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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时空的对话
长篇报告文学《新山乡巨变》节选

■ 余艳

虽说是冬天，普山普岭，还是满眼的青

翠。一连开一两个月的白洁的茶子花，好像

点缀在青松翠竹间的闪烁的细瘦的残雪。

林里和山边，到处发散着落花、青草、朽叶和

泥土的混合的潮湿的气味。（《山乡巨变》）

60年多前，著名作家周立波以生动笔墨

演绎了叫清溪村的地方，这片充满乡土乡

愁、激荡改革风云的乐土，因农业合作化运

动，发生翻天覆地的山乡巨变。

转眼一甲子，今天这个“丘陵乡”，在充

满文化底蕴和奋发向上的热土上，“清溪人”

追求卓越、锐意改革，掀起了繁荣发展的浪

潮，走过了脱贫攻坚，正走向乡村振兴，成为

中华大地上新山乡巨变的一个缩影。

这个原名邓石桥村的小山乡，是周立波的

出生地，也是他的还乡居。他自小在这里长大，

是朴实忠厚、人见人爱的乡里伢子。乡亲们亲

切地唤他凤老三、凤三蛮子、立波胡子……

十年归根返本回家乡，周立波住土屋、

干农活。一口益阳土话、一双旧解放鞋。走

到哪儿，洗得发白的中山装上，都系条蓝布

围巾。扎脚勒手下田，汗趴水流挑担，与人

民和土地“巴皮冾肉”，以一个“传统农民”的

身份参与农业合作化全过程。再以乡人乡

音下笔入书，挑灯夜战描绘家乡巨变。

只因为深扎十年，周立波写出《山乡巨

变》《山那面人家》等一批佳作，极具文采的

他，被誉为描写农村生活的“四大名旦”和

“四杆铁笔”。

正因为作品的强大思想穿透力和独特

艺术感染力，不止在文学上，在各行各业，都

以精神动力，推动着家乡变化。

又因为艺术再现新中国农村从传统生

活走向现代起点的风云激荡，将家乡人民所

承载的奋斗与憧憬浓缩于笔端，成为一个时

代的文学象征。

曾经的十年，立波先生在今天的“大清

溪”上走，一长串踏实的足迹，为这位伟大作

家留印作证：

1954年夏，回邓石桥乡楠木塘乡和邓石

桥村（现清溪村）；

1955年9月到1958年8月，住桃花仑乡

竹山湾村和大海塘、瓦窑坡；

1961年春，住邓石桥公社；

1962 年冬到 1963 年春，住邓石桥公社

清溪村；

1963 年秋到 1964 年初，住迎风桥公社

民主二队……

“不止不止，哪止这几个地方……”

周萼梅是周立波的堂弟加挚友，95岁高

龄，他拿着亲手画的手绘图，图上足有30处

标注，是当年他陪周立波走过的地方。再叫

来彭玉霞和郭玉堂，三位上90岁的老人，都

是《山乡巨变》里的人物原型。他们与周立

波的一段交集、一串故事，温润了他们的一

生，成了最美好的生命记忆和历史见证。

耳聪目明、身体尚健的周萼梅喃喃自

语：他从未离开过，他一直都在……

郭玉堂也说：不同时空也好，并肩走着

也罢，我们再陪他走走，就像当年陪他走村

串户一样。

“我晓得，先生做梦都想回来……”彭玉

霞老人哽咽的话语。

“会回的，搭乘时光机，先生穿梭而来。”作

家裴建平一番畅想，再回清溪，他当住别墅、开

智能手机，玩转APP远程指挥。再干活，他一

定是‘职业农民’参与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了。”

