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版责编 杨丹 版式编辑 周双 责任校对 胡永龙
文化新闻部主办 邮箱： dbox989@163.com 湘江·文学19２０12年11月8日 星期四

二○

一
二
年
第
九
十
六
期

“秋风万里芙蓉国”，喜讯从北京传来：第
十二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评选结果
揭晓：湖南有7件文艺作品获奖，数量在全国
各省中名列前茅，并且涵盖了所有门类。省委
宣传部获得组织工作奖。 全省文艺工作者无
不为之欣喜，为之振奋！

“五个一工程”，以独特的导向示范作用，
以高质量的优秀作品， 彰显着文艺发展的生
机活力，成为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社
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响亮品牌。 在评奖落下帷
幕之后，重温湖南这些获奖的作品，我们该有
怎样的惊喜、启迪和期待呢？

这次捧回奖杯的电影《湘江北去》、电视
连续剧《毛岸英》、湘剧《李贞回乡》，都是红色
题材主旋律作品。 它们成为湖南获奖作品的
一个耀目的亮点。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湖南，
蕴藏着十分丰富的红色资源， 充分开掘这些
资源，选好题材，精心策划，把它转化为文艺
创作生产的优势，是繁荣湖南文学艺术、推动
文化强省建设的一个重要途径， 也是本届获

奖作品给予我们的一个宝贵启示。 但我们又
不是“题材决定论”者。鲁迅就曾说过：“单是
题材好，是没有用的，还是要技术”；所以他强
调文艺创作“选材要严，开掘要深”，特别是要
着眼、着力于“对于时代的助力和贡献”（《关
于小说题材的通信》）。 只有立足于当今时代
的制高点，以新的价值观、文化视野和审美思
维对精选的题材（包括革命历史题材和现实题
材）进行深入开掘，并在艺术创造上求新求变
求超越，力求用当代人民群众特别是年轻一代
所喜闻乐见的形式来传递赋予了新鲜的时代
内涵的红色精神，才能赢得最广泛的读者和观
众。电影《湘江北去》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

“济济新民会，风云一代英”。这部影片生
动地讲述了在中国前途命运发生转折的重要
历史关头，在湘江之畔，以毛泽东、蔡和森等
为代表的一群胸怀大志的热血青年， 于中流
击水，傲立时代潮头，由追求“革新学术，砥砺
品行，改良人心风俗”，到接受马克思主义，立
志“改造中国和世界”，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早期

组织， 在党的历史上写下光照千秋的一页。正
如编剧王青伟所言，影片展现的不仅是一段革
命历史，更像是一首早期共产主义者的“青春
之歌”。它把革命传统和时代精神、历史内蕴与
时尚元素水乳交融在一起，并且突出了湖湘地
域文化的内涵和特色，从而实现了从革命历史
题材剧到青春励志片的转换，创新、丰富了红
色主旋律电影的类型风格和拍摄手法，受到社
会各界特别是年轻一代观众的热烈欢迎。

与 《湘江北去》 交相辉映的电视连续剧
《毛岸英》， 在展现毛岸英短暂而辉煌的一生
时，突出地渲染了这位从苦难中、从血和火的
考验中锻炼成长起来的伟人之子， 怎样在父
辈言传身教的影响和引领下，用崇高的理想、
信念， 美丽的青春以至宝贵的生命铸造了中
华民族之魂， 用热血浇灌了国际主义的鲜花。
这个剧作以平民化的视角展示伟人风采，并大
胆起用新人饰演主角毛岸英，为这位不朽的共
产主义战士谱写了一曲气壮山河的青春赞歌，
连革命老人刘思齐也为之动容和喝彩！

用传统戏曲的形式来塑造革命英雄人物
的形象，在社会主义的舞台上并不少见。但湘
剧《李贞回乡》却别开生面，选取共和国第一位
女将军回到阔别20多年的家乡浏阳，见到前夫
古老三这个带有极大传奇色彩的人生际遇为
主线，全部情节和细节都围绕两人在历史和现
实中的种种冲突而展开， 以世俗的感性关怀、
细腻的情感表达，生动真实地再现了李贞的戎
马人生、心路历程和高尚品格，揭示了共产党
闹革命的目的是为人民谋幸福这一朴素的真
理。 这在红色题材舞台剧的创作上是不多见
的，也是弥足珍贵的探索和创新。饰演李贞的
著名湘剧演员、梅花奖获得者王阳娟对角色的
深刻理解和精湛的演技，更使主人公的艺术形
象光芒四射，获得观众和专家一致好评。

