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精品思维
弘扬扶贫楷模精神

■ 梅麟

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 毛相林等 10 名
同志、河北省塞罕坝机械林场等 10 个集体被授予“全国
脱贫攻坚楷模”荣誉称号。如何传唱楷模故事，弘扬脱贫
攻坚精神，带动更多社会力量投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奋斗中，是今后一个时期文艺工作者需要思考和践行的
命题。

脱贫攻坚曾被认为是文艺创作的冷门题材，很难形
成广泛传播的口碑效应。 然而今年初，一部《山海情》点
燃全国观众的收视热情，成为公认的爆款剧。 这部扶贫
剧走红“出圈”，归根结底是源于“迈起脚、沉下心、演好
戏”的精品创作思维。

要创作精品，首先得“迈起脚”。为了拍摄《山海情》，
创作团队走遍整个宁夏地区寻找合适的拍摄场地，探寻
感人的扶贫故事， 挖掘出许多默默无闻的扶贫人物事
迹。这种不怕多走路、只求好素材的“迈起脚”思维，确保
了作品的剧情逻辑严谨，背景经得起推敲。 小小“涌泉
村”能提供如此丰富的创作素材，历数那些扶贫楷模们
栉风沐雨、披荆斩棘的过程，更有理由成为取材的“宝
库”。 显然，只有“迈起脚”，前往扶贫楷模们工作过的地
方，同各方人物深入交流，“打捞”真实发生的扶贫故事，
寻找感动人心的细节，才能为创作精品打下坚实基础。

创作精品，必须得“沉下心”。当前，有些创作团队
作风浮躁、急功近利，仅仅将文艺作品视为创收、投资
变现的工具 ，作品或脱离现实 ，或一味 “蹭热点 ”，粗
制滥造，缺乏思想深度。倘若抱着这种态度，缺乏用心
打磨的工匠精神 ，即便面对抗疫 、扶贫等题材上的优
质“璞玉”，也难以让它们绽放应有的光彩。 《山海情》
的成功 ，离不开性格饱满的角色刻画 、嬉笑怒骂的乡
村生活、带给观众沉浸感体验的剧情走向。 这要求编
剧沉下心钻研剧本 ，紧扣细节 ，为剧情矛盾冲突塑造
更多合理性，让扶贫事业从不可能走向梦想成真的过
程真正引发观众共鸣。 对于有着同样精神底色，但扶
贫经历各有特色的楷模们，创作者决不能简单地看看
新闻就 “闭门造车 ”，更不能满足于将他们的故事 “复
制粘贴 ”，而要秉持真实 、真诚的心态 ，用心体会 、潜
心打磨，通过丰满的细节和成功的人物塑造来弘扬楷
模精神，触动观众的灵魂。

创作精品，“演好戏”不可或缺。 如今，一些文艺作
品片面追求“流量”，邀请的明星专业水平不过硬，演戏
成了“尬戏”。 这类作品可能带来一些话题性，取得不错
的票房和收视回报， 却让文艺市场出现劣币驱逐良币
的现象，助长行业不良风气。 反之，《山海情》中，不仅知
名演员“同台飙戏”，配角也形神兼备，仿佛他们就是涌
泉村真实存在的人物，不过是在本色出演。 正是这种打
磨演技、连每句方言都说得无可挑剔的敬业执着，才让
角色“活起来”，赢得观众认同。 传唱楷模故事是严肃之
事，尤需演员的认真与投入，也对他们的表演水平提出
更高要求。 下基层体验生活，找到角色“存在感”，仔细
研究角色个性 ，让自己充分 “入戏 ”，增强角色的感染
力，从而激励更多优秀人才投身到乡村振兴大潮，做现
实的“主人公”。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强
调“迈起脚、沉下心、演好戏”的精品创作思维，讲好脱贫
攻坚故事，既能满足群众精神文化需求，让楷模精神伴
随生动的艺

术而久久流

传，也将激励
每位奋斗者

继续前进，共
同创造更多

人间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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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春天都是初见

■ 吴林红

G263 次列车正以每小时 307 公里的速度
从北向南飞驰。 车窗外是春天的中国，多云的
天空下，一团团或深或浅的绿，一簇簇有名无
名的花，一张张有说有笑的脸，共同构成这个
春天的盛大拼图。

