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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霄虔诚握笔，通过真实的
扶贫故事对心灵深处那方热土
进行了一次深情解读。《最后一
任扶贫队长》，从名字上看，这是
一部典型的扶贫小说。自上世
纪 80 年代我国开始实施扶贫计
划起，扶贫题材即成为小说的一
个重要类别。2013 年之后，精
准扶贫工作在全国展开，坚决打
赢扶贫攻坚战，是党中央的一项
重大战略决策，关乎百姓福祉，
关乎人民利益。战鼓响处，万众
参与，举国关注。几年来，在扶
贫之路上，留下了太多可歌可泣
的动人故事。2020 年是脱贫攻
坚的收官之年，我们取得了全
胜，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
迹。曾经的扶贫队长站好了最
后一班岗，光荣卸任。正是这样
的背景下，《最后一任扶贫队长》
应运而生，对于亲身参与了扶贫
工作的作者来说，创作此书，可
以说是一次意义非凡的精神回
溯，一个以青春力量为时代写下
的生动注脚，以及一次充满仪式
感的完美告别。

凡 高 说 ，我 的 心 中 有 一 团
火，可路过的人却只看到烟。小
说开头，在人人拒绝的情况下，
大家眼中的职场麻瓜刘宇轩同意深入扶贫点，去一个偏
僻且贫穷的地方当扶贫干部。同事们认为他是被赵处
长忽悠了，可是当准女友马晓睛问他时，他才说出真实
的想法：他是农村长大的，心中一直有乡土情结，对农民
的苦有切肤之痛。所以想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农民做一
点实事。刘宇轩心中的火不被人理解，让他的扶贫之路
有了些悲壮色彩，这似乎是一种悲哀，但由此更能反衬
出结果的美好，主人公心中的那团火最终暖了一个村的
贫困户的心。故事由此展开，以纪实和白描的手法讲述
了一个扶贫干部艰难的扶贫经历，刻画了一个吃苦耐
劳、乐观向上、求真务实的扶贫干部形象。与其他小说
不同，由于作者就是一名扶贫干部，所以小说具有了非
虚构的纪实属性，读起来生活气息浓厚、现场感强烈，情
景描写如在眼前，真实感人。书中人物也没有脸谱化，
当地干部虽然大方豪爽，但也有自己的小九九，并非完
人。

从文学性来说，小说的内核仍然靠近乡土文学，能
读出梁晓声的质朴和刘亮程的孤独。刘宇轩初到村里
时面对简陋的生活条件，颇有当年建设兵团知青下乡的
窘迫。一个人的刘宇轩是孤独的，他看天上游走的云，
地上蹦跳的鸟，像极了《一个人的村庄》。还有的情节有
点儿莫言小说的传奇色彩，比如老纪讲的黄鼠狼娶媳妇
的故事，很有意思，莫言小说类似的梗不少，为小说增添
了许多文化地理色彩，也让枯燥的扶贫工作变得生动而
精彩。

文中最感人的情节是刘宇轩为了扶贫头发脱落，差
点儿变成光头强。这似乎有些夸张，其实，现实中的事
迹尤有过之而无不及。前年有一个白发书记的报道：四
川乐山茶叶村第一书记赵鑫为了帮村民脱贫熬白了头，
被人称为白发书记。和他一样被称为最美白发书记的
还有两人，分别是四川理塘汉戈村第一书记文雪松和河
南滑县北李庄村原第一书记宋伟。这说明刘宇轩的故
事真实存在。唯有真实最动人，唯有真情最感人，这正
是这部小说的成功之处。

刘宇轩的扶贫工作是成功的，他和大家的努力让村
民们混乱无序的贫困生活变得富足有序起来，这无疑是
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书中典型人物贫困户姜少春的脱
贫轨迹就印证了这一点，之前他的房子杂乱无章，无处
下脚，生活一团糟，而扶贫之后他的新家窗明几净，还买
了小轿车，生活洋溢着满满的正能量。