这次获奖的长篇小说《长津湖》，也是一
部红色主旋律作品。 它取材于抗美援朝战争
中一次改变世界格局的重大战役， 刻画了一
系列个性鲜明的“最可爱的人”的英雄群像，
并且深刻地表达了对这场特殊战争的哲学思
考，具有感人至深的思想艺术力量。

除以上革命历史题材佳作以外， 反映现
实生活，讴歌改革、开放，为当代“最美人物”、
“最美精神”谱写最动情的赞歌，也是湖南获
奖作品的一个亮点。广播剧《扁担上的影院》
（反映“感动中国十大文化人物”之一的永兴
县农村电影放映员马恭志的动人事迹），长篇
报告文学 《铸剑———国防科技大学自主创新
纪实》，歌曲《今夜想起你》（为公安战线的人
民卫士放歌）都是这类精品力作。

文学艺术精品， 是一个民族乃至全人类共
同的精神财富， 也是一个地方的文化品牌和文
化名片， 代表着其文化繁荣发展和改革创新所
取得的丰硕成果与所达到的水平。精品不够多，
是近些年来文艺创作中一个众所关心的突出
问题。湖南要加快文化强省建设，并力争走在全
国前列，就必须借这届“五个一工程”评选获得
较好成绩的强劲东风， 高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这一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旗帜， 强化
精品意识、创新意识，戒骄戒躁，认真总结经验，
找出差距，再接再厉，进一步推动以“五个一工
程”为重点的文艺精品战略。在继续抓好重大革
命历史题材创作的同时， 还要着力鼓励现实题
材创作，不断开拓新的题材领域和艺术样式，力
求推出更多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 人民
群众喜闻乐见、具有湖湘气派的优秀作品。

这是伟大时代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也
是广大人民对我们寄予的殷切期望！

期盼更多文艺精品问世
———写在第十二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评奖落幕之后

□胡光凡

水在湘西南正角上与沅江交汇，滔滔
东北而去。交汇形成的冲积开阔区，在这方
圆几百里的崇山峻岭中格外打眼。 公元前
202年，汉高祖在此置县，2200多年来一直繁
衍生息，这就是今怀化洪江市黔城镇。

黔城镇分新旧二区。 水和沅江将旧城
贴身环抱，形成小半岛。半岛上的建筑是典
型的明清江南民居，保存相当完好。距此西
南20多公里的沅江上游，便是闻名天下的洪
江古城。由于洪江古城这块明末资本主义萌
芽活化石的巨影笼罩，使黔城古镇近三四百
年有点逊色，但因唐代诗人王昌龄送辛渐的
芙蓉楼，以及廊碑翰墨，颜（颜真卿）黄（黄庭
坚 ）米 （米芾 ）岳 （岳飞 ），三绝根雕 ，亘古空
前，这里被誉为“楚南上游第一胜迹”。王昌
龄“一片冰心在玉壶”诗句从此处吟成千古
绝唱 ，因此 ，在笔者眼里 ，古镇又是江南的
“心灵之城”。

这天清晨5时，曙光初现，省高管局局长
吴国光便提着相机，从怀通高速建设公司悄
悄出发，走进黔城古镇采风。我们两三个发
烧友紧随其后。走出大门，像走进天然氧吧，
我们尽情享受着秋日里通透的凉爽， 真是
“新鲜空气任君取”的感觉。驱车度过沅江公
路铁路两用桥，来到古镇对面的高坡。

两江汇合处常常是汹涌澎湃， 激流险
滩。尤其在多雨的湘西南之夏，冲出过多少
洪涝。但此时，秋雨刚过，晨雾依然笼罩着古
屋古墙，氤氲朦胧，越发透着古朴和厚重，显
得难得的静谧和安详。 芙蓉楼兀立古镇，楼

前奇石临江， 楼后飞廊
凌云；水鸟与翘檐齐飞 ，
山冈共清波一色 。 古镇
犹如一幅静美的雕塑 。
夜灯朦胧闪烁 ， 仿佛映
照着楼上的王昌龄晨读
诗书，漫步沉思。