白色的高铁如同一阵风，穿梭在春天的大
地上，城市和乡村一闪而过，山川与河流一跃
而过，麦田和树林一掠而过。 乘坐高铁一路向
南，犹如穿越时间长廊，我们一路看着春天，从
萌芽到含苞，从初绽到怒放，一直到春深处。

高铁向春天一路飞奔，我们与春天撞个满
怀。春天不是跑来的，不是飞来的，而是从天而
降的。一开始“春江水暖鸭先知”，渐渐地“草色
遥看近却无”，没多久“乱花渐欲迷人眼”，后来
就“万紫千红总是春”。 经过长时间的静默，春
天一下子爆发出来，犹如烟花腾空而起，一抬
眼随处可见。

2020 年春天仿佛就在昨天。 与时间赛跑、
与病毒较量，一场场惊心动魄的战斗令人刻骨
铭心。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都是幸存者。这不
是命运恩赐的结果，而是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
全国各族人民“齐心协力、迎难而上”赢得的重

大战略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
彰显。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不是一句口号，
而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信仰。实践证明，只
有中国才能让“每个人都了不起”！

又一个春天来了。 望着窗外的春天，我忽
然想起一位著名学者说的话：新冠肺炎是“新
的历史分期的起点”，“新冠之前” 与 “新冠之
后”“将会是两个世界”。穿过历史之门，我们又
走进春天。

这是 2021 年的春天，是“十四五”时期的
第一个春天，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的第一个春天。 这是中国的春天，紫燕
呢喃，杨柳烟浓，从北到南，一派生机盎然。

走过许多个春天，我们才慢慢发现，人不
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也不能两次遇见同一
个春天。 除了某些外表的相似，比如花草树木
的变化之外， 每一个春天都有不同的性格：有
的冷峭，有的和暖，有的明媚，有的暗淡，有的
狂野， 有的文静……每一个春天都独一无二，
只是最初没有发现而已。

看不见摸不着的时间，从来没有清晰的界
线。一切时光的故事，都是不知不觉发生的。这
就是丰子恺先生说的 “渐”：“就是用每步相差
极微极缓的方法来隐蔽时间的过去与事物的

变迁的痕迹，使人误认其为恒久不变”。我们常
常说不清春天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也道不明春
天是什么时候结束的。 等我们恍然察觉，春天
已经来了，或已经走了。春天的意义，只有走过
春天，才会清晰呈现。

有诗人说：“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
画扇。”每一个春天都是生命的初见。不论豆蔻
年华，还是满鬓霜华，各有各的春天，各有各的
初见。

初见春天， 从第一缕东风到第一滴春雨，
每一个细胞都是新鲜的。极细的草芽静悄悄从
泥土下探出尖尖的脑袋，初啼的小鸟颤巍巍站
上返青的枝条，破冰的溪流哗啦啦淌着初融的
雪水……天地万物令人赏心悦目。

春天里，一个又一个梦想在拔节生长。 每
一个梦想都孕育着不同的故事。 一曲《春天的
故事》， 传颂着改革的东风， 激荡着开放的春
潮。春天的故事也不仅发生在春天。 1992 年的
春天，1978 年的冬天，1949 年的秋天，1921 年
的夏天……不论春夏秋冬，中国的故事都可以
说是春天的故事。

我们坐着春天的高铁， 回望百年时代风
云。弹指一挥间，中华大地换了人间。是什么让
古老中国走进春天？一句简单的歌词揭示了答

案：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一百年过去，无
数政党如走马灯一样走入历史。是什么让一个
百年大党永葆青春？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
华民族谋复兴”， 我们从历史中读懂信仰、初
心、梦想的力量。

中国共产党人跋山涉水而来，身后是千山
万水，面前是万水千山。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
出：“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
再远、走到再辉煌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
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 ”

又一个崭新的春天， 又一段壮阔的征程。
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
中国共产党立志千秋伟业， 从容应对百年变
局，必将带领中国人民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每一个春天都是初见，每一次初见都直抵
初心。 春天在这里，中国在这里。 从春天出发，
向梦想进发，中国必定不负春天！