作家阎连科说，农村对我来说，就如同大树的根、江
河的源、风筝手中的线。对于农村长大的刘霄也是如
此，他的重头作品一定和农村有关，期待他的下一部作
品写一下乡村振兴，这是脱贫攻坚之后的又一个宏大目
标，也是主流人群喜闻乐见的题材。相信通过深入基层
他心中那片沃土中的根系会日渐发达，在地面上开出惊
艳的花朵，结出丰硕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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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内蒙古，很多外地人首先想到的是
包头，然后才是大草原。这源于包头钢铁集
团远近闻名的声誉，包钢是新中国成立后最
早建设的钢铁工业基地之一。

长篇报告文学《我们像双翼神马》让我
感受到了巨大的震撼，不禁感叹作者下了很
大的功夫，这种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精神
令人感动。

第一作者乐久在《钢铁的回声》一文中
提到：“在创作长篇报告文学的过程中，我多
次使用感动这个词，在感动中采访，在感动
中写作，在感动中接受教育。”我在读这部报
告文学时也一直被感动着。

长篇报告文学《我们像双翼神马》是一
部大部头的著作，32 万字，由 4 部分组成，即
第一部分：齐心协力建包钢；第二部分：接续
奋斗新时代；第三部分：红色基因薪火传；第
四部分：双翼神马跃长空。

第一部分由 15 个独立文章组成，第二
部分由 13 个独立文章组成，第三部分由 9 个
独立文章组成，第四部分由 1 个独立文章组
成。开篇设引子，除了第四部分其他各个部
分又分设了小引，每个部分又附一首小诗。

报告文学是在真人真事基础上塑造艺
术形象，以文学手段反映现实生活的文学
体裁。报告文学，顾名思义，就是报告和文
学结合的文学形式，同时具有报告性和文
学性，缺一不可。它在中国也是散文和新
闻报道结合的产物，具有及时性、纪实性、
文学性等特点。

长篇报告文学《我们像双翼神马》具有
鲜明的主题，即习近平总书记做出的指示

“齐心协力建包钢”。作者将笔墨重点放在
包钢的建设史、发展史和辉煌史上，还有这
个历史基础上产生的人文价值。该报告文
学是以认真的态度、详实的资料、丰富的情
感，在纯粹的主流价值观的指导下创作出
的一部优秀作品。

从结构上来看，报告文学《我们像双翼
神马》有如下特点：

1. 该报告文学用 4 大部分的内容向读者
讲述了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国家的正确领
导下，中国钢铁工业在内蒙古草原上从诞
生、崛起到发展的波澜壮阔、惊心动魄的历
程。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重点体现了包钢
从艰辛创业、披荆斩棘，乃至成就辉煌事业
的历史篇章；第三部分讲述了红色基因一直
是包钢前进路上的闪耀路标；第四部分用不
长的篇幅向人们展示了包钢集团几万包钢
人共同铸就的灵魂，那是多种精神的高度融
合，包钢会带着这样的精神继续走向下一个
百年。

该报告文学从历史的纵向，描写了包
钢从一片荒原拔地而起，历经几代人的艰
苦奋斗，终于成就了辉煌的 60 余年。作者
又从历史的横向比较了创业初期的技术落
后、处处“矮人三分”的窘境，以及经过几十
年的科学研发，直到“高速钢轨和重载钢轨
洁净化技术”等多项技术成为国际领先水

平时的扬眉吐气。
2. 该报告文学标题设置一目了然，内容

布置有层次感。小标题循序渐进，一个标题
一个内容，随着故事的发展、事物的推进及
时空顺序逐渐展开，事件与事件之间的因
果性比较清晰，给人一种画卷感。例如，第
一部分的第一个标题《深山的召唤》，讲述
了一个叫丁道衡的年轻人在地质矿产调查
和古生物研究过程中，首次拉开了中国稀
土工业大发展的帷幕。第二个标题《没有
钢铁就没有国家》，接着是《草原上神圣的
一钻》，继而是《蓝图绘就》⋯⋯这样的标题
设置，遵循了事物发展的内在逻辑。