天空泛着鱼肚白，与
古镇锃亮青石板交相辉
映，人走在街道上，观摩

古铺古招牌，仿佛置身时空对接。
古镇人起得早，有的忙于家务，有的准

备耕作，悠慢的节奏里，透着淳朴和逸雅。这
天是农历七月初一， 老年人按照传统习惯，
在门前，在朝龛，摆起祭品点起香烛，弓腰跪
拜，眯眼作揖，念念祈福，虔诚可鉴。

古镇东门边的一个古稀老太太香火点
得最盛，跪拜显得最诚，以至吴国光给她拍
了好几张，她才知觉。吴国光问她早安，与她
拉家常。她总是慈祥地笑。原来，烧香祈平安
已成为老人每天清早的必修课。因她儿子在
几十里外的怀通高速公路工地打隧道，孙子
前年大学路桥专业毕业后，分配在凤凰境内
的吉怀高速施工单位做一线技术员。儿孙都
在高危岗位，她能坐得住么？

“难为了老人家呵！”吴国光念叨的语气
有点自责。

在古镇小桥，徜徉其间，凝视远山，我们
拍了不少景照。过后，吴国光走到桥下，用专
业眼光打量着桥体墩石。恰好，有辆载重卡
车从桥上经过。他说：“我感觉这是上世纪五
六十年代修建的，你看多么坚固，我们高速
公路就是要修成这样的精品。”

摄影是局长多年来最大的业余爱好。他
喜欢用镜头捕捉生活之美、生命之美、山河
之美。 这架相机里产生了多少瞬间之美，多
幅佳作参展发表，他也成为小有名气的摄影
家。但是，自去年8月受命危难，任省交通运
输厅副厅长、省高管局局长以来，他一直未
打开过相机。湖南高速公路进入非常特殊非
常关键阶段 , 他和局党委一班人， 救火、解
困、了难……

不过， 摄影艺术的情结一直缠绕着他。
多少次外出时带着相机， 想见缝插针过过
瘾。但是公务缠身，每次都无暇顾及。这次沿
线调研，所见所闻，令他兴奋，使他松了一口
气，他终于过了一把瘾。

7时许 ,我们站到古镇制高点，老镇政府
一株古樟屹立门口，它融进这片土地，看着
这个古镇不知几百年了。千百年来，山里人
面对的人生第一课是闭塞和贫穷。 千百年
来，此地交通依赖的是肩挑手提和激流汹涌
的沅江水运。

近年来，随着邵怀高速通车、怀通高速
开工建设，洪江市依托高速公路为龙头的交
通运输网络， 地方经济发展较快， 生猪、粮
食、冰糖橙、矿石等源源外运，国内外游客纷
纷走进洪江，投资开发，游览高庙遗址，古镇
风貌，龙标胜迹。

我们爬上台阶，古镇一览无余。此时，太
阳从山头喷薄而出，光芒四射，青山含黛，小
桥流水，高楼林立，稻浪滚滚，还有镇左侧，
怀通高速洪江连接线 水大桥， 横跨沅江，
八根巨墩屹然矗立，深滩、绿江、青松、梯田、
古屋 ，在骄阳的映照下 ，波光粼粼 ，生机勃
勃。以高山做背景，以大桥作主体，以古樟为
参照物，调准焦距，选好角度，“咔嚓”一声，
机声格外响亮，将美景和希望拥抱着的黔城
古镇尽揽画中。

