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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客视角

我们共同承受着一段艰
难沉重的时光。纷繁的情感
以巨大的强度冲击着我们，
震撼着我们的灵魂。这里面
有千万年来人类面对时疫疾
病的本能恐惧，有对我们生
死相依的民族共同体的刻骨
铭心的感受，有对那些逝去
的生命的锥心痛惜，有对不
计其数的医务人员、对所有
坚守抗疫岗位、奔赴前线的

奋战者的敬仰和牵挂。“每个
人都像一块小小的泥土，连
接成整个陆地。”在这样的时
刻，我们更加强烈地体认到，
我们与他人紧密相连。他人
的失去就是我们的失去，他
人的苦痛就是我们的苦痛。
而那些在危机时刻挺身而
出、奋然前行的人们，他们是
一个民族的脊梁，他们照耀
着民族精神的天空。他们身

上，蕴含着中华民族于艰难
困苦中经受种种考验而决不
屈服、生生不息的力量。面
对他们，我们理当尽每个人
的一份力，同舟共济，共克时
艰。文学事关记忆，事关大
义，需要承担、需要深思。我
相信，我的作家同行们会以
多种方式记录下这轰然作响
的时间，铭刻我们国家和民
族坚毅的身影。

铭刻我们国家和民族坚毅的身影
铁 凝（中国作协主席）

岁末年初，一场由新型
冠状病毒引发的肺炎疫情蔓
延开来，疫情就是命令，防控
就是责任，一场疫情防控的
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就
此打响。在这场举国出征、
不畏牺牲的集结中，文学始
终在场，不负担当，很多文学
工作者投身抗疫一线，在自
己的岗位上奋斗、奉献，更多
的作家以笔为援，创作了一
批凝心聚力的主题作品。

3月10日起，由中国作家
协会精心策划、组织的“同舟
共济 同心战‘疫’”主题作品
线上诵读会在中国作家网和
人民网陆续播出，诵读会由
《疫情来袭》《紧急驰援》《大爱
逆行》《勇气智慧》《信心希望》
5个部分组成，邀请来自全国
各地的 30位诗人、作家诵读
疫情防控以来涌现出来的文

学作品，传递文学力量，表达
人民心声。徐则臣、邵丽、董
宏猷、汤养宗、老藤、付秀莹、
血红、胡学文、王久辛、曹有
云、桂兴华、杜学文、张雅文、
哈若蕙、邱华栋、黄亚洲、陈
彦、陈人杰、李洱、吉狄马加、
彭敏、王跃文、林秀美、肖亦
农、李木马、胡弦、徐小斌、李
少君、刘笑伟、匪我思存等在
视频中先后诵读。视频由中
国作家出版集团承制。

这些作品是疫情暴发以
来身处各地的作家们第一时
间创作出来的，作者中既有
获得过各类文学奖项的知名
诗人、作家，也有奋战在一线
的警察、护士、社区志愿者、
普通劳动者等来自各行各业
的写作者，既有纯文学作家
也有网络文学作者，年龄最
小的作者只有 9岁。他们用

真挚深沉的文字记录下普通
人与病魔的较量，讲述医务
工作者、人民解放军、公安干
警、社区工作人员、普通志愿
者的大爱仁心。在当前疫情
防控呈现向好态势、稳妥推
进复工复产的形势下，诗人、
作家和文学爱好者们用自己
的文字和声音，记录奉献和
牺牲，表达守望相助的希望
与信心，致敬广大人民不平
凡的坚守。

“向东的路上，向西的路
上，向北的路上，向南的路
上，箭头都指向：武汉！武
汉！”这是疫情吹响集结号，
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整装待
发，随时听候党中央的命令
和调遣。“假如我还能活下
去，我要加倍爱我所爱的人，
我不会再敷衍我不爱的所
有”，这是与病毒较量的人们

经此一“疫”后对生命与生活
的真诚感悟。“你寻找着我
们，用你消解过空气中荒寂
的笑容。你美丽的面孔正是
我们等待已久的面孔。在你
薄薄的碎影和脚印里，山冈，
像在重新出生”，这是一线医
务工作者一路逆行，为患者
点燃生的希望，为弱者撑起
爱的晴空。“是的，我已经真
切地看见了，我们与死神的
赛跑已经到了最后的冲刺，
相差的距离越来越近，这是
最艰难的时候，唯有坚持才
能成为最后的英雄。相信
吧！我们会胜利！中国会胜
利！人类会胜利！”这是希望
的序曲已经奏响，一个新的
春天即将到来，“我们有信
心、有能力、有把握打赢这场
疫情防控阻击战”。