天上地上，一场隔空对话；过去今天，看

家乡新变化。2021 年11月初的一天，正是

茶子花开，芬芳四溢的时节，天地间有了朗

朗回声——

新时代的家乡变成什么样了？

“听到了，是立波胡子的问话。”郭玉堂

竖起耳朵细听的时候，大家站在故居对面的

陈树坡上，这里能俯瞰整个清溪村。

房子是清一色的青瓦坡屋顶、灰白搭子

墙、腰檐平开门、胡桃花格窗；

人行道旁、农家房前屋后，种的都是紫

薇、桂花、楠木之类的景观树；

印象广场、清溪长廊、非遗展馆、立波梨

园、清溪剧院、立波小街、荷塘月色，全是网

红打卡地。

恍如隔世，周立波从田里上来，腿上的

泥巴还没来得及洗，高高挽起的裤腿还没来

得及放，就与吸旱烟的、挑粪箕的乡亲谈笑

风生。曾经一同陪伴周立波当年体验生活

的三位老人，最先听到一个声音：“认不得

啦，认不得啦！家乡的变化太大了。”

我要经我手把清溪乡打扮起来，美化起

来，使它变成一座美丽的花园……到时候，

请你回来赏香花、尝果子。（《山乡巨变》）

清溪村支书贺志昂脱口能背《山乡巨

变》的金段。“现在的‘香花’‘果子’是旅游胜

地、是智慧乡村。先生啊，今日家乡比您在

《山乡巨变》中描绘的蓝图还要美！希望的

田野、清秀俊美的故乡依旧，农业农村现代

化的蝶变却已悄然发生。他再来段顺口溜：

稻田翻金浪，莲藕满池塘；浅水观鱼跃，

山林飘果香；路灯太阳能，居住小洋房；设施

现代化，智能普山乡。

还指着中轴线两边——

那边，天上有无人植保机来回穿梭，田

野路旁，摄像头、传感器带着浓浓的“科技范

儿”一派繁忙。巨变的山乡，无数小村落，智

慧小乡村，智能化成果像一个个成熟的果子

挂满了枝头。这里，农户只要轻轻一点手机

APP，就能打开蔬菜基地喷头，让每一棵青

菜“喝个痛快”。水的pH值是否正常，鱼塘有

没有缺氧，需不需要投食？也只要打开手机

“益村”平台，就能查看并完成远程调控。

那百亩渔场变稻虾养殖，原来6人还管

不过来，现在1名工人还能兼顾其他。每块

地都是360度可旋转高清摄像头监管，可拉

近看虾的生长情况。相当于装上了千里眼、

顺风耳、跳跳板，如同新增了三头六臂！

作家刘益希感慨：当年先生深扎故乡，

参与着、见证着、记录着那场巨变。如今，虽

是不同的时代，但相同的奋斗、共同的热爱，

让我们从不同的乡村振兴中遥相“对话”，品

味两次巨变下，一个中国山乡的精神传承。

贺志昂站直了，与先生对话——

“您知道啵，湖南原省委书记张春贤来

这里视察，给家乡的赞誉——山乡巨变第一

村！60多年来，大清溪的发展，从未离开过

您留下的精神遗产。您的文字滋润着这片

山水，您的精神，如一束精神火炬，引领激励

家乡人民奋发图强。您当年为家乡、为人民

写下《山乡巨变》，今天，家乡和人民正励精

图治续写新的山乡巨变！”

——好啊，时代美家乡美，家乡好百姓

好，我放心呢。

人民群众都过得好、平安幸福了？

抵达大码头对岸的大渡口时，天上下起

了小雨。“大渡口到清溪乡，当年有近20里

山坡泥巴路，先生常走。路过经过，他看得

细，写得更细。”

资江水落了。平静的河水清得发绿，清

得可爱。一只横河划子，装满了乘客，艄公左

手挽桨，右手用篙子在水肚里一点，把船撑

开，掉转船身，往对岸荡去。（《山乡巨变》）

郭玉堂是《山乡巨变》中余家杰的原型。

在农业合作化初期，益阳县农村工作部成立农

村工作组，领导并社升级。由郭玉堂任组长，

周萼梅、彭玉霞任副组长。后来，“堂、霞”俩人

的地下恋情，没逃过周立波的“法眼”，被他在

小说中公开，成了两人共同的美好记忆。

如今，当年的三人组合又重聚在一起，

彭玉霞回忆：“那时，他脸上总挂着微笑，半

旧的中山装口袋里总有一支笔、一把牙刷。

他为人低调，每次开会总坐在角落的不显眼

处，光听人家讲，几乎不发言。当时，村民常

把周立波当领导请他讲话，他总摇头。把自

己当普通人，真实地沉入群众中。只记些东

西放进口袋，没有一点大干部架子。”

