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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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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人
民”是出现频率最多的词汇之一，他讲的最动情的也是
人民。讲话深刻地阐述了文艺与人民的关系。社会主
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

人民是文艺创造的源头活水
人民是文艺创造的源头活水，这一点河南的作家最

有体会。老作家乔典运有句著名的话叫“掘一口老井”，
表达了河南作家对贴近生活、贴近人民的坚守。作家李
佩甫为了写长篇小说《等等灵魂》，除了不断到基层深入
生活外，还接触了百余位企业界人士，准备了将近 20
年。古往今来的优秀文艺家，都是像安泰那样紧紧地拥
抱大地，才获得不竭的动力和灵感，创作出不朽的大
作。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魂的
躯壳。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
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总书记的话
阐明了文艺的自身规律，揭示了一个普遍真理。

人民是文艺表现的主体，这是共产党人的人民观决
定的。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真正的创造者、推动者，所以
社会主义文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更好
地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河南的文艺
创作一直是以现实主义为主要表现手法的，刻画的是中
原人物，描绘的是中原山川，展现的是中原大地的历史
画卷，地域色彩非常鲜明，如孙方友的《陈州笔记》。他
们的作品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欢乐着人民的
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始终把人民的冷暖、人民的幸
福放在心中，把人民的喜怒哀乐倾注在自己的笔端，所
以这样的作品是有温度、有高度、有道德，有力量的。

文艺必须为人民服务。这是文艺的使命与担当，是
文艺的责任与天职。文艺离不开人民，人民也离不开文
艺。文艺最根本的任务就是要创作生产出无愧于我们这
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
献给人民，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让人
民精神文化生活不断迈上新台阶。文艺和人民就是这样
水乳交融，密不可分。偏离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导向，
文艺必然会面临成为无源之水、无木之本的危险。

植根中原沃土，融入时代大潮
习总书记的讲话站在思想的制高点上为中国文艺

把脉，廓清了迷雾，指明了方向，在河南广大文艺家中
引起强烈共鸣。河南的文艺创作向来有路子正、接地
气的优良传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广大文艺工作
者植根中原文化沃土，自觉地融入时代大潮，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现实主
义精神，创作出一大批富有中原特色、中原气魄的优秀
作品，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与尊敬。

我们的文学、戏剧、书法、摄影、杂技、曲艺、民间文
艺等领域均佳作频出。文学方面，我省已连续五届共 6
部作品获得鲁迅文学奖，成为中国文坛上实力雄厚的一
支中原劲旅；书法方面，在第一、二、三、四届中国书协兰
亭奖评选中，河南书法家入选、获奖数均居全国第一，创
作最高奖均有河南作者问鼎，中原书风为全国书界称道；
戏剧方面，我省剧作接连夺得“文华奖”、“国家舞台艺术
精品工程奖”及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共有 24人 26次获
中国戏剧梅花奖，创造了享誉全国的“河南戏剧现象”；影
视方面，一批优秀影视作品在央视播出，成为近年来我省
电视剧创作生产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摄影、民间文艺走在
全国前列；杂技方面，我省的杂技团体和从业人员占据全
国的半壁江山，演艺杂技在国内外也广有市场；美术、音
乐、舞蹈、曲艺等也都获得了多项全国重要奖项，在近两
届全国“五个一工程奖”评选中，我省共有 15 部作品入
选，充分展示了我省文艺创作的整体实力。

去除浮躁，打造“河南招”
习总书记严肃批评的一些文艺现象具有普遍性，

我省也不例外。如心浮气躁，急功近利；机械化生产，
快餐式消费；抄袭模仿、千篇一律；有数量缺质量、有

“高原”缺“高峰”；拜金、跟风、低俗、感官刺激等。医治
这弊端，最有效的方法即让文艺工作者回到人民中间，
去汲取营养，去感受责任，去体味崇高。

多年来，我省把密切文艺家与人民的关系，引导、组
织文艺贴近人民、贴近生活、贴近基层，自觉为人民服务
作为首要任务，一手抓提高，催生精品，一手抓普及，积极
惠民。搭建平台，创造载体，不但让河南文艺坚守源头活
水，在人民的土壤中生根开花结果，同时在服务人民的过
程中，开辟道路，拓展空间。如近年来我们一直开展的文
艺志愿服务、“教你一招”等活动，深受基层群众欢迎。