合肥西乡

■ 张大鹏

夜漆黑，李府里烛火通明，宾客寒暄，一派
欢乐景象。 这是李府的夜宴，也是众将士最开
心的聚会，太平军已被剿灭，不仅李鸿章被封
为世袭一等伯，其麾下的张树声、刘铭传、周盛
波等也都一一获封赏。 宴会大堂突然安静下
来，李鸿章端了酒杯，站起来说：“感谢诸位跟
随李某出生入死，你们个个功勋卓著，我要每
人敬一杯酒。 但今天的第一杯酒不知从谁敬
起。现在我出个题目，谁答出来，我这第一杯就
敬谁。”淮军十几个大将个个竖起耳朵，屏声静
气，听大帅出题。李鸿章说：“题目很简单。你们
从进我家的大门开始，到这后堂，请问一共有
多少个台阶？”李鸿章出完题，用眼神一个个扫
过众将之脸，扫过一遍再开始回扫。 大堂上静
得连掉下一根针似乎也听得见， 几分钟过去，
有人头上开始冒汗， 有人开始回避大帅的眼
神，却始终无人作答。众目睽睽之下，失望之情
慢慢地从李鸿章的脸上漾起。 正在这当口，只
见身材不高的刘六麻子站起身来，用洪亮的声
音回答：“大人，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一共是 17
级台阶。 ”李鸿章大喜过望，连说道：“省三，省
三，好才好才，今天这第一杯酒，我敬你。 ”说
完，一饮而尽。因为李大人作为统帅，曾反复叮
嘱手下，兵者生死大事，凡到一地，于山川河
流、伏隐逃遁之地一定要察清楚。 大帅借家宴
对属下是考试也是再强调。

我现在清楚地记得， 给我讲这个故事的
是我们村的老范。 他是个地道的农民，50 多
岁，虽不识字，但他的故事多。 他讲的刘六麻

子的一个个故事，虽无法考证，但活灵活现，
像是他亲身经历的一样。 他说这些故事是从
小听他祖上讲的，刘六麻子就住在刘老圩，离
他家祖上的村子不远。 在老范的心目和故事
中，刘六麻子就像他邻家的兄弟和朋友，崇敬
而亲切。我小时候，不知道刘六麻子就是后来
载入史册的刘铭传。 我至今也不知道老范家
的身世，或许他家祖上发达过，或者在铭字营
里效过力，有过军功。但到他这一辈已是穷得
叮当响。

老范家在全村最节俭 ，比如说 ，初夏时 ，
他家早上喝粥，每人碗中只发一根咸豇豆，第
一碗稀饭， 孩子们就着咸味吃， 第二碗吃半
根，第三碗再吃另一半。 所以，他的几个子女
在早晨一起喝粥时， 就非常羡慕同村的一碗
稀饭至少可以吃两根豇豆的我们。 在我的记
忆里，夏天，老范从来就没有穿过上衣，一条
粗布长方形的大手巾披在身上度过一季 ，太
热了水里一浸披在背上， 晚上在水塘里又用
它来洗澡。 他整日地劳作，似乎没有歇时，只
是在冬天的长夜，在生产队的牛棚中，他才口
若悬河地讲起那一肚子的故事， 吸引我们这
帮孩子津津有味地听他天南地北地扯， 从杨
家将到朱洪武、刘六麻子等等。我至今也不知
道他的故事从哪里来的，要是他能活到现在，
我肯定要去问问。老范去世得早，那是个夏天
的傍晚，他从田上耕作回来，见场地上还晒着
稻谷，正好有点风，他便将稻谷收起堆来，抄
起木掀来扬谷，除去稻谷里的稗子与瘪谷。然
而他却一头栽了下去，再也没有醒来。他倒在
稻谷堆上， 双脚沾着泥巴， 光着黑黝黝的脊

梁。今年初我看了一本关于淮军的书，书中有
张士兵的照片， 我忽然发现其中一人脸型极
像是老范，心里一惊，猜测这该是老范家的祖
上，至少也有血缘关系，毕竟老范家祖上就在
大潜山脚下，标准的合肥西乡之地。但这些都
无法考证，只能是我心中的臆测。