“彭玉霞能成为周立波笔下邓秀梅的原

型，也是情理之中。”郭玉堂回忆，起初，初级社

转高级社，转得并不顺利。刚刚经过土改，分

到土地的农民，想不通为什么又将土地交到集

体。靠坚强的毅力、细致的耐心，彭玉霞慢慢

打开局面。周立波对这个女干部的了解，主要

来自有时开会和一起工作时的细致观察。小说

中多次写到她组织群众开会、去农民家做思想

工作，基本上都是当时真实情景的再现……

“当年，凤翔哥常从大码头渡江而来，在

此处察看水情。之后，再步行5里走穿山近

路，到清溪村。”周萼梅回忆，“交通不发达

哦，就靠步行和坐船，周立波走遍了山乡。

现在，横河划子成了稀罕物。我和玉堂当年

陪他，解放鞋都跑坏好多双。”

记得那是1954年五六月间，连续暴雨，

资江上游山洪暴发，两岸百姓深受水灾之

苦。一天早饭后，周萼梅陪同益阳市委张书

记和周立波到资江南岸察看灾情。那天，东

西南北四方水全上来了，乡、村干部曾福堂和

潘四喜带领村民在齐腰深的洪水中抢收尚未

完全成熟的稻谷。只见周立波立即脱下鞋子，

跳入水中将割下的禾把一抱一抱地搂到高处

的田塍上。同去的人也跟着下水与洪水争

粮。抢了个把钟头，周立波才一身泥水地上田。

“周立波是北京来的大官，是大作家。

不仅和群众一起泥里水里，还往深处解决问

题。我亲耳听到一路上他跟张书记提议一定

要治理好水患。他深情地说：民间传言，‘资

江河里有个鬼，三点麻雨子涨河水’。这说明

一年中有一段时间易涨易退的山洪成为心腹

之患啊！如何才能为老百姓排忧解难呢？张

书记接话说：市里和有关部门研究过多次，我

们这里粟公港河边急需修建防洪大堤，建个

相适应的排水大闸，问题就可能解决了。”

“后来，问题真解决了，‘水怪’再不来侵

扰百姓。”

体恤普通百姓，真诚为他们排忧解难。

一个真正的党的干部、人民的作家，让我们

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人民不会忘记！潘四喜就记了一辈子。

曾经与周立波共同战斗过的金银山村党

总支书记潘四喜感激地说：“我是当年的村干

部、后来的市人大代表，周立波教会了我怎样

为人、为民，做人、做事。从周立波身上学到的，

我全用在服务群众上。”他带领纸箱厂、包装厂、

兽药厂等几十家村办企业，让金银山村成最早

跨入湖南省亿元村行列的三个村之一。

周立波何止激励了书中原型？“亭面糊”

儿子、曾四喜孙子，大清溪一代代子孙，都在

一种精神的引领下，拼搏奋发建设家乡。

车上了大堤，堤身如城墙般厚，还布满

“卫兵”似的摄像头、相隔不远的“铁匣子”，

一并站岗放哨。那是大规模雨情水情监控

和视频全天候管控，创造了信息化管理监视

水情的全国先例。近些年遇上54年来的最

大冬汛，这里都胸有成竹，实时掌控，从容应

对。老百姓啊，再没有天灾人祸的侵扰。

周萼梅对着远方大声说：

60多年过去了，凤翔哥，您知道老百姓

怎么念您？“我们搭帮他”“他始终在”“永远

不会忘记他”“他从未走远”……您的《山乡

巨变》成了永远的文化名片；您的家乡成为

乡村振兴的崭新地标；您的为国为民情怀成

了推动和改变家乡的精神力量。现在，家乡

全面好了，百姓全都富了，您放心啊……

——这就好！百姓幸福安宁是硬道理，

他们有精气神，家乡才有真变化。

今天的干部、作家都下基层了吗？

记得在大海塘乡，我住在乡政府，帮助

建了一个初级社，这样一来，对各个阶层的

农民对于合作化的态度，才有了比较细致的

了解。（周立波《创作谈》）

“周立波当年回到久别重逢的乡亲们中间，

非常快乐。”郭玉堂说，“他担任互助合作委员

会副主任。有段时间，我就陪他在那里建社。”

