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战国红》首发于今年第五期
《中国作家》，2019年3月由辽宁出版
集团所属的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小说讲述的故事发生在辽西一
个叫做柳城的小乡村，以陈放为代
表的驻村扶贫干部在治赌、建企业、
打井、栽杏树、引自来水等一系列扶
贫工作中化解重重矛盾，带领村民
脱贫致富过程中，让大家的生活方
式发生改变，思想观念发生转变，实
现精神升华，并引领一批新时代农
村青年成长为乡村建设发展的主
力。小说再现了两个贫困乡村由

“贫”到“富”的巨大变迁，展现出党

领导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信心和
决心。

作者采用比兴手法，以文化视
角塑造新时代农民形象，语言绵密
细致，具有戏剧张力，尤有古典之
美。特别是以“战国红”这种辽西特
有的质地坚硬的珍稀玛瑙，象征广
大农民追求幸福生活的梦想，隐喻
共产党人牢记使命的丹心，映照驻
村干部苦干实干的热血，读来让人
内心激荡、掩卷沉思。

滕贞甫曾在辽西挂职对口帮
扶，对于扶贫工作，他既是书写者，
又是见证者。“脱贫攻坚是一项让

7000万人摆脱贫困的伟大事业，必
将载入史册。我认为，在新时代文
学中，驻村扶贫干部形象不能缺席，
文学应当大力讴歌这项伟业。”滕贞
甫说。

文章合为时而著。《战国红》是
一部有力量、有宽阔社会视野的小
说，写出了这个时代的精神风貌，与
新时代同频共振。同时，它也是一
部反映现实、正视矛盾的小说，写出
了扶贫工作的艰苦和难度。它还是
一部展现辽宁风貌、塑造辽宁形象
的小说，写出了辽宁人的精神状态、
精神成长和精神变化。

以文学方式致敬伟业

“五个一工程”评选 辽宁获奖作品掠览②第十五届精神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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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我省作家滕贞甫创作的长篇小说《战国红》，描写了一群奋斗在脱贫攻坚
一线的驻村干部，他们身后的宏阔背景，是辽宁1.2万名助力乡村振兴的“第一书
记”，是我们党誓言让7000万贫困人口实现脱贫的亘古未有之伟业。这部作品
扎根本土、深植时代，以文学的方式向扶贫工作致敬，描绘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精

神图谱，是当代长篇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
由辽宁作家书写辽宁故事，并且在辽宁出版，烙印着鲜明“辽宁印记”的《战国红》是我

省第一部摘得全国“五个一工程”奖的长篇小说作品。与此同时，我省作家孙惠芬创作的长
篇小说《寻找张展》获本届茅盾文学奖提名，也为辽宁文学创造了可喜的“第一次”。这些成
果，是辽宁文学创作从“高原”向“高峰”迈进的重要体现。

每次去采访著名作家、军旅诗
人胡世宗先生，都会感慨于他强烈
的记录感。家里的白板上记录着当
天要做的事，而谈到每一件往事，他
都能找到相应的实物或者文字记录
来佐证。

在前几天的采访中，说到初中
时发表的诗歌，他就找出了当年的
日记，哪天写的、哪天寄出的、哪天
见报的，日记里都记得清清楚楚。
去年出版的《胡世宗日记》，洋洋17
卷，时间跨度长达 55 年，有研究者
认为可以从中读出“一个人的奋斗
史、一位作家的成长史、一个知识分
子的心灵史、一名军人的精神史”，
还可以“概观当代文学发展史（重大
文学事件等）、作家交流史，乃至于
中国的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教
育史、外交史”。