合肥西乡这个概念最早是从老范口中得
到的。可实际上，在我上高中前，都对西乡没有
什么特别的亲近感，我渴望平原，渴望大江大
河，高山入云。至于易旱的丘岗，小块田畈的西
乡，总觉得是穷乡僻壤，不是风水灵秀之地，我
根本不知道在这块土地上曾有过淮军的辉煌。
上世纪 80 年代初，我在肥西农兴读高中，除了
教科书，我对历史知之甚少，只知道周老圩子
是个地主庄园，却不知道这是周盛波、周盛传
的发祥地，更不知道，周家兄弟在天津竟有甚
高威望。 直到后来，我才知周家兄弟的部分史
实。 周家兄弟跟随李鸿章从合肥起兵，分别充
任“盛字营”、“传字营”亲兵哨官。同治九年，周
盛传所部盛军 9000 余人调往京津屯卫畿辅。
防卫之余，以所部兵士兴建大沽、北塘炮台及
其附属各项水利工程。 周家兄弟开拓小站垦
区， 一改昔日盐碱荒滩而为富饶的北国江南、
鱼米之乡。 李鸿章在自己麾下的各营中，最看
重周家兄弟的人品，每当战事危急，周家军必
护佑其左右。周盛波功成之后，不念功名，反复
辞官，回到周家圩子侍奉在堂老母。老母去世，
周盛传奔丧回家， 在亡母灵前，“日伏苫次，哀
痛过甚，以致牵发旧伤，创痕迸裂，呕血数升”
而竟亡去。 后人在今日的津南小站，设有纪念
周盛波、周盛传兄弟的两座祠堂。 今天老天津

中，有合肥方言者，必肥西之后裔。
我在农兴就读一年高中，班上有一同学姓

周，我不知他是不是周家后裔。 但此时他也是
家境困顿，像大多数农家同学一样，每周带一
大瓷缸咸小菜，以此伴饭下咽。他家离校近，一
般周三回家再讨一缸来，以济周四、周五就已
没菜的同学。 可以说全班大多同学中，没吃过
他菜的极少。老周为人之豪爽，为全班所共仰，
凡班上同学有疑难急事的，只要找到他，他都
想方设法去帮助解决。 现在想来，这些义气或
许有遗传的因子。 但就是这位老周同学，曾与
另一欺负他的富家子弟打了全校闻名的一架。
原因是，这一富家子看到老周的咸菜，冷嘲热
讽，言激之下，一口吐沫吐在上面。老周二话不
说，上去就是一拳，还打了他几个嘴巴。老周后
来因这一架被取消预考资格，也就剥夺了高考
的权利。但同学聚会，忆及往事，大伙儿对老周
这一架都激赏有加，说老周“有种”。

淮军的主要兵员构成为合肥西乡与合肥
南乡，西乡之范围大约今天合肥、上派镇之西
的山南、农兴、官亭、小庙、南岗、高刘、将军岭
等镇，及长丰、寿县部分，今天的六安椿树、双
河、张店、三十铺、东桥等地应都是西乡的范
围，地形上是江淮分水岭地带，历史上向来贫
瘠之地。 但这块贫瘠土地上，却走出了一批杰
出之才，在近代史上闪闪发光。

冬日，我登紫蓬山顶，瞭望脚下的土地，刘
铭传、周盛波、张树声、村上的老范、同学老周，
这些影像竟纷至我的脑间，古今不分。 冬日静
谧，我在寒风中思考，究竟是什么成就了刘铭
传、张树声、周盛传兄弟，时代风云际会可算是
天时， 但合肥西乡民众的勤俭与勇于吃苦耐
劳、义气干云正是很重要的方面。 能够青史留
名，绝不是出于偶然。他们成功的背后，站着一
大批像老范、老周这样的我乡百姓。 作为合肥
西乡的一员，我有理由为他们骄傲，也值得为
普通的他们留下一段文字。

临窗看三河

■ 万家阳

一直都认为，三河这个因水而建的小镇，是不适合在熙
熙攘攘的人群裹挟下浏览的。它比较适合煮一杯清茗，临窗
而坐，细细品味。 可以把一杯浓茶，一直品到淡如白水。

古镇位于故乡东南一隅，因丰乐河、杭埠河、小南河交
汇而得名，在二千年时光的洗礼中，在这里静静地等着远方
的商贾，从容地看着南来北往的商客。 经历了繁华与风霜，
甚至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它都是从容应对，岁月的荣枯在
这里自然而恬静，颇有些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情怀。小镇居
民沿着祖先的生活足迹， 过着平凡的生活， 享受闲散的阳
光。 即使是 1991 年夏季那场百年不遇的洪灾，让古朴的小
镇遭受了灭顶之灾，许多古旧的残存也都因此消失殆尽，但
洪水消退后，人们依旧是平和安稳。 之后，小镇又如菩提修
炼般恢复了过往的安宁。