对于此次参与其中的所

有诗人、作家和幕后的视频
制作者而言，这都和以往参
加的任何一次作品朗诵会截
然不同，没有长时间的筹备、
安排，没有专业的导演、灯
光，甚至连朗诵视频都由朗
诵者在家中独自录制完成。
这是一台朴素却并不简单的
作品诵读活动，因为其中蕴
涵着最真诚的诗意和祝福。
也因此，朗诵会上线以来已
经有大量网友点击聆听，大
家纷纷为一线人员点赞加
油，为中国故事震撼感动，同
时也从这份特殊的文学记录
里获得了新的希望和力量。
朗诵会宣传片已于 3月 6日
在中国作家网以及人民网、
新华网、学习强国、光明网、
中国社科网等多家网络平台
播出，受到读者广泛关注。
（转自《文艺报》李晓晨）

中国作协组织主题作品线上朗诵会助力战“疫”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
来，各地文学界积极开展抗
疫主题创作。广大作家、诗
人积极创作，用心用情推出
一批散文随笔、诗歌、报告文
学等作品，真实记录感人的
抗疫故事，表达对奋战在抗
疫一线的广大医务工作者和
干部群众的敬意，讴歌大爱，
鼓舞士气。

宁夏作协向社会发布征
稿启事，征集到全国 20余个
省区市的作家和朗诵艺术家
的稿件 1000余篇（首），并择
优在多个微信公众号和网站
刊发。为展现一线医护人
员、科研人员及社会各界万
众一心抗击疫情的感人事
迹，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
传部与宁夏文联将共同出版
《宁夏“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主题文学、朗诵作品集》，精
选相关主题原创诗歌、诗词、
散文随笔、纪实文学、小说和
朗诵音频作品，以及赴鄂抗
疫医护人员的书信、日记等
作品。

江苏作协组织作家积
极进行抗疫题材报告文学
创作。周桐淦、于俊萍、高
锦潮、陈瑜、王鹏骄、赵锐、

徐向林、顾成兴、高仲泰、郑
苏湘、李传华、吴月华、陈舰
平等作家已从不同角度提
交了创作计划，近期正按照
各自进度分别进行采访创
作。从这些创作计划来看，
作家们的视角大多聚焦一
线的抗疫故事，讲述白衣天
使的大爱，彰显抗疫一线人
员的担当精神。

广东作协组织安排重点
作家采写抗击疫情的报告文
学。其中，张培忠和许锋、熊
育群、张宇航和周西篱分别
负责采写反映广东省医疗系
统赴鄂抗击疫情、中国工程
院院士钟南山事迹、南方医
科大学医疗队及广东省疾控
中心等题材的作品。

湖南作协目前已组织作
家创作了一批抗疫主题诗歌
和散文作品。报告文学方
面，纪红建的报告文学《人民
战“疫”》在《光明日报》发表；
余艳已完成中篇报告文学
《野味“命”题》；曾散正在创
作一部关于“青年抗疫”主题
的长篇报告文学。

山东作协鼓励作家积
极参与人民网和《中国作
家》杂志社举办的“人民战

‘疫’”征文活动。山东作协
签约作家王昆在《解放军
报》发表《火神山的灯火》
《六十度仰角》两篇纪实作
品。此外，逄春阶、姜铁军、
李晓峰也将分别采写反映
民营企业参与抗疫、电力企
业参与支援雷神山建设和
电力保障抗疫物资生产、基
层干部群众积极参与抗疫
等内容的作品。

《黑龙江日报》与黑龙江
作协联合发起征集原创文学
作品启事，向全省征集作品，
并在“天鹅”副刊开设了“抗
疫专号”。《黑龙江日报》“北
国风”副刊微信公众号开设
诗歌专辑，发表了一系列诗
人的诗作。

浙江作协开通“浙江报
告文学”公众号，发布战疫题
材文学作品。浙江多位作家
试图从不同视角书写这一场
特殊的抗疫斗争。例如，吴
重生计划在长篇报告文学
《钱塘江水连长江》中聚焦抗
疫战斗中的“浙江力量”；朱
显雄计划创作一部长篇小
说，呈现抗击疫情这个看不
见硝烟的战场上所发生的生
与死、得与失、荣与辱。

全国公安文联、作协向
各级公安机关征集聚焦抗疫
一线的文学作品，拟将作品
结集出版。同时积极调度朗
诵、音乐等专业人才，对部分
作品进行深度加工；协调各
级媒体、公安自媒体矩阵集
体发力，共同推出优秀作
品。截至 2月 18日，已收到
作品 900 余篇（首）。初曰
春、侯国龙等作家将创作相
关主题的报告文学作品。