特别是省委宣传部和省文联共同打造的“教你一
招”活动，充分发挥省文联文艺门类齐全、人才集中的
优势，精选独具中原文化元素的文艺技能，走出殿堂，
走近寻常百姓。整合公共文化资源，组织专家进广场、
进社区、进公园，开展广泛的艺术培训，形成了“专家创
招排招”“骨干学招练招”“基层传招送招”“群众演招亮
招”的种文化、建文化的文艺惠民服务体系，让群众成
为文艺的主角，享受文艺成果，丰富基层生活，改善社
会风气，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同时，为文艺
家服务人民、回报社会创造了条件，锻炼了队伍，传播
了先进文化，引领了时代风尚。目前前期培训的 500
多人如星星之火在全省燎原，共创排招数 2000 多个，
制作教学视频 400 多个，参与教招老师 6000 多人，培训
各级文艺骨干 62 万人，吸引 3000 多万人参与活动。众
多省内外媒体竞相报道，称之为“河南招”，这成为我省

“四个文明”建设的重要载体和文艺惠民的知名品牌。
这些实践和尝试，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

上讲话中关于文艺和人民关系论述的生动诠释，说明了
文艺只要植根人民、表现人民、服务人民，让人民来评判，
就会迸发无限的创造力并获得广阔的发展空间。④6

为人民服务
让文艺赢得无限空间

一转眼，岁月便爬满了枯荣。翘首的
等待中，有些时光已愈走愈远。像一种声
音，在你以为快要忘了的时候，会在某一个
梦里把你叫醒，让你无限感慨的同时，又满
心欢喜。原来它一直在那里，不曾老去。

待在城里久了，就盼望着能去野外
走一走。当新鲜的泥土气息混合着青草
和野花的清香扑面而来的时候，视野里
除了辽阔的田野，就是远方。

如果赶上傍晚，夕阳渐渐西沉，袅袅
的几柱炊烟，像是几行发着光的句子，被
田野的风一次次扶起，又吹远。整个村
庄便飘满了平平仄仄的思念。

想着想着，心就暖了。
小时候，因父亲工作的缘故，从乡下搬

到了集镇。离开了有着敞亮大院子的土坯
房老家，身边没有了奔前跑后追逐嬉戏的
小伙伴，竟在幼小的记忆里，产生强烈的离
愁。那个时候，新家的屋后是一条山岗，南
北走向。平时行人很少。站在山岗上，凹
在山沟里的集镇尽在眼底。山岗的西面是
一大片庄稼地，庄稼地的尽头就是树木掩
映炊烟四起的村庄。几乎一到傍晚，特别
是暑假，我就会经常往后山岗跑。

有时候，抱一本书，盘坐在山岗上，
低着头静静地看。“你一会儿看我/一会儿
看云/我觉得你看我时很远/你看云时很
近”这样的句子，就是在那个时候读到
并从此记在心里的。偶尔抬起头望望远
方，眼神里似乎就多了一层东西。那一
刻，我看云时真的很近。云彩就在我的
头顶。可是冥冥中的你，又在哪儿呢？

再或者搬个小板凳，抱着才从姐姐

手里抢到的收音机，一溜烟儿地冲到山
岗上，坐下来。盯着收音机的波段横线
不停地调台，直到听见喜爱的歌曲，再把
音 量 拧 到 最 大 ，让 整 个 山 岗 都 能 听 得
到。偶尔扯着嗓子跟唱两句，惹得远处
回声不断，信天游似的快活。

直到现在，唱得最拿手的歌还是那
时候学会的，朋友们都感慨那些歌都老
得掉牙。有一次出去唱歌时，他们都点
唱周杰伦的歌，我却唱起了《乡恋》，以致
有人禁不住揶揄我是哪个年代的人，怎
会给人恍如隔世之感。

后来我想，或许正是当年那些熟悉的
旋律，因为融入了太多内心的呼唤，早已
成为生命里不倦的底色。我老，它才老。

几年后，又随父亲搬到县城，住在城
郊。不久，我就发现距家西南方向不远，就
是一条小河，绕着一个山坡蜿蜒向西。步
行走到河边，要穿过一个村子，村子前面是
一个与庄稼地几乎水平的大池塘。印象
中，池塘的水总是满而清澈。

沿着塘埂向西，常有背着锄头、打着
赤脚挽着裤腿的老人，干完农活回来，迎
面擦肩而过。塘边上，才从水里游上来的
几只鸭子，被一条黑狗恶作剧般地追撵，拍
着翅膀嘎嘎地叫着，到处乱窜……当落日
的余晖染红了水面，那些形态各异的云，
一一倒映在水里。轻舒一口气，便可醉卧
在这片水云间。一不小心就踩空了，竟分
不清哪是天哪是水了。