黔城古镇，在王昌龄的诗里，在和谐社
会的进程里，在高速公路发展的语境里。

古镇之晨，清新之晨，诗意之晨。

喜迎党的十八大
□赵焱森

南湖击水忆当年，一路旌旗耀昊天。
时代迎来新使命，中华崛起更无前。

勤廉颂
□赵焱森

何所钦崇者，清廉报国人。
能持诚与德，敢面苦和辛。
惩腐风雷荡，擎旗日月新。
红心功业见，励节葆青春。

欣迎党的十八大
□彭崇谷

欣迎盛会首都开，四海五湖战鼓擂。
聚力凝心兴伟业，何忧丑类闹瀛台。

[中吕·喜春来]
寄语十八大（三首）

□周成村

金风着意千山俊，玉露含情百卉馨。
南湖仙槎聚群英。唱好音，雅韵动人心。

反腐倡廉悬明镜，济困扶危注忠诚。
民主民生立根本。最美情，普惠暖人心。

炎黄同种同命运，民族盼和盼复兴。
台海相望一脉通。期大同，伟业聚人心。

迎十八大胜利召开
□黄琳

韶濩长增气，开元直到今。
图维情致远，拓展意弥新。
国士高峰策，风人赤子心。
丝弦调律吕，传唱最佳音。

十八大礼赞
□伏家芬

八方俊杰世推贤，红叶黄花笑语喧。
播火领航今胜昔，传薪接棒后超先。
两型社会和谐曲，一体城乡锦绣篇。
发展但循科学道，中华崛起稳居前。

迎十八大走笔
□赵乐安

赤帜南湖起，风云十八轮。
打开新世界，割断旧乾坤。
鼎革千山秀，人和万象欣。
伟哉中国路，凝聚向阳心。

黔
城
之
晨

七律·贺中国
航母入列

□陈旭初

航母入列国威扬，
斩涛劈浪护海防。
强军终须亮利剑，
捍卫和平佑安澜。
誓雪当年马关耻，
中华儿女志更强。
倭寇再侵钓鱼岛，
万箭齐发战东洋。

誓言永恒

湖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协办

我身边的优秀

在部队，他是战斗英雄，复员回乡，他服务
乡邻，是地方榜样。他就是湘阴县新泉镇个协
书记，优秀共产党员张义根。

如今，年届五旬的张义根在新泉镇个协已经
工作20个年头了，个协工作服务面广，牵涉的事
多，全镇所有的个体经营者有什么要求，有什么
纠纷，都要找他解决。他常常废寝忘食，为个体经
营者尽职尽责，保驾护航。多年来，他共计调处各
类民事纠纷600多起，赢得当事人交口称赞。

新泉镇红旗桥商业街个体经营者王小华
说：“个协书记张义根体恤个体经营者，时刻心
系他人，为我们排忧解难，维护合法权益。我不

会忘记在那个危急关头，是他的及时调解与关
爱扶助，让我少遭经济损失。”

那是去年1月27日， 王小华家里飞来横祸：
门前湘益大道上的两台相对行驶的小车， 在即
将相撞的瞬间，司机都猛打方向盘，一同撞在路
旁王小华家新开的酒家门面， 致使王小华家的
财产损失达8000多元。事发后，两司机却争执不
休，互相推诿，甚至摩拳擦掌，打斗一触即发。

张义根冒着风雪赶到现场，他耐心劝导，宣
讲相关法律法规，做三方的协调工作，直到深夜
12时，终于达成三方协议：由两位司机各赔偿王
小华3000元，他代表个协自费帮扶1000元。

就这样，一起有可能引发暴力打斗的交通
事故，当晚就得到了圆满解决，纠纷得以平息
在萌芽状态。回家的路上，张义根顶着严寒，忍

着饥饿，可心里却好热乎……
今年2月， 新泉镇的地下六合彩连出9期

双，许多“包单”的个体户码民亏得精光。一些
码民为了挽回经济损失，竟然非法组织上千人
在当地堵塞交通要道，以达到让公安机关出面
要求“黑庄主”和“写单人”给码民退钱的目的。
码民的闹事，让交通陷入瘫痪，大量无辜的司
机和乘客滞留在车上，影响很坏。上级相关部
门知晓后，立即电话指派张义根：“要迅速果断
制止码民骚乱，尽快疏通公路，平息闹事。”

接到任务后， 张义根立马赶到堵车现场。
他不顾码民的怨恨，也不管熟人面子，配合警
力，或义正词严，或苦口婆心，几经周旋，终于
不负众望，疏散了堵车的码民，确保交通的顺
畅 。过往司机和乘客夸他 “见义勇为 ，敢于担

当，是一个地方英雄”。可他却朴实地说：“我是
个协负责人， 我只是履行我应该履行的职责。
地下六合彩坑害了多少人， 码民千万别上当。
我们是地方主人，大家都要捍卫地方形象。”

具有责任心和正义感的张义根，还同样深
具爱心。生活中，他处处与人为善，虽然自己并
不富裕， 却经常资助患难朋友和弱势群体，近
处的，远处的，爱心不分村界。据不完全统计，
20年来，他捐款的金额超过20万元。他说：“帮
助别人，快乐自己。送人玫瑰，手留余香。”

有一次，他在外捡到了一个内有8000元钱
的女式提包， 正巧包里有失主李女士的身份
证。按照身份证的地址，他立刻四处联系失主，
当日就找到李女士，将提包交给了她。李女士
感激不已，一定要拿出1000元表示酬谢。张义
根坚决不收：“这是你的钱，我不能接。我是一
名党员，我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

英雄不需惊天壮举， 平凡之中能见伟大。
张义根的事迹还有很多很多，虽然平凡，但令
人感动而心生温暖。

个协书记张义根
□邓学文

迎十八大诗词选

□吕高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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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趣。 林西洋 摄

镜头下的黔城之晨。 周树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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