百花文艺出版社即将出
版的《散文》2020年第 3期特
别推出“抗疫特稿”。该期杂
志卷首语呼吁公众关注疫
情、关注敢于自我奉献抗击
疫情的一线工作者，鼓励作
家用创作的形式为战胜疫情
作出贡献。头条特稿《赴火
的天使》约请山西青年作家
成向阳撰写，作者的爱人系
当前正奋战在抗击疫情一线
的医护人员。作品通过描绘
疫情形势的紧张严峻及医护
人员的情感变化，真实动人
地呈现出一线医护人员无私
无畏、大爱大勇的奉献精神。

在疫情面前，诗人们纷
纷拿起笔，歌颂广大医务工
作者的奉献精神，为奋战在

一线的广大干部群众加油鼓
劲。从网络媒介到纸质刊
物，纷纷推出抗疫诗歌专
栏。中国诗歌网先后开设了

“全国抗疫诗歌选”“战斗在
抗疫一线的诗人”等栏目。
中国诗歌学会征集抗疫主题
的诗歌作品，在微信公众号
上推出，并邀请艺术家就其
中的优秀作品进行朗诵。《中
国诗歌》开办的微信公众号

“卓尔诗歌书店”举办了“抗
疫诗歌大展”，目前已经推出
13期，先后推送了100余位诗
人的作品。《北京文学》推出
了“万众一心抗疫情”诗歌小
辑。《诗歌月刊》微信公众号
推送了安徽诗人抗疫诗歌专
辑。《诗选刊》杂志社微信公
众号开设了“全国抗疫诗传
单”栏目。《草堂》诗刊发布了

“全国抗疫诗歌征稿启事”，
并推出一系列诗人的诗作。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及
时发布抗疫诗歌稿件的征集
启事，并在客户端开设了“武
汉挺住”诗歌专辑。诗人们
的视角聚焦抗疫一线的感人
细节，歌颂那些坚守在前线
的人们的责任与担当。

（转自《文艺报》欣 闻）

各地文学界积极开展抗疫主题创作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小说选刊》杂志社认真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做到防控、工作两不
误。《小说选刊》全体员工心系
湖北，共同抗疫，为战胜疫情
提供舆论和精神支持。

得知武汉方舱医院设立
读书角的消息，《小说选刊》支
部立即决定，向方舱医院捐赠
杂志，为武汉人民提供精神食
粮。经过多番联系，终于在湖
北省委的支持下，在志愿者的
配合下，《小说选刊》全年20套
期刊、300册杂志，仅用3天时
间便从北京抵达武汉，发放到
武汉十几家方舱医院和康复
隔离点。方舱医院的病友们
争相传阅，从优秀的文学作品
中汲取精神食粮。

在助力抗疫战役中，《小
说选刊》充分发挥微信公众平
台的作用，从2月份开始在微
信公众号推出“抗击疫情，公
益阅读”栏目，连续推出茅奖、
鲁奖作家以及优秀青年作家
的作品。截至目前，已推送44
篇，越来越多的作家打电话发
短信要求加入作品公益阅读
的队伍。《小说选刊》微信公众
号有23万粉丝，微博和微信公
众号同步推送，仅池莉《第28
天隔离了，这个时刻！》单篇阅
读浏览量就达 12万＋ ，转发
359次，传播了正能量，产生了
积极反响。

据介绍，即将出版的《小
说选刊》2020年第4期将推出

“抗击疫情·微小说”专栏，集
中选发一组8篇防疫题材微小

说，艾克拜尔·米吉提等作家
作品入选。刊物副主编李晓
东撰文《抗击疫情对文学的若
干启示》，思考文学如何为防
控疫情提供精神力量。

在组织全体党员为抗疫
一线献爱心活动中，《小说选
刊》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
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
用，广大党员干部职工以及退
休老同志积极踊跃捐款，一天
时间就收到捐款11.2 万元，支
部书记徐坤带头捐款10万元。

