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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文学讲好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 刘振

最近， 百花文艺出版社推出中
国首部生态文学年度选本；近几年，
阿来、陈应松、张炜等知名作家纷纷
投身生态小说创作； 去年，“生态文
学”第一次写入中国作协工作报告。
一股生态文学的热潮已经悄然而至。

生态建设，文学能有何为？ 一批
优秀作家以笔为帜， 以创作精品作
答。陈应松的长篇小说《森林沉默》堪
称其神农架系列小说的集大成之作；
阿来的“山珍三部曲”持续关注藏区
生态如何面对时代挑战；张炜的《我
的原野盛宴》展现了胶东半岛的自然
生机与天人合一的意趣； 迟子建的
《候鸟的勇敢》将底层人民的温情故
事与生态环境的守护实践融合得丝

丝入扣。 他们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
向原野大地、山川物候，以故事形式
来讲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激
发人们尊重自然、敬畏生命的意识，
将生态的重建寄予人心的重建。

越来越多的优秀作家， 以更宏
大的视野审视人的生存及其与自然

万物的关系。 有意思的是，这些年很
多作家有意疏远都市，到乡村和边地
生活，在自然中徜徉思索，以一草一
木搭建自己的文学“小庙”，构筑一方
精神家园。作家陈应松说，“脚上没有
泥巴的人， 无法建构自己的文学大
地。 ”身体力行、身入心入，他们笔下
的自然不是风花雪月的怡情、猫狗虫
鱼的安慰，而是接续“道法自然”的传
统人文情怀，内含真切的痛感与深沉
的思考。走出书斋、扎根大地，真正热
爱自然、践行生态理念，才能奉献出
有审美和思想价值的生态文学精品。

文学是现实的回响， 生态文学
的出现适逢其时。 但也得承认，今天

传统严肃文学尚且被边缘化，生态文
学会不会也曲高和寡？ 在图像、视频
传播大行其道的时代，作家笔下的自
然应散发怎样的独特魅力？ 除了回
归天人合一传统理念，生态文学如何
对接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步伐？
回答好这些问题，这种文学样态才能
在更多读者心中生根。 显然，今天的
生态文学，不是简单地提倡回归原始
生活，不是传统的寄情山水、托物言
志， 其视野应包括更宏大的当下政
治、经济、科技现实。作家在回归自然
的生活态度外，要走进生态建设的广
阔实践，进入环境保护的火热现场，
直面生态保护和治理的难题，从更高
维度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作品才更
有深度、广度、温度，更能引发现代人
的共鸣。

文学的作用是潜移默化的，生
态文学不能直接改变生态现状，但能
改变人的思维和观念，甚至能改变人
的生活方式。《寂静的春天》推动人类
现代环境保护运动风起青萍，《伐木
者醒来》肇始了当代中国森林保护观
念先行。 前些年，韩少功隐居湖南汨
罗乡下写出《进步的回退》，则身体力
行一种物质简朴、精神丰盈的生活。
如今，用文学讲好“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成为很多作家努力的方向。
诗意勃发中有怎样的观察思考？ 万
物兴歇中蕴含着怎样的精神信仰？
叩问人性后激发出怎样的现实改变？
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春走新安江
■ 张恒

上船的时候是有雾的。薄雾，氤
氲在江面， 飘浮在山腰。 雾气弥漫
间，江面显得宽阔，两边的山麓似乎
是江的一部分。近处的雾，闻得到其
中幽幽的水汽味， 带着浓浓的青气
和微微的腥气，这是新安江的味道。
远处的雾丝丝缕缕横在江面上，像
桥， 人若爬上去就能从江这边走到
江那边。雾缠绕在山腰，山头便像悬
空在天上，疑是仙境。 雾铺在江面，
江心岛便有了海市蜃楼的意象。

新安江的雾是青的，又是白的。
青与白不断融合、转换，是阳光催化
了这转换。金灿灿的光束绕着绕着，
雾丝便被绕没了，江面渐渐白起来，
山峰渐渐亮起来。

这是春天的新安江。雾气一散，
两岸的山峦便靠过来， 江面于是显
得狭窄。一座座山仿佛就在眼前，伸
手可触，用视线去量却又觉得远。临
江的岩壁仿佛伸到了船边， 可一个
拐弯，就避在了身后。 山峦绵延，苍
翠馥郁， 倒映在水中就像是一幅浸
染了诗意的水墨丹青。