这种记录感在很多名人身上都
存在。曾经读过胡适先生 1929 年
写给儿子胡祖望的一封信，当时只
有 10 岁的胡祖望只身离家赴异地
读书。胡适在给儿子的第一封信中
写尽了对儿子的不舍与牵挂，讲了
很多为人处世的大道理、小道理，信
的结尾有一段话特别有趣，胡适叮
嘱儿子：“你寄信给我们，也须编号
数，用一本簿子记上，如下式：家信
苏州第一号 0 月 00 日寄，苏州第二
号 0 月 00 日寄。你收到的家信，也
记在簿上：爸爸苏州第一号八月廿
七日收，爸爸苏州第二号 0 月 00 日
收，妈妈第三号0月00日收……”

我也是一个记日记的人，但惭愧
的是，我的日记零碎又片断。我承认
自己懒，忙了一天常常是洗洗就睡了，
没有时间和兴趣“三省吾身”。但更主
要的原因是，总觉得自己每日的生活
充满琐事，没有值得记录的地方。

胡适应该是知道自己一定会被
写入历史，所以要留下与自己有关
的一切记录吧？还是对自己的儿子
未来的成就非常确定？抑或只是一
种作为知识分子喜欢记录的习惯？
或者说，是名人的身份认识让他有
了记录感，还是记录感和严谨、自
律、有秩序的生活习惯让这些名人
成就了一生的事业？这确实是个值
得琢磨的话题。应该是两者兼而有
之的，至少胡世宗先生在把诗写在
日记里的时候，应该没想到几十年
后自己会成为一位著名作家。

日记里到底是应该写事情还是
写心情呢？这也是我始终不确定的
一件事。鲁迅先生的日记完全是流
水账式的，只记述与自己日常生活
和读书生活有关的事宜，用字极为
简省、客观，少有情感因素掺杂其
间。而郁达夫的日记却是以记事为
由头记录情感的变化。所以，有人
说，鲁迅日记可做史料读，郁达夫日
记可当散文看。

我的日记当然谈不上什么风格
了，时间充裕就记得认真，情绪来了
就下笔千言，而大部分时候只有只
言片语，只挑最重要的事写下一
二。最近一段时间比较忙，日记也
变成周记了，当时的感受和情绪大
部分都被过滤掉了，只留下干巴巴
的大事记。但是这样依然很有趣，
留在日记里的情感宣泄，可以是记
录，也可以是减压和排毒。干巴巴
的记事中可以看到自己的理性和成
长，看到往事如烟。

互联网时代，还有一个有趣的
变化，记录有可能不是出于自觉，而
是被购物网站、付费平台、网页浏览
历史自动记录下来了。总归，是要
记下什么的。

培养记录感
高 爽

本报讯 记者杨竞报道 8 月
17 日，为践行当代艺术家“记录新
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的
使命，勇于回答时代课题，从当代中
国的伟大创造中发现创作的主题、
捕捉创新的灵感，深刻反映我们这
个时代的历史巨变，“拥抱新时代，
开启新征程”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 70 周年百名画家邀请展在全

国政协礼堂开幕，我省艺术家张宝
澍受邀参加了此次画展，参展作品
为国画《泉声》。

张宝澍,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李可染画院研究员、中国书画市场
报社艺术顾问、中国少数民族国家
画院特聘画家、中国同泽书画研究
院理事、沈阳书画院画家、松原市书
画院副院长。

张宝澍参加“百名画家邀请展”

本报讯 记者姜义双报道 记
者日前从开原市第二届“二人转嘉
年华”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为丰富群
众的文化生活，由省曲艺家协会和
开原市共同主办的“二人转嘉年华”
活动将于8月26日至30日举行。

活动期间，开原市将举办大型

文艺晚会、东北二人转传承发展高
峰论坛、东北二人转优秀剧目展演、
开原美食节、精品旅游推介等活
动。随后，主办方将挑选一批优秀
的二人转剧目到开原所属各乡镇演
出，众多的二人转演员将参加此次
活动。

开原送二人转下乡

《战国红》为我省首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的长篇小说

从伟大时代中汲取创作营养
本报记者 王臻青

当前，我省文学创作繁荣而活跃。
老作家开始发力，新作家风起云涌。他
们时有上乘之作发表，集体用鲜活的人
物、老到的笔法、新奇的故事、不俗的布
局，丰富着辽宁文学的版图。