“没有一个冬天不能逾越，
没有一个春天不会到来”。《小
说选刊》心系湖北，积极战

“疫”，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与
湖北人民携手共进，同气连枝，
珍重待春风。

（转自《文艺报》欣 闻）

《小说选刊》走进武汉方舱医院

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是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
键。为进一步推动广大作家
深入脱贫攻坚第一线，创作一
批深刻反映脱贫攻坚战的文
学精品，中国作协于去年9月
组织了“脱贫攻坚题材报告文
学创作工程”，遴选25位小说
家、报告文学作家和诗人奔赴
全国20多个省区市的扶贫点
深入生活、采访创作。到目前
为止，有的作家已经完成采
访，有的正在创作或已经完成
创作。本报将对此密切关注，
陆续刊发作家们的访谈和创
作谈，为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
营造良好氛围。本期刊发的
是作家王松赴江西采访的创
作谈。 ——编 者

我曾有三次深入乡村的
经历。一次是 40年前，作为

“知青”去插队。还有一次是5
年前，作为作家，去曾经插队
的县挂职。这是第三次，虽
然时间最短，却是感受最深
的一次。

我第一次到赣南是在十
几年前，后来又来过很多次。
我是地道的北方人，祖籍北
京，生长在天津，血液里融的
是纯正的北方文化，尤其是京
津冀一带的地域文化。但来
赣南并不感觉陌生。我曾经
想过这个问题，或许因为赣南
多是客家人，还保留着很多中
原文化的传统和生活习惯。
总之，我从第一次来这里，就
有一种重归故里的感觉。

赣南面积很大，有 3.9万
多平方公里，比台湾省的面积
还大。这次不仅是我最深入，
也是走得最远的一次，从最北
部走到最东部，又从西南部，
走到最南部，几乎走遍了赣南
的四分之三还要多。让我意
外的是，几年没来，这里竟然
又有了如此大的变化。

人的感受分两种，一种是
突然冒出来的，另一种则如同
摄像机的后焦，是一点一点清
晰起来的。我这两种感受都
有。如果用两个字说，就是

“温度”。
今天的乡村确实已经有

了温度。这个温度也分外在
的和内在的。从外在看，哪怕

是大山深处的乡村，也已不再
荒僻冷清，不仅有硬化的道路
通进去，村庄也亮起来，一应
基础设施已经很完善。但真
正体现温度的还是内部。我
发现，如果借用一个核反应的
术语来说，几乎每个村庄的内
部都在发生着“聚变”和“裂
变”。这种变化主要来自人的
内心。表面虽不动声色，但产
生的温度却很炽热。这个温
度，就是对摆脱贫穷、走出贫
困的热望。贫穷和贫困还不
是一回事。贫穷是一种状态，
而贫困，则是因为这种状态陷
入的一种境遇。

当然，引发这一系列“聚
变”和“裂变”的，是我们工作
在最基层的扶贫干部。

“扶贫”这件事，我早就知
道。但让我没想到的是，这些
扶贫干部都如此年轻，甚至比
我当年插队时的年龄大不了
多少。也正是这些年轻人，他
们用努力的默默的工作，乃至
用鲜血和生命，点燃了贫困人
们对生活的热情，进而引发了
这样的“聚变”和“裂变”。

乡村是人类聚居的起
点。从这个意义说，它也应该
是今天城市的“化石”。但随
着城市的兴起，乡村也被赋予
了另一种含义。以美国人类
学家R.D.罗德菲尔德为代表
的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乡村
是人口稀少、比较隔绝、以农
业生产为主要经济基础，人们
生活基本相似，而与社会的其
他部分，特别是城市有所不同
的地方。”应该说，这样的描
述，更像我当年插队时的乡
村。但今天的乡村已完全不
是这么回事了。这种感觉，我
在5年前去曾经插队的那个县
挂职时就已感受到了。这次
的感受就更加强烈。

无论我们承认与否，今天
的乡村与城市的距离正在缩
小，这是个事实。这种缩小既
包括空间距离，也包括心理距
离，更包括思维方式和生活方
式的距离。这种距离不断缩
小的趋势是历史发展的一种
必然。这个曾经的“化石”，正
在被赋予新的生命。也许在
短时间内，这种距离缩小的进
程会受到经济状况的影响或

束缚，但从另一个层面的意义
来说，它并不完全由经济状况
决定，而是来自一种形而上的
动力。当然，正是由于这块

“化石”正在苏醒，也为今天的
扶贫工作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或者说，提供了一个有促进作
用的“场”。所以，在我们扶贫
工作者的努力下，贫困的乡村
和人们一旦被点燃热情，产生
的“聚变”和“裂变”所释放出
的能量是惊人的。如此一来，
一旦脱贫，也就会产生一个质
的飞跃。

