次青创会举办以来，江苏青年作家共出
版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儿童文学、文学评
论等作品万余部，不少作家和作品获全国优秀儿
童文学奖、省“五个一工程”奖、“茅盾文学新人
奖”、“中国好书”、“紫金山文学奖”等重要文学奖
项，产生了广泛影响。

80后儿童文学作家赵菱，凭《大水》《乘风
破浪的男孩》摘下2018年度和2020年度“中国
好书”，在这两本书中，她转向了一种“有根的写
作”，于轻灵烂漫的想象中深植下中国现实的
根、中国精神的根。在赵菱看来，她自身的成长
与江苏大家庭的关注和陪伴紧密相连：“从成为
江苏省签约作家、参加‘托起梦想的翅膀’儿童
文学扶持项目，到入选‘名师带徒’计划、多次进
入作家研讨班、高级研修班等，诸多文学名家的
授课、种种机遇的赐予，使我的文学素养、创作
观念有了很大提升。我至今记得毕飞宇老师在

‘名师带徒’启动仪式上对我们说的一番话，‘年
轻人在创作中因为用情太深而时常迷失，这时
候就需要有人点拨和激发。这样的对话也许尖
锐，但能帮一个艺术家见天地、见自我、见苍
生’。正是这些有益的声音，帮助我们快快成长
起来。”

会上，省作协党组书记、书记处第一书记、副
主席汪兴国梳理介绍了江苏培养青年文学人才
的一整套方案：通过实施江苏文学“名师带徒”计
划、文学英才和文学优青选拔培养工程以及“签
约作家”项目，精心培育有潜力的青年文学人才；
通过开展“扬子江系列”品牌文学活动和研讨、对
谈等各类文学活动，挖掘优秀青年创作人才；通
过开设青年作家读书班、高研班、网络作家研修
班等，提升作家文学素养和创作实力；通过各类
文学奖项和创作奖励，激发青年作家创作热情；
通过省作协所属4家期刊阵地，为青年作家培养
提供优质土壤……

1997年出生的常州女孩荆枫，在今年签约
的常州文艺人才“结对传承”行动中成为著名作
家范小青的学生。“我的作品主要关注时代洪流
中的新一代年轻人，比如发表在《绿洲》的小说
《在晨光中起舞》，讲述的是刚踏入社会的年轻人

在都市生活中感到迷茫，继而转向自然、拾回理
想的故事。”荆枫介绍。向往着理想，又在时代洪
流中觉察到自身的渺小，年轻人眼中的世界，借
助年轻作家稚嫩而澄澈的视野得以展现——雏
凤们的清音，成为江苏文学“大合唱”中一抹婉转
的风景。

以身为“媒”
从时代大潮中撷取浪花

“（文艺创作）有个性也有规律，艺术家须有
深厚的家国、人民和艺术情怀。”省委书记娄勤俭
在省文联十代会、省作协九代会上的一番话，点
出了文艺创作的不二法则。“我们手中的键盘所
代表的笔触，应是宏观时代和个体肉身之间的媒
介。”青创会上，青年作家代表、高邮市作协主席
周荣池亦如是说。

作品《朝阳警事》入选国家新闻出版署和
中国作家协会联合推介的25部“庆祝新中国
成立70周年”主题网络文学作品暨2019年优
秀网络文学原创作品名单，江苏网文作家卓
牧闲正是从时代大潮中，撷取了那些值得被
定格的浪花。“2017年，我们海安市公安局城
南派出所所长高广喜因积劳成疾殉职，给了
我很大震撼：一位上有老下有小的优秀警察，
就这么倒下了！我一下子生出了强烈的责任
感和使命感，开始在网上写警察故事，从《韩
警官》到《朝阳警事》再到《老兵新警》，一口气
写了好几年。”卓牧闲向记者剖白心路。写好
新时代的警察故事，不能像写玄幻、穿越类小

说那样全凭想象，为此，卓牧闲除了去基层所
队采风采访之外，还关注了一百多个公安局
的微信公众号！

艺术史专业硕士毕业、自小泡在敦煌石窟里
长大的网文作家漠兮，则把浩瀚丰硕的中国传统
艺术植入了言情小说的脉络。“我的创作大部分
源于自己的艺术体验，比如《夜留余白》涉及的敦
煌壁画修复，就是我最熟悉的艺术领域；《云过天
青》源于我看过的一次青瓷展览；《枕水而眠》的
主角就是我经常接触的山水画画家。借助网络
文学，我想在艺术和生活之间搭起一座桥梁。”漠
兮对记者说。把艺术专业知识和轻快的节奏、鲜
明的人设、冲突的剧情结合在一起，漠兮的言情
小说没有霸道总裁和玛丽苏，却获得了市场高度
认可。漠兮透露，她的艺术类小说已经全部售出
影视版权，正在开发制作中。

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局研究人员胡卓然，
其报告文学《雨花碧血映军魂》今年入选省作协
第八批重大题材文学创作工程，在这本书中，他
试图“绘制”出雨花英烈“群像”。“雨花英烈是文
艺创作的富矿，但近年来有关雨花英烈的书写
多集中在单个人物身上，让人读了总有些不过
瘾，我就想从‘建军’这个角度切入，集中书写一
批英烈，讲述他们如何在风起云涌的年代里，将
人生之路和历史的走向融为一体。”胡卓然说。
在创作方法上，何建明、章剑华等前辈的创作给
了他很大启示，“他们的作品是成功运用‘研究
式写作’的典范，书中写到的诸多细节都来自他
们围绕创作搜集的历史资料，或采访到的亲历
人、知情人。这些首次披露的独家内容，通过文