我小的时候，大人们去赶集时常说“下三（sang）河”，给
我以无限的想象，三河在哪？ 是不是像天上的街市？ 成年之
前，我始终没有机会去，虽然三河离我所居的村庄不过十几
里路。 因此，三河在我心中，似乎与人们经常提到的另一城
市“扬州”齐名。 “烟花三月下扬州”，虽然让人神往，但古语
又云“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可见一般的人可能很难真
正实现“下扬州”。但去“下三河”却是真实的，我在大人们从
三河回来的精彩故事中，对那里有了更多的想象。感觉三河
街就像是清明上河图中的场景，有繁华的街市，诱人的米粉
小吃，古朴的建筑，还有水一样的船娘。她们轻摇小桨，划过
一条又一条弯弯的小河，荡过一座又一座古朴的石桥。

背起简单的行囊， 踏在经历两千多年历史打磨的青石
板上，走在三河的深巷里，流连的时光似乎在这里舍不得剪
裁， 仍保留这三河曾有的缠绵与温馨。 在三河深巷的秋风
里，聆听着古老的传说，远方来的你，会毫不拘束地融入这
里，丝毫不觉得自己是天涯过客。

三河的小巷里，走进的是天南地北的游客，走出的是历
史的伟人。那些行色匆匆的商贾，怀揣梦想，走出水乡，留下
深院里家眷，依窗临望。弱水三千、只取一瓢，这座不大的小
镇，因水而有了特别的灵气，诞生了许多不凡名人。 这里有
著名实业家董寅初的故居，三重院落，传承传统的徽州建筑
风格，你可以从中读出儒商的不凡情怀，他们爱国、敬业、厚
德。 在名人杨振宁的祖宅，粉墙黛瓦的明清风格宅院中，记
载的不仅是一位科学伟人拼搏奋斗、孜孜以求的成功之路，
更是一个海外游子风雨兼程、魂系故土的赤子之心。

三河多巷，这里的巷子与江南小镇巷子相比，似乎少一些
柔媚，多一份明快的生活气息，仿佛昔日一声铲刀磨剪的吆喝
声至今仍回荡在深深的小巷里。走在三河街悠长的石巷，脚下
青石里的故事也在行走的脚步里继续演绎，有叹息，有悲伤，
也有欢声和笑语。皖风徽韵在这里依旧可以寻出它的踪迹，抬
望眼，老街两旁的商铺商号，依然是曾经的张王李赵。

三河多水，桥自然也就多了。 跨越河面上的石桥，形如
江南园林的拱门。有缘人跨过此岸与彼岸，河两岸的居民也
因桥而结缘，桥是路的红娘，桥也是心缘的纽扣。 此岸与彼
岸原来是如是接近，也不过是一座桥的距离。 承接肥西、庐
江、舒城三县的三县桥，依然古朴，虽没有二十四桥明月夜
中玉人教吹箫的浪漫，但立于桥上，也可以听到“狗吠深巷
中，鸡鸣桑树巅”，处处充满着生活的气息。

三河的空气里透着懒慵的气息，花看水影，竹看月影，一
切都在微澜处宁静着。 走在三河的大街小巷，即使是在最繁
花的市场，也极难听到大声吆喝的叫卖声，很难看到那种让
客人无法消受的店家的热情。走在三河，似在云水间。蒙蒙的
细雨中。我和几位友人漫步于河岸，行走在青石街，听导游讲
三河的故事。 “细雨闲开卷，微风独弄琴”，慵懒的午后，煮一
杯清茗，坐在窗前，听一段当地庐州戏的清唱，静静地看那春
日的雨丝，或是一卷在手，心无旁骛。脚下或许还会有一只盘
身而卧的懒猫，与你一起沉醉在三河的古朴恬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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