江水清得透亮， 仿佛能看得见
千年往事。 “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
人”，“洞彻随深浅，皎镜无冬春。 千
仞写乔树，百丈见游鳞。”写的是景，
写的更是情。当年，诗人孟浩然和沈
约一定是看到这样清澈的新安江而
激发诗情的。

水清，自然风景秀丽。我从新安
江至清至碧的水中， 读出了两岸钟
灵毓秀、曼妙婉约的诗情画意。新安
江从古徽州的历史深处逶迤而来，
流淌出无数优美的词句诗篇。 这些
词句诗篇化作蕴含生态禀赋的烟雨
迷雾，浸润着两岸的山，浸润着四周
的水，恩泽一方百姓。

阳光正好。两岸群山连绵，毓林

繁茂。青颜绿色中，一簇簇杜鹃花如
同一片片红霞，落在树梢上被缠住，
在微风中摇摆着花瓣儿想要挣脱。
悬崖峭壁上的杜鹃，像一面旗帜，挑
着山的时空，摇着春的指向，飘着花
的芳香和水的幽香。飞鸟掠过江面，
清脆的鸣叫声落到江里立即被波浪
溶解，转而又变成拍打船舷的水花。
鸟落山中， 人的视线也跟着落在了
山中。 山中有白墙黛瓦的徽州老屋
临江而落，山花簇拥，绿树四合。 屋
后有瀑布， 门前有晒衣， 竹侧有菜
园，宛若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

船渐行，江渐宽，风大了起来。这
里的风都带有徽州人的性格，刚才还
是温文尔雅的江南女子，举手投足都
是轻盈的，一颦一笑都是亲和的。 而
这会儿，阵阵江风则如徽州老街上顽
皮的孩子，时不时惹你一下，戳你一
下。梳着再漂亮的头发他也给你吹乱
了， 仿佛想看你披头散发的样子；穿
着再整齐的衣服他也给你扯开了，仿
佛想瞧你衣衫不整的窘态。叫你喜也
不是，恼也不是，没了脾气。 当然，这
些顽皮的孩子不仅撩人，也撩其他风
物。 江面的浪被他们卷得像田垄，江
边的树被他们摇得直晃动，滩涂上的
草被他们推来搡去无所适从，游船上
的遮阳伞和窗户帘则被他们拍打得
嘶嘶叫、呼呼响。

不知这风若再大些是什么样子？
怕只有那些正在江心打鱼的徽州汉
子知晓，再大的风，他们也敢撑杆撒
网；再大的浪，他们也敢挺立船头。

新安江以“水至清，风至凉，雾
至奇”三绝闻名，吸引着古往今来无
数人。更有李白、孟浩然、谢灵运、陆
游、 黄公望诸多文人墨客留下许多
诗画。 当代作家郁达夫感叹：“新安
江水碧悠悠，两岸人家散若舟。几夜
屯溪桥下梦，断肠春色似扬州。”这，
说得一点不为过。

《安徽日报》七十岁
———我的点滴回忆

■ 王鸿

今年是《安徽日报》创刊 70 周年。 俗话
说“人活七十古来稀”，而作为一张报纸，却
是常办常新的。 因此，报纸是棵常青树。

报纸是人办的。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
新人换旧人。《安徽日报》虽然没有《人民日
报》《解放日报》《新华日报》那样资深历长，
但它的领办者都来自革命根据地。 它的第
一任总编辑欧远方，第一任副总编辑沈育，
分别来自新中国成立前创办的《皖北日报》
和《皖南日报》；不少业务骨干也都是经过
革命根据地锻炼的新闻工作者。 目前仍健
在的已 98 岁高龄的吕式毅老先生，就是在
淮海战役期间投笔从戎的大二学生。 他还
清楚地记得，当年参加创办《安徽日报》时，
他与其他三位编辑挤在一间约 10 平方米
的房间编写稿件的情景；更令他难忘的是，
编辑室的门就是他晚上睡觉的床板。 凡此
种种， 都充分反映出当年开拓者们所铸就
的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 不畏艰苦的奋斗
精神和无私奉献的敬业精神。 这些精神财
富，被一代代报人传承下来，成为我们的宝
贵基因。

《安徽日报》是一本大书，它不仅忠实
记录着安徽全省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
史， 而且也是鼓舞全省人民奋进的舆论力
量。翻开这本大书，能看到全省各个时期的
新成就和新亮点， 能听到全省各行各业前
进的号角与呼声。 在《安徽日报》的办报史