再往前，便是那条清澈的小河。河
埂以北是稻田。河边，槐树和杨树最多，
成排的杨树耸立，挺拔的树干伸向天际，

风一吹，叶子呼啦啦地响，如同无数双可
爱的小手在鼓掌。夏日的傍晚，迎着徐
徐的凉风，阵阵槐香扑鼻。特别是当夕
阳透过繁密交织的枝叶，映照在林荫道
上飘然而过的少女脸上，一切是那么圣
洁而美好。

还有那一大片一大片的野蔷薇，正
开得烂漫，像是总也长不大的玫瑰。顺
着蔷薇的根部，冒出了一个个直直的嫩
茎，小心地掐断，然后把叶子和刺去掉，
入口后味道脆而甜。更多的时候，躺在
草坪上，双手托枕着头，再顺手揪一根茅
草塞进嘴里，用舌尖绕卷着玩儿。望着
天空，想着遥不可及的未来，发呆。

夕阳西下，天渐渐黑了，一群群的倦
鸟在低空一圈又一圈地盘旋，然后扑簌
簌地争相回到树林。远处人家飘出的炊
烟已由白色变成紫色，时不时有妇人尖
锐的声音拖着悠长的调子唤着孩子的小
名，万物渐渐归寂……

多少年后，当与相爱的人提起那条小
路，他便打趣道，早晓得你一个人常去那
儿散步，我也去那儿，假装一次次与你偶
然相逢……

或许，在一个人的生命当中，“与君
相对忘言处，绿意满庭生淡风”的境界不
常有，但偶尔能将心停靠在时光的深处
打坐，斜倚旧事，会心一笑，“竹影扫阶尘
不动，月穿潭底水无痕”，谁说不是另一
种深情呢！

又想起今年正月初的一天，大雪纷飞，
天地间一片白茫茫的。这样的天气，约上
几位要好的朋友，一行五六个人迎着漫天

飞雪向大山深处一个叫莲塘的村子走去。
一路上，除了无边的白，就是偌大的静。看
群山银装素裹，领略飞雪的世界。我们兴
奋地尖叫，转着圈儿地奔跑。

不知不觉中，莲塘就近了。远远地
就能看见村头那棵古老的银杏树，遒劲
的枝干直指苍天，誓言一般站在风雪中，
让人不禁肃然起敬。在提前约好的一户
农家里，厨房里飘出炊烟，能闻到稻草、
松枝等多种植物的混合气味，很是亲切。

山里人不缺柴火，堂屋里，主人早早
地将一堆劈柴烧得正旺，红通通的。火
堆上方，是一根树杈，长的一端架在不高
的屋梁上，短的这端勾着一个黑黢黢的
茶壶吊子，从壶嘴里正冒着热气，大家围
坐在火堆边，所有烤火的手展开后并在
一起，像极了盛开的花。半截没烧彻底
的木柴，被谁拿火钳一戳，嗤嗤的火星子
直溅……

主人家的小狗也怕冷，挤在凳子边，
瞅着火苗一动不动，像是陷入了沉思。
煨在火堆边的几个红薯也快烤熟了，透
出了香甜的气息……

日常生活总是被繁华与喧闹萦绕，
或许只有在路上，才能邂逅如此美妙的
时光。心之所往，便是驿站。如今，身居
斗室，当有一日，无意提起画笔，试图用
简单的笔墨架构一个家园。画里，一缕
炊烟正袅袅升腾，像是岁月在发酵那一
框燃烧的风景……

画为心印。
每个人的心上，都住着一些不老的

时光。④6

邓州，你在哪儿
□商 震

邓州在哪儿
找到《岳阳楼记》诞生的地方
就找到了
那是一个凭眼前山水
就能描绘千里之外胜景的地方
那是一个独步小院
可为天下人忧思的地方

邓州在哪儿
找到编外“雷锋团”就找到了
找到南水北调中线的陶岔渠首
就找到了
这是一个老百姓
宁舍自己良田房产
而为另一处老百姓造福的地方
这里有太多的雷锋
一年四季刮着忧国忧民的风