3. 该报告文学在事件与事件的衔接和
过渡上自然流畅，没有人工斧凿的痕迹。作
者在创作中对多个人物进行过采访，查阅过
多种资料，他在处理这些素材的时候，做到

了“水乳交融”。
4. 该报告文学开篇设置了引子，各个部

分设置了小引，每个部分附了一首小诗，结
构上有创新。书中的人物和事件多以时间
与空间的交错形式出现，让读者感受到了历
史的距离感与现实的亲近感，人物和事件的
排列没有突兀感。

报告文学《我们像双翼神马》人物塑造
独具特点。作者通过“引子”和“小引”讲述
了刘志祥与唐嗣孝老人的故事。他们的事
迹就像一根线，从头到尾贯穿了包钢的故
事。就像一条闪烁的宝石项链，大的事件是
大的宝石，小的事件是小的宝石，排列得错
落有致，富有艺术气息。

笔者对《我们像双翼神马》中出现的人
物姓名进行了粗略统计，约有近百人。他们
是不同历史时期的典型人物，支撑着整部作

品，凸显了作品的真实性。这些人中有国家
领导人、自治区级领导人，有国家部委领导、
院士、科学家、劳动模范，有包钢领导、学者、
先 进 工 作 者、技 术 能 手、普 通 工 人 和 作 家
等。我们从该报告文学中看到了“10 万双大
头鞋走向包钢”的语句，以及从祖国四面八
方支援包钢建设而没有留下姓名的普通人，
还有为祖国钢铁事业举家搬迁的牧民们。

报告文学《我们像双翼神马》成功塑造
了 在 不 同 历 史 时 期 为 建 设 包 钢 无 私 奉 献
的人物群像，同时展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
巨大优越性。在人物塑造方面，作者把包
钢两位鲐背之年的代表人物设计在引子、
小 引 和 后 面 的 正 文 中 。 通 过 他 们 之 间 的
交流，向读者展示了包钢建设初期的艰辛
和今天取得的成就，完美呈现了包钢 60 余
年的奋斗历程。

唐嗣孝是著名科技人才的典型代表、
著名炼焦专家、中国第一代女炉长、第一位
女炼焦车间主任、全国劳模、“国务院金质
奖章”获得者。刘志祥则是工人的代表，他
是国家级劳模和先进，他放弃了去清华大
学深造的机会，选择来到包钢，成为了包钢
的开拓者。他带领“共产主义协作队”成员
攻克 1 号高炉“三口”难关，多次受到毛泽
东、刘少奇和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
亲切接见，并在中南海怀仁堂的招待会上
和周恩来总理举杯相碰。他曾登上天安门
观礼台，与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庆祝新中国
成立 15 周年，他和王进喜、时传祥共同出
席“全国群英会”，他把一生融入了包钢。

报告文学《我们像双翼神马》还讲述了
一些少数民族优秀干部为包钢无私奉献的
事迹和多个几代人为包钢奉献的家庭，展现
了各族人民心手相连、守望相助、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美好景象。

报告文学《我们像双翼神马》记录了多
个重大历史事件，选材和布局富有厚重感，
饱含震撼力。文中深情描述了包钢“三枚金
橘”的温情故事。故事讲述了来自云南省的

“三枚金橘”，通过云南人民赠送给了参加
“全国第二届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
的代表，又由代表们转赠给守卫海南前线的
战士。战士们又将金橘献给了毛泽东主席，
毛主席又把三个珍贵的金橘赠给了正在建
设 人 民 大 会 堂 和 革 命 历 史 博 物 馆 的 工 人
们。工人们又把金橘送给了正在慰问天安
门建设工地的中国建筑歌舞团队员，队员们
正巧到包钢慰问演出，又将金橘送给了包钢
中建部第二工程局。这份珍贵的礼物经过 7
次转赠，终于来到了包钢，来到了大草原。