上，就有一张永远值得纪念的报纸，因受到
毛主席的赞扬，被收录进《毛泽东书信集》。
那是 1958 年 1 月 10 日的《安徽日报》。 毛
主席在给时任广西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
省长韦国清的信中写道：“送上几份地方报
纸，各有特点，是比较编得好的，较为引人
看，内容也不错，供你们参考。 ”信中还特别
指出：“一张省报， 对于全省工作， 全体人
民，有极大的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
作用。 ”毛主席所送的“几份地方报纸”中，
就有《安徽日报》的这一张。

我于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 、90 年代初
期 ，两次调进安徽日报社 ，无论从年龄或
从业经历上讲 ， 都只能算是半路出家的
“和尚”，是怀着敬畏的心情走进这座全省
最大的办报 “殿堂”。 两次相加历时十来
年，我是在学习中工作、在工作中学习的，
特别是在全国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见证了
报社同仁们的奋进实践，并分享着大家共
创辉煌的喜悦。 1999 年出版的安徽省《新
闻志》， 把安徽日报社这一时期业绩记入
了史册。 现摘录一段与大家分享：“在邓小
平巡视南方发表重要讲话后，安徽日报社
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于 1992 年 4 月 1 日实
现激光照排、胶版印刷，告别铅与火，报纸
面貌一新。 接着又相继推出《安徽日报扩
大版 》 《安徽日报特刊 》 《安徽日报周末
版》；创办 12 年的《文摘周刊》扩为 4 开 8
版；《新安晚报》 创刊……1994 年元月起，
《安徽日报 》扩为 8 版 ，扩版后的 《安徽日

报 》增加了信息量 ，增强了权威性 、指导
性、可读性，贴近生活 、贴近群众 ，充分发
挥党报优势。 分别于周二、周四、周六刊出
的 《经济特刊》《生活特刊》《周末特刊》在
全国报纸中独具一格，深受读者欢迎。 ”同
时还记载 ：“在 1994 年 10 月举行的华东
地区报纸质量评比中，《安徽日报》以总分
98 分荣获优秀报纸一等奖；《文摘周刊》被
评为全国百家优秀报刊。 ”此外，《中国新
闻年鉴 》还记载了 《安徽日报 》于 1996 年
获得 “全国省级党报编校质量优胜奖”的
业绩。 这都是安徽日报历史中的荣耀！

办报是一项事业 ， 也是一个系统工
程。 历史的经验证明：办好报纸必须办好
报社；反过来说，只有把报社办好了，才能
保证办报事业的健康发展。 安徽日报社自
1992 年初在邓公南方谈话的指引下，加快
了管理体制的改革步伐， 在报社党组领导
下，组建了经营管理委员会，与原有的编辑
委员会平行，一个抓办报，一个抓经营，实
施“两个轮子一齐转”，实现了报社由单一
办报型向办报经营型的转变。 为补上经营
这条“短腿”，又新成立两个职能部门：一是
将广告科升格为广告处，改变过去“姜太公
钓鱼” 式的被动工作方式， 积极扩大广告
源；二是新建经营管理处，积极开发与报业
相关的经营项目，壮大报社的经济实力。同
时， 从采编部门抽调懂经营会管理的人员
充实到广告处和经营管理处。 仅用一年时
间即实现广告收入翻番，数年之后成绩更

加可观：在 1992 年广告收入 200 万元的基
数上，猛增至 1996 年的 3000 多万元，加上
报纸扩版 ，《新安晚报 》创刊 ，报社印刷厂
代印在皖发行的 《人民日报》《参考消息》
《法制日报》及省直和地市部分报纸，使报
社的总利润成倍增加，也促成了报社财政
体制由“差额补贴”向“自收自支”的转变。
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报社原来的经济拮
据状况迅速改观，加上“安居工程”的实施
和“文明创建活动”的开展，使大家享受到
“安居乐业”的惬意，更加激发出开创事业
的积极性。 功夫不负勤奋的人，由于全社
员工齐心发力，安徽日报社于 1998 年被评
为“全国地方报社管理先进单位”，并受到
国家新闻出版署通报表彰。

党的十八大以来，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 全国各行各业都在
为祖国伟大复兴建功立业， 安徽日报社也
有了长足进步。 以安徽日报社为龙头组建
的安徽日报报业集团， 现已发展为拥有 9
报 2 刊 5 网站的报业集团。 在纪念《安徽日
报》创刊 70 周年之际，回顾过去展望未来，
我们更应向七十岁的《安徽日报》致敬！