邓州在哪儿
在杏山下，在丹江畔
南水北调中线的水
从邓州出发
水流到哪儿
哪儿就是邓州

为修建南水北调干渠
邓州牺牲了太多的人
现在，谁喝了南水北调的水
谁就是邓州人
谁感恩南水北调工程
谁就是邓州人

邓州在哪儿
在中华民族美德的精神里
在子孙后代的福祉里④1

陶岔：邓州的记忆
□王小萍

那是一个被绿树包围的山村
那是注定要扯疼邓州人内心的地名
陶岔，一个随南水北调传遍中国的地名
一个随干渠清流的水波一直向北的名字
在邓州人的舌尖上流转
在邓州人心间缠绵
无数个家庭叙旧是都会这样开头——

“六九年吧，我和你妈在陶岔……”
千里长渠起渠首
渠首昂起陶岔村
陶岔曾经是邓州人故地
如今成了淅川的九重
邓州人念起这两个字
如同唤起亲人的乳名
心里一热
眼睛湿润
像与失散的亲人久别重逢
紧紧相拥无法离分
翻滚的记忆让每个参与陶岔会战的人
无法安宁：
10万民工 6年奋斗
人拉肩扛耕牛犁
飞车创开杏山渠
六年开挖的土石方
若筑成一米高一米宽的长墙
可绕地球赤道一周半
渠首那 4.4公里的引渠
还有那巍峨高大的渠首闸
每一寸泥土里
都湿透邓州人的汗水与眼泪
丹江不北流
誓死不回头
就像民谣里唱的：

“镇平人能，内乡人憨，
邓县尽出二火山。"
二火山也叫生红砖

就是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倔强
就是那种一诺千金的侠义和肝胆
在那个贫穷的年代
他们拍着胸膛说：
上级给钱，我们干；
国家没钱，我们照样干！

水！水！水！北京人民在呼唤
渴！渴！渴！华北平原在叫喊
邓州人像听到了战鼓
邓州人像听到了炮声
他们抛家离口
他们别妻西上
有的夫妻同队
有的兄弟同行
有的祖孙三代
在陶岔成为一堂
像是抗日战争时送郎上前线
像是解放战争家家推干粮
汤山的银杏树记下他们不倦的身影
杏山上的杏花录下他们劳动的呐喊
禹山上的栎树伴随着嘹亮的歌声入眠
八万民工
住的茅草屋
吃的窝窝头
喝的是黄泥汤
但邓州人还是笑呵呵地自嘲
喝黄水尿黄尿
天天都吃狼戴帽

多少个邓州人家庭记忆
都镶嵌着陶岔这个地名
多少个邓州长大的孩子
童年里记着陶岔的声音
元庄的李显勇去了陶岔再没有回来
他妈妈哭完之后拉住队长：

“那沟不是没有挖完吗？
让他弟弟显堂去吧！”
邓州人都是这样
为了国家忘记了自己
为了大家忘记了故乡

“无愧于天地”才是至理名言
“让北京人吃上咱的水”才是最高真理
渠首旁、丹江边 141个忠骨埋葬
陶岔的大山里
2280多个邓州人血泪残伤
英魂再敬仰
精神永生长……

宽厚的邓州人
在 2014年的春风里
正期待着丹江水向北运送
他们明白
为人民做事，就要毫不利己
为国家服务，就要全心全意
忠诚就在这块你深深眷恋的土地！
江水会告诉历史
四十年前邓州人的无私奉献
一座无数人心中不朽的丰碑
怎样在湍河奔流过的小城
留下挥之不去的印记
岁月能改变山河
但历史不断证明
有一种精神永远不会失落——
崇高、无私、奉献和忠诚
将超越时空
成为人类精神高度的永恒

人心用不变的热情欢迎你
世道用持久的热切希望你
在千万个村镇的炊烟里
在无数个正直善良的人的心中
邓州人的大爱浩气干云
这就是信念与理想
这就是忠厚与仁爱
战陶岔，移丹水
这就是坚持与勇敢
这就是本色与忠诚
胸中有浩浩清水
脚下有长渠干云