滕贞甫、孙惠芬、周建新、安勇、张鲁
镭等中坚力量，以不同凡俗的创作实力，
接连为辽宁文学写下重要篇章。年轻一
代中，被誉为“铁西三剑客”的双雪涛、班
宇、郑执备受文坛瞩目，他们以鲜明的东北
风，成为新时代青年作家群中的旗帜人物，
更是引领辽宁文学青春力量的强大引擎。

值得一提的还有我省网络文学创作
的可喜进步。以“北方新文学港”为依
托，以月关、满城烟火等作家为主要力
量，辽宁网络文学发展显现出诸多优势
和特色：一是人才多，省内长期从事网络
文学创作者达180余人；二是后劲足，80
后是主体，90后快速增长；三是题材全，
覆盖了网络文学的所有类型；四是质量
高，许多作品是国内业界的代表作。

此外，我省以地理文化为坐标的四
种文学现象也已逐渐形成，“河海江土”
四种文学风格日益鲜明。其一，辽河流
域的沈阳、铁岭、辽阳、鞍山、营口、盘锦
等市，文学创作风格大开大合，既有工业
文学的气势，又有本土文化的气质；其
二，大连文学具有鲜明的海洋气息，中西
结合、兼收并蓄，注重文学样式的追求与
探索；其三，丹东、本溪、抚顺的文学追求
唯美，创作风格或清新舒缓，或跌宕起
伏；最后，地处辽西的锦州、朝阳、阜新、
葫芦岛四市，文学创作以乡土叙述为主
色调，追求文化底蕴，作品厚重大气。四
种文学现象交融共生，彼此激荡，又互为
补充借鉴，形成了独特的辽宁文学现象。

文学版图日益丰富

近两年，多部重量级长篇小说
作品的出现，令人对辽宁长篇小说
创作有了新的期待。本月，《战国
红》荣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寻
找张展》入围茅盾文学奖提名名单，
这两项重要成果再次印证了辽宁长
篇小说创作正在崛起的事实。

在一段较长的时间里，辽宁文学
界始终存在一个无法回避的“焦虑”，
那就是优秀长篇小说的匮乏，特别是
在茅盾文学奖和全国“五个一工程”
评选中的缺席。近年来，我省精心策
划了一系列重大创作选题，诞生了一
批为时代立传、为人民代言的精品力
作，特别是长篇小说创作，收获甚
丰。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
研究所副所长、教授贺绍俊说，长篇
小说创作是一个很大的工程，不是说
拍脑袋就能想出来的，“之所以会出
现几部令人感到欣喜的作品，说明辽
宁文学界已经注意到自己的短板，并
为此付出了努力”。

以《寻找张展》为例，一直主攻乡
土写作的孙惠芬凭借这部作品在城
市题材写作上实现重要突破，《人民
文学》盛赞该书为“近些年创作中的

一个异数……小说以罕见的饱满可
感、真切可信的新人典型的书写，成
为作家自己文学履历上的现象级力
作；在真正具有内在力量感的青年形
象已经缺席太久、遍寻无望之时，终
于找到张展，这也许会是一个具有文
学史意义的事件”。

可以说，《战国红》和《寻找张展》
两部作品的出现，意味着辽宁在建设

文学强省的道路上迈出坚实一步。此
外，刘庆的《唇典》、滕贞甫的《刀兵过》、
刘嘉陵的《从你的全世界走过》、津子
围的《十月的土地》和周建新的《王的
背影》等作品，均为亮眼之作，它们共
同组成了新时代辽宁长篇小说的群
像，展现出辽宁文学创作新的希望。

乘势而为，辽宁文学创作的新
局，已经开启。

长篇小说创作强势崛起

《战国红》书封。

《战国红》研讨会在北京举行，受到专家一致好评。

（本文图片由春风文艺出版社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