报告文学《我们像双翼神马》文笔流畅，
虽然是多位作家共同创作的，但风格统一，
内容和过渡都处理得很好。该报告文学写
作组成员都是包钢的子弟或是将青春献给
包钢的人们，他们以饱含深情的笔触，赞扬
了几代包钢人的高大伟岸、科研人员的呕心
沥血、国企员工的爱厂报国和人民群众的巨
大支持，读后令人久久回味。

《阿来论》是“中国当代作家论”丛书之
一。作家出版社出版的这套丛书是选取中国
50 位左右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作为研究对象，
特邀当代最具影响力与活力的评论家、学者撰
写的一套全新的“中国当代作家论”。“丛书采
用专著的形式，一位研究者专注于一位作家，
一对一全面梳理作家的生平与作品。评论家
将重点放在作品上面，囊括作家的创作历程与
所有作品，尤其是作家最具代表性、标志性的
作品。评论结合时代风貌、社会思潮，以客观、
理性、对话的态度，深入研究作家的精神构成，
透彻解析作品的精神实质，以期达成此阶段内
最全面、最具学术价值的作家研究成果。”这是
作家出版社对这套丛书的总体要求和定位。
可见王妍的《阿来论》能够入列其中，已经是一
种肯定。

阿来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重要作家之
一，其长篇小说《尘埃落定》2000 年荣获第五
届茅盾文学奖，2019 年入选“新中国 70 年 70
部长篇小说典藏”。对这样一位代表性作家进
行全方位的研究，如果没有足够的学术积累，
没有多年来锲而不舍的专注与追踪研究，是难
以胜任的。好在锲而不舍与学术积累，王妍兼
而有之。她走进阿来的文学世界，深情触摸每
一个人物、细节、艺术符号，再把所有感性的印
象、体验纳入认知的、道德的与审美的联系当
中，赋于其理性的结构，使之呈现于这部《阿来
论》之中。

在书的引言部分，王妍写道：“阿来”是他

的乳名，藏语词汇，是“小孩”的意思。“阿来在
作品中一直秉承着孩童的纯真与本心，并为当
代文坛提供了一种独特的存在体验。”从作家
人名的读音引申出关于他创作风格的表述，是
她细心和讲究表达技巧的表现。王妍从作家
的人生经历入手，寻找阿来的生活足迹与作品
之间的对应关系，探寻所有可能影响其创作的
主客观因素，在仔细品读作品的同时力求做出
符合实际的阐释。

研究一个作家，不仅要熟悉他的作品，而
且要谙熟作家的创作心理，发掘作者渗透于文
本字里行间的潜意识和无意识。这也是作家、
作品研究中最难付诸实践的一点。王妍概括
道：“阿来像一位行吟的歌者，用诗性空灵和深
沉智性穿行于现实与历史、社会与自然、城市
与乡土之间”“追寻大地的阶梯”，并以他生命
中几次重要的漫游为契机，在自己的创作道路
上树起了几座丰碑，形成其创作的三个阶段：

阿来创作的第一阶段，以诗歌创作为主，
语言能力实现了“从具象到抽象的转换”。紧
接着他从诗歌转向小说，以重视个体感受、哲
学意味浓重、充满现代意识为特征，也不乏对
民族文化传统的探求与理解，并追求一种枯瘦
的力度，呈现出劲健、疏野的美学品格；第二阶
段，以《尘埃落定》的出版为标志，实现了一次
华丽转身，褪去了前期作品的生涩、枯瘦之感，
尽显阿来式的抒情华美与形式激情，成为少数
民族文学乃至中国当代文坛的重要作家。他
的人生体悟、思想境界、艺术追求
都达到了全新的高度，其作品也已
具备“史”的厚重与“诗”的美质；第
三阶段，社会身份的转换和文化视
域的扩展，使得阿来更加自觉而审
慎地表现民族文化及故乡藏地，以