夯歌嘹亮
■ 刘峰

我常常忍不住面朝故乡眺望， 在那一
方热土，曾响起一段段雄浑苍凉的夯歌，一
群群汉子手挽夯具，仿佛一组组青铜雕塑，
呈现出原始而粗犷的力之美。

未走出乡关之前的那个寒冬， 当天色
刚刚泛青，从村头的槐树底下，传来一串钟
声，随着晨鸟哇哇惊飞，从喇叭里传来一个
好消息： 今冬河水断流， 村部决定战天斗
地，修建一座水库，彻底解决困扰几代人的
旱涝问题。

天寒地冻，烟水苍茫。一条长长的队伍
向三十里外的河野出发， 只见呵出的雾气
腾腾，铁制的工具在冬阳下闪闪发亮。到了
水利工地，这支沉默的队伍，立刻进入战斗
状态，挥舞工具冲进了红蓼丛生的河滩，形
成一股股滚滚的激流。

红红野蓼，遍地丛生，直接天际，犹若
一簇簇静静燃烧的野火。 风，呼啸而过，肆
虐、凄厉、张扬。这里曾是一片古战场，流水

潺潺，沉寂千年。没曾想到，在这个冬天，在
这片红蓼滩，这一群人要将这一切截断，一
改靠天吃饭的历史！

一月有余，水库渐渐成型。站在坝顶俯
望，只见坝底又深又空，在水库底部劳动的
人，只是一个个移动的黑点。 一声声号子，
在壁间冲撞、叠加、放大，夹杂激昂的歌曲，
振聋发聩，令人血脉喷张。

沿着斜斜长长的台阶步入水库底部，仰
望坝上，又是另一番景象：巨龙似的大坝之
上，数不清的旗帜在风中招展，蔚为壮观。以
青苍的天、赭黄的坝、鲜红的旗为背景，这一
群群黢黑精壮的汉子，一边扯起嗓子吼着夯
歌，一边挽起铁索，将一具具圆形的磐石扯
向空中，重重夯下。砸向堤坝的一扇扇巨石，
刹那间发出沉重的闷响。 各种声响交错重

叠，此起彼伏，势若雷霆，声似战鼓。
夯土，是一桩力气活，考验着人们的爆

发力、凝聚力、持久力。尽管寒风呼啸，天阴
沉欲雪，但眼前铁打的汉子们，一个个汗流
浃背，不少人索性脱掉棉袄，赤膊上阵，祼
露生铁般的肌腱，灰尘裹身，汗滴成盐。 站
在广漠的天与地之间， 仿佛一群群直问苍
神、敢于移山的愚公。

为了让夯土更有节奏感，更有协调性，
也更有鼓舞力，他们随着一扯一放的动作，
抑扬顿挫地吼起了夯歌，“扯起铁索哟，用
力夯/砸下巨石哟， 土里钻/压实大坝哟，抗
涝旱/夺取胜利哟，好儿男。 ”夯声，合着夯
歌，响彻荒野，被寒风吹彻，飏得很远很远！

父亲与同伴们热火朝天地夯土， 仿佛
一群筚路蓝缕的先民在荒野舞蹈。起先，八

个男人手挽铁索，围成一个圆圈，面对千斤
重的圆形磐石弯着腰， 随着领头的人尖着
嗓子吼起前半句，一刹那，所有的人闪电般
地转过身， 背起乌梢蛇似的铁索， 用力一
扯；随着后半句齐齐吼起，巨石顿时腾空而
起，尔后，大家又猛地转身松开，任凭巨石
轰地夯下，腾起一阵尘烟。 紧接下来，夯歌
又吼，巨石再起，周而复始。

一天吼下来，父亲的嗓子嘶哑了，仿佛要
冒烟起火，一收工，他回到窝棚，舀起一瓢凉
水，猛灌一气，第二天再接着吼。 一围宽长的
巨坝，就是靠这一句句夯歌，这一石石起落，
这一身身血汗，让来年的春天，水库扬起了清
波，从此风调雨顺，灌溉万顷良田。