我想，2020年应该是中国
乡村的一个里程碑。再过多
少年，再有R.D.罗德菲尔德这
样的人类学家要研究中国乡
村，应该把这一年作为一个坐
标。而在这个坐标上，应该标
注上这样一群人。这里有一
组数字：自扶贫工作开展以
来，江西全省一共选拔了1.22
万名干部，派到第一线的贫困
村担任第一书记，此外还有
3.97万名工作队员工作在基
层。这几年，他们用汗水、鲜
血乃至自己的生命，默默地工
作着。其中，有39人永远地倒
下了。

上世纪50年代初，作家魏
巍曾写过一篇著名的文学作品
《谁是最可爱的人》。今天我想
说，我们这些工作在最基层的扶
贫干部，也是最可爱的人。

（转自《文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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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面对疫情的时候，我们
应该强调作家的社会责任、人文
责任和职业责任。这三个责任对
于作家来说非常重要。”中国作协
副主席高洪波在谈到文学与新冠
肺炎疫情的关系时候这样说。疫
情发生以来，他创作了散文《我家
的十只蝙蝠》，发表在《人民政协
报》上，强调蝙蝠不应该成为人们
餐桌上的食物。同时，他还创作
了《您怎么哭了，钟南山爷爷？》
《透明的拥抱》《小表弟》《立春的
味道》等多首儿童诗歌。他说，
2003年的非典与此次新冠肺炎的
突然出现，告诫我们，人类的发展
不能以攫取其他野生动物的生命
为代价。人类必须克制自己的口
腹私欲，必须敬畏生命、敬畏自
然、敬畏周边值得敬畏的一切。
这是非典和新冠肺炎疫情带给人
类的警醒。

在疫情面前，作家不能缺
席。高洪波回忆说：“17 年前非
典爆发，那时的北京仿佛就像

现在的武汉。在中国作协党组
的指导下，由我担任团长、何建
明担任副团长，组织了一批包
括毕淑敏、王宏甲、陈永康、梁
秉堃、商泽军、王霞等在内的作
家团队，到北京抗击非典的前
线去进行采访和写作。我们出
征的第一站是北京非典的重要
定点医院佑安医院。当时有不
少医护人员已被感染，受访的
医护人员一边哭诉面临的各种
困境，一边讲述大家的拼搏精
神、奉献精神。那种悲壮和震
撼的情景现在还历历在目。我
们作家团队反应迅速，写出了
一批优秀的作品。这批作品是

‘时文’，在当时起到了鼓舞人
心的重要作用。贴近实际、贴
近生活、贴近群众，这就是中国
作家面对非典疫情的第一姿
态。”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我
们看到，作家们纷纷拿起手中
的笔记录身边感动的人和事，
一些作家还深入武汉抗疫前

线，记录医护人员和抗疫一线
工作者的无私奉献精神。高洪
波表示，尽管他没能像 17 年前
那样，参与到抗击疫情的第一
线，但也一直密切关注着此次
疫情的状况和影响。“我们的心
和他们在一起，我们的目光一
直关注着他们。武汉的作家朋
友们也和我保持着密切的联
系，我们也关注着他们的日常
生活、所思所想。”

“面对疫情，我身边大部分的
作家朋友们做得都比较好。买好
口罩、做好防护工作，不参加聚
会、不去串门，自觉封闭在家中。
用这种自我封闭的方式和传染源
隔绝，然后利用网络和媒体写自
己可以写的文字。”高洪波说，作
家的创作更要回到常识、回到真
实、回到现实。“回到常识”能够使
得作家对于很多问题具有基本的
判断能力；“回到真实”可以使得
很多问题和矛盾的真相豁然开
朗，能够让人看到民族的希望、执

政党的真诚以及苦难之后黎明的
曙光；“回到现实”指的是回到中
国改革开放 40年的现实，回到和
2003年非典相似而不同的现实。
希望我们的作家团队发挥国难当
头、当仁不让的精神，正如当年田
汉写出了《义勇军进行曲》、田间
写出了《给战斗者》这样的战场
诗，这样一批作家都在为自己的
民族而奋斗、呐喊，而我们今天的
文学工作者也应该很好地记录这
次特殊战斗中的人间大爱。

面对疫情时，人们呼吁文学的
在场感和作家的参与感。当然，这
种书写也需要沉淀和思考。

高洪波说，“相信作家们一定
能够担起责任和使命。这是文艺
工作者应有的良知，也是他们必
然的生命姿态和创作姿态。相信
春天一定会来到我们中间，因为
历经磨难的中华民族，绝不会被
一次疫情击垮。我们肯定会取得
最终的胜利。”

（转自《文艺报》教鹤然）

高洪波：
面对疫情，中国作家不能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