学笔触融入作品之后，极大地增加了红色历史
的感染力。”

学会反思
真诚是唯一通向世界的道路

“在我看来，当下的青年写作有三个突出特
点：一是发表媒介的拓展，网络已成为青年写作
的主要园地；二是文体和题材的丰富，作家们有
意识地运用科幻、玄幻、侦探等多种形式创作，
甚至将诗歌、小说等文体相互融合，带来新奇的
阅读体验；三是语言的创新，很多青年作家都能
够通过意象的选取、语词的排列和方言的运用
形成鲜明的个人特色。”青年评论家、苏州大学
文学院副教授刘阳扬如此描述她眼中的青年写
作“风景”。

另一位青年评论家韩松刚却更关注“风景”
背后的隐忧：“我们不得不看到，一些青年作家
其实并没有写作抱负，也缺乏介入公共生活的
想象力，他们对当下发生的事情熟视无睹，尤其
是一些重大事件，很难在他们的创作中得到反
映。”在他看来，青年逐渐社会化并走向成熟的
过程，往往也是危机重重的时刻：江湖气增加、
书生气减少，讲究一团和气，青年气和勇气隐身
遁形——所以，青年写作的问题应该首先是“青
年”问题：青年没了理想，怎么会有理想的文
学？青年没了新的感受力，怎么会有耳目一新
的文学？青年没了家国情怀，怎么会有更好的
家国？

其实，年龄上的“新”，并不意味着文学上的

“新”；何况文学上的“新”，也并不等同于艺术上
的“好”。青创会开幕式上，80后作家向迅作为
唯一的青年作家代表登台。今年，他的散文新
作《与父亲书》引发文坛关注，成绩背后，是他痛
苦而清醒的自我审视和“变法”。

“2019年，《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老师给我
们上课，他说了一句话，‘作家不能像土地公那样
做一个地方志写作者’，狠狠地震动了我。我们
的文学，是面向全人类、面向未来的，它应该写出
更复杂更深刻的人类生活经验，由此反思青年一
代的创作：我们的作品是否耽于幻想、沉迷于私
人化叙事？是否思想陈旧、缺乏现代意识？我们
必须像前辈所寄望的那样，如哪吒一般，勇于革
自己的命，走出庙宇和城邦，进入广阔原野，获得
一颗新的心、一个新的身体，投入这个时代的伟
大变革，创作面向人类未来、能够超越时间界限
的文学。”向迅对记者说。

克服年龄焦虑、摆脱内心的恐慌浮躁，沉着
地追寻属于自己的风景，构成了另一位80后青
年作家代表陆秀荔的人生“变奏曲”：“在面对呼
啸而来的不惑之年和雨后春笋般的文学新秀时，
我的内心一度充满了危机感和紧迫感。后来终
于明白，进入中年又怎样呢？那将是另一段风
景。人生就像流水一样，总要从清浅澎湃的小
溪，流入从容平缓的河道，再奔赴辽阔深邃的江
海。文学‘青年’也好，文学‘老年’也罢，只要我
们不停止奔跑，岁月总会在恰当的时候给出美好
的馈赠。”

希望江苏青年作家有比肩文学前辈的胸怀
和气魄，有“板凳坐得十年冷”的艺术定力，有“语
不惊人死不休”的执着追求；深入生活、扎根人
民，积极投身新时代的书写，描绘出这个时代的
精神图谱，攀登更加壮美的文学高峰……青创会
上，来自文坛前辈的殷殷期待，汇聚成一股裹挟
着“后浪”的蓬勃暖流。

在青年诗人赵汗青看来，此时此刻，他们
尤其需要锻造出一颗强大的内心，有勇气去接
纳那些建议与批评，不被善意的称许和鼓励所

“绑架”。“我们的反思有多少是发自内心的？
我们作品中自我与世界的关系有多少是伪造
的？”在他看来，没有一条道路通向真诚，真诚
本身就是道路。青年作家必须探索自己和世
界之间的真实关系，将人格的修炼和写作的训
练一同作为一生的功课，这是青年作家在鲜
花、掌声和种种关注的缭绕之中，必须坚守的
定力与担当。

江苏省第六次“青创会”召开，“后浪”畅谈思索与展望——

奔跑吧！以青春和文学的名义
金秋十月，盘点收获，亦孕育新生。10月12日至13日，江苏省第六次青年作家创作

会议（简称“青创会”）在南京召开，近200名来自全省各地的青年作家代表相聚古都金陵、

躬逢文学盛会。

自1980年首次召开，“青创会”见证了江苏青年作家从稚气到成熟的轨迹，搭建了探

讨文学、砥砺奋进的平台。肩负时代重任，放飞青春梦想，勇攀文学高峰，“青创会”期间，

记者或聆听发言、或与青年作家展开交流，他们的思索、展望与抱负，汇成了一幅蓬勃葳蕤

的文学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