让我们随着一渠清水向北

再次出发吧
丹江为这次伟大的出发
鼓荡扬波——
从邓州到北京
一次心灵的万里长征
一次记忆的激浊扬清④1

渠水，在路上
□高旭旺

渠水，在路上。向北
靠着风，追着阳光
流量和呼吸，给这条路
起个名字，叫劳动

劳动。人间最普通的符号
平凡，像伏牛山的槐花
和丹江的水草，芦苇
在生命的精神里，蔓延
成邓州人的纯净和温暖

渠和水的事物。流动
使劳动在远方的对话
词和词根的深处
疯长一种勤劳，奉献
和精神的生命

渠水，在路上。背井离乡
北上。拐弯处
乡愁。绽放
春的全部④1

……大坝一拦，拦住激流，拦住浪涛，
竟改变了水的性格，丹江变得温柔了。或
许应当说，水本来就是温柔的，宋词中不
是早有“柔情似水”的名句吗？

离南水北调渠首大坝不远处，江水伸
出一个汊。汊里，缆绳把船拴。一伙文人
急急去登船，带满怀野兴，作丹江之游。
上船天就落雨，雨丝绵绵，也是温柔。雨
点溶进水面，水波漾漾，也是温柔。开船
了，船一头扎进半透明的烟雨里，游人像
一下子进入恍惚梦境。水面渐宽，直宽到
看不见岸，只见烟云无边，天地混沌。明
明船在水上行，却似正在云中飞，仿佛会
悠悠地漂到天上去。文人都满腹诗文，触
景生情，逸兴遄飞，面对沧溟空蒙，不禁念
念有辞，引得同船的商人、旅人好生惊诧：
这群人，怎么啦？

老天爷真够意思，当文人们把古今
诗文中有关烟云、烟雨、烟波的句句段
段重温一遍过后，悄悄地，雨停了，云稀

了，秋阳从云缝中露脸，于是，满江波纹
尽染金色，状若鱼鳞。此时，船正行在
水面开阔处，放眼望去，浩渺万顷，柔柔
的水平面延至天边，天边，峰峦起伏只是
淡淡一痕。临风凭栏，伫立船头，四顾皆
水，几无遮拦，便有云帆沧海的感觉，想乘
桴渡海，亦不过如此：海虽大，人所见也只
有十数里远而已。开阔过后，江面渐渐收
拢，收拢到能清清楚楚欣赏岸边的风景。
山峰，山包，白的芦花，秋意颇重的丛林，
一片两片竹篁，白发渔翁，横坐牛背的牧
童，红砖小楼和茅屋，樵夫，残破的古庙，
提印花包袱的村姑，野鸟和家禽，赭色的
峭壁，开满山菊花的缓坡……都渐次呈
现眼前，又渐次退到船后。处处风景，
个个不同，便明白了世界上绝无两片相
同的风景，所以再看也看不烦。一片片
风 景 ，连 缀 成 长 长 的 航 程 ，悦 目 而 赏
心。两岸都是画，都是工笔重彩的秋色
图。可惜，只能看一面，不能同时看两

面。人永远只能见到眼前的风景，而不
知道背后的什么，即使伟人哲人，也避免
不了这个遗憾；另一面风景，只在别人评
说里。

水面窄后又宽，宽后又窄。丹江如一
条长长的藤，穿一串大大的葫芦，穿起了
千变万化的风景。为两岸旅客上下方便，
船就一时靠左岸，一时靠右岸，走一个又
一个大大小小的“之”字形。缘于江水的
温柔，旅程虽曲曲折折，却平平静静，无狂
涛骇浪，无激流险滩，无惊心动魄的经历
可言。平心而论，这是平凡的旅程。因为
平凡，所以平安。不期想起了日本画家东
山魁夷的话：“对于人类来说，生存本身就
是旅行。”（《风景巡礼》）人的一生，无异一
趟单程的旅行，以乘船作比，无非从这个
码头上去，到那个码头下来，看罢一路风
景，旅程结束，生命寂灭。人生若似这次
旅行，当是最佳人生，虽有曲折，但很平
静，无大起大落，无大喜大悲，平凡而又平

安。平凡是真，平安是福。平平凡凡看风
景，最能欣赏风景的美妙；平平安安度人
生，最能品咂人生的滋味。所以，对于平
常人，还是平凡最好，平安最妙，不必硬拼
死力去追求那个大富大贵，大红大紫什么
的。

旅伴说，丹江水库淹没的土地，2300
年前，属楚国疆域，曾是《国殇》的战场，
曾留屈原的足迹。这么说，丹江应是一
条诗的河流，尽管它已不复有当年的狂
放不羁，浪漫激昂，而变得温柔敦厚，平
和 宁 静 。 真 应 该 做 首 诗 ，纪 念 这 次 旅
行。怎奈搜索枯肠，终不能成。或许，此
地的诗意都被《楚辞》写完？薄暮，舍舟
登岸，投宿江边客栈。夜，枕江而卧，回
想日间所见，忽有所动，成诗一首：

一日从容百岁程，
丹江教我悟人生。
梦回切切举头望，
弯月凌波似眼睛。④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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