多年以后，走出乡关的我，见证了无数气
势磅礴的现代化机械参与的劳动场景。 但每
一次，我总忍不住想起当年父辈们的号子。

那劳动的号子、 远逝的夯歌为什么如
此动人？它最直观地展现了团结协作、改天
换地的精神，成为生活主人翁后，人们为了
改变命运，爆发了怎样的血性和豪情！

云端飞村木梨硔
■ 汪红兴

在皖南新安江源头， 有这样一个奇特
而古老的村落： 它像是个遗世独立的山中
隐士，站在近千米的高山山腰，这一站就是
400 多年，默默无闻，与世无争。

近十年间， 南来北往的游客发现了这
一处古朴宁静， 它逐渐成了香饽饽、 网红
地。有人称它是“黄山第五绝”“连宫崎骏也
画不出的天空之城”，有人赞美它为“云端
飞村”“浮在云端上的村落”。

这个村， 奇在地形独特。 村子三面悬
空， 一面连着更高的苦竹尖。 三侧危崖耸
立，竹海簇拥，松树相间，高低起伏。 30 来
户人家就住在山脊上，粉墙黛瓦的房屋，依
山而建，你连着我，我挨着你，阶梯状地有
序分布，像是一架横放在天地之间的钢琴，
奏出大自然最美的天籁。

这里最出名的是云海。四周层峦叠嶂，
连绵起伏，植被茂密，水汽充足，山村每年
有百余天的云海。每逢雨后初晴，湛蓝色的
天空下， 气势壮阔的云海绵延浙水大峡谷

百余里，汹涌澎湃，波澜壮阔，全村被云海
包裹着，随着乳白色的云海时浮时沉，村子
时隐时现，像是挂在云海之上。伫立对面的
观景台远眺村庄， 眼前简直就是一幅不加
任何人工雕饰的徽州山村水墨画， 千变万
幻，美轮美奂。

这个村庄就是木梨硔， 属黄山市休宁
县溪口镇。

硔者，深沟也。 当地村民将山上的树滑
下山而形成的深沟，谓之硔。 木梨硔三面深
沟，溪流环抱。 站在山脚下的严公坑桥仰望
村子，但见村子一角，村子似乎挂在了天上。

这里至今未通公路， 依旧停留在肩挑
手提时代。弯弯曲曲的村村通，将游客引至
半山腰停车场， 然后人需沿着陡峭的登山
步道往上爬，一步一个脚印，穿过茂密的竹
林，步行约半个多小时，方能抵达村子。

那株冠盖如云枝干遒劲的苦槠树，坚
守在村口已有数百年，虽历经风雨，依旧年
年吐绿，见证了村子的沧桑巨变。漫步村中
你会发现， 那些斑驳的墙体刻满了岁月的
烙印。

这里寸土寸金， 房屋密密匝匝，30 来
户人家沿村道，自然屈曲而成四层。环村的
石板路高低不平， 宽不盈米， 边上便是悬
崖。 聪明的村民在大门口用原木搭起 3 米
宽左右的晒台，既有效拓展了活动空间，还
可在此吃饭聊天。每到秋收时节，晒台上的
竹簟、竹匾里，晒满了金灿灿的稻谷、红艳
艳的辣椒、绿莹莹的绿豆等果实，一家连着
一家，成了乡村一道独特而亮丽的风景线。

徜徉村中，视野开阔，百余里群山万壑
尽收眼底，绿色的林海波澜起伏，幽幽的清
风沁人心脾。在这里，清晨可以掬一捧云海，

黄昏可以赏满天晚霞， 夜晚可以观闪烁繁
星，听飞瀑流泉声。这里远离喧嚣浮躁，人居
其中，自然静下心来。山村食材绿色无污染，
还可以品一品地道的农家米酒， 尝一尝竹
笋、马兰头、香椿等野菜，尽享美好慢时光。

村子通往外界有三条古道， 分别是严
公岭、下硔头岭、大凹岭。特别是近 10 公里
长的大凹岭古道， 可以通往邻近古村落祖
源村，一路山花烂漫，古木蓊郁，沿途找一
处高地便是观日出的好去处。 这里也还保
留着严池山庙、碉堡、古亭等遗址，叙述着
峥嵘岁月的红色故事。

十年间，木梨硔这个一度濒临消失的贫
困村空巢村， 正是借助奇特的山中美景，搭
乘上时代前行的列车，被列入中国传统村落
名录。 当地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业，外出务工
的村民纷纷返乡创业，办起了 30 多家民宿，
每年接待游客十几万人，成了远近闻名的富
裕村，成为黄山大地乡村振兴的典范之一。

“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
悦，不堪持赠君。 ”木梨硔之美，唯有亲自来
看，才可真正品味。

正确舆论保国泰
———贺《安徽日报》创刊 70周年

杨多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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