《草木的理想国》、“山珍三部”为标志，阿来迎
来了又一次转承：他不再拘囿于某种形式，广
泛踏足多个体裁领域，叙事更加钟情于生命原
态，展现出阿来对社会历史、世间万物认识的
不断升华。

《阿来论》将阿来的全部作品纳入研究范
围，包括小说、诗歌、散文、剧本和其它著述，涵
盖他所涉足的所有领域。对作家几十年的创
作进行概括，前提必须是对作家所有作品及其
创作年代、创作背景、文本特色、社会影响等，
有着全方位的把握。于是王妍开始编排阿来
作品完整总目，也有了《阿来论》的几组重要附
录。作品完整总目和附录不仅考证、解决了阿
来研究中一些具体而长期“存疑”的问题，补充
了以往研究者并不掌握的若干事实和资料，还
列出了部分早期作品全文，使本书具备了一定
的权威性和很高的史料价值。

王妍的书写得很流畅，这种“会写”不是源
于某种技巧，并非由于胸中的锦绣，而是有赖
于丰富的资料和缜密的思维。她的文笔灵动
而酣畅，既有女性的敏锐，也有思考的凝重，不
乏女性写作少有的刚毅之气。她在书写阿来
的人物“腔调”时，除了学界反复提及的阿古顿
巴（《阿古顿巴》）、“傻子”二少爷（《尘埃落定》）
外，她聚焦于尔依（《行刑人尔依》）、达瑟（《达
瑟与达戈》）、阿介（《云中记》）这些边缘人物、
小人物的内心世界。“当阿来把达瑟的树屋和
达戈的兽皮屋放在一起时，这个象征着趋向封

闭的理性空间和极度扩张的欲望
世界相互映衬，也揭示了癫狂时代
中善与恶的合谋。”王妍如是说。

王妍的评论不会预设生硬的
理论架构再来为其填充思想，而是
一向致力于从文学、生活和常识的

点滴出发直抵人心的书写。她对作品和人物
的精神阐释，总要指向对生命的思考，这也是
她高度肯定阿来“把现实与梦想、憎恶与悲悯
拧在一起，发掘自然生命的韧性与温度”的原
因。阿来曾说：“我相信，文学更重要之点在
人生况味，在人性的晦暗或明亮，在多变的尘
世带给我们的强烈命运之感，在生命的坚韧
与情感的深厚。”他愿意写出生命所经历的磨
难、罪过、悲苦，更愿意写出经历过这一切之
后的人性的温暖。《阿来论》正是紧紧扣住阿
来的这份“温情”展开论述，所以读起来就像
聆听一个真诚朋友娓娓道来，同样充满温情。

王妍说，阿来的作品是以“匍匐在地、用心
倾听的姿态”书写出来的，话里话外饱含着对作
家深深的虔敬之意。这种虔敬，源自于她对文
学、对人的命运、对生命和人性的虔敬。

《阿来论》虽然是一部作家研究专著，但
其能够引发的思考却是多侧面、多层次的，书
中处处饱含着对人性、命运、文化和自然生态
的自觉关注与论说。王妍视野宽阔，不仅将
阿来置于中国文学的大格局中解读，还要从
人类的视野思考阿来的创作与世界的各种联
系。于是，阿来与切斯瓦夫·米沃什、约翰·缪
尔、亨利·戴维·梭罗、奥尔多·利奥波德等自
然主义作家隔空对话，《心灵假期》《草木的理
想国：成都物候记》《河上柏影》与《被禁锢的
头脑》《沙乡年鉴》《瓦尔登湖》遥相辉映，东西
方作家在王妍的《阿来论》中互诉衷情，有了
共同语言。

王妍的《阿来论》写得很真诚，她的理性
思考并不排斥她的艺术直觉和人文情怀，所
以有“情感”、有“温度”，同时正如她自己希望
的，还有一种“任凭内心生长，响起惊涛拍岸
的轰鸣”之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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