安家后，周立波全身心投入工作。他在

乡人民政府所在祠堂的木板房里，开了一个

铺（床）。每次开会凳子不够，周立波就让大

家往铺上坐。开始，农民兄弟怕一身脏，犹

犹豫豫的。周立波认真地拿个鸡毛掸子扫

扫灰，再拉人坐下。后来，那里常成为人们

开会时抢坐的“软席”。

担任大海塘乡互助合作委员会副主任的

周立波，一直像当地干部一样生活与劳动。

当时会议多，为不误农事，多是晚上开会，开到

半夜散会也是常事。乡领导见他眼睛高度近

视，晚上很不方便，让他不必逢会必到。有一

次，天气骤变，横风斜雨，乡党委书记为不让周

立波吃苦，派人对他谎称会议改期。

第二天，他得知真情，雷急火急找到书

记，十分恳切地说：“吹点风，下点雨，就要我

吃照顾？！今后照顾多了，会把我搞得特殊

起来。一搞特殊，我就会脱离群众、脱隔离

生活。真要照顾我，就照顾我多深入生活、

多接近群众吧。”

见周立波这么较真，乡党委后来无论什

么情况开会，都通知他。他也从未缺席，每

次都很吃力地在灯下记录。会议开到黎明

鸡叫，他都兴致勃勃。

1956 年初，大海塘村里车干了一口老

塘，塘泥又稀又黑，正好肥田，于是社长陈桂

香组织一批壮劳力去挑塘泥。考虑到挑上

百斤的重担沿又窄又陡的跳板上塘坎，是又

苦又累且有几分危险的活，社长事先安排

人，把周立波的扁担藏起来，以免他霸蛮来

挑。让大家没想到的是，开工没一阵，周立

波就三步并作两步赶来了。原来，他跑到邻

居家借来了一根扁担。

住在桃花仑乡竹山湾队瓦窑村时，为方

便大作家的创作和生活，乡政府给周立波配

了炊事员和安保员。周立波第二天就找到乡

党委书记陈清亮说：“这福我可享不起……”

陈清亮明确告诉他：“上级领导的指示，

不能推辞。”

“要‘居安思危’，还要居安思‘安’呀！”

见陈清亮一头雾水，周立波笑笑说，“当年在

延安，我就是自己种菜喂猪。现在条件好

了，不要忘记延安精神。”还说，他是回家，回

乡亲中间，哪还要安保……

周立波到底还是一切从简住在竹山湾，

与贫农邓益廷、后来《山乡巨变》里的原型“亭

面糊”打邻居。他早晚与老农民到菜园里浇

菜泼粪、锄园挖土，一个活生生的人物经他的

观察、熟悉到进入作品，正因为扎根生活，和乡

亲们打成一片，才让《山乡巨变》处处透着乡村

味道，作品中的每一个地点、事件、人物，几乎

都是益阳风土人情的活灵活现的呈现。

每到收工或茶饭之后，周立波的住处就

热闹起来。客人一批批的，络绎不绝。有的

来商量工作，有的只来闲谈，有的不为什么，

就是来看看。大家有什么话都愿意对他讲：

儿女完小毕业还要不要继续进学堂，请他

参谋；两夫妻怄了气，先生你文化高，给评评

理……周立波总是热情接待，从不敷衍。

周立波后来在《纪念、回顾和展望》一文

中，就说了这体会：

我和农民又比邻而居，喝着同一井里的

泉水，过着大体相同的生活。但是这一回，

我不再像 15 年前一样和农民“老死不相往

来”，而是朝夕相见，共话家常。我出身于乡

村，亲友间有好多农民。承他们不弃，都高

兴的跟我来往。在这频繁的接触当中，他们

都跟我讲心里话，使我对他们的感情、心理、

习惯和脾气等等，有着较为仔细的考察。

周立波怀着一种对农民的特殊情感，亲

密无间、心贴心和他们泡在一起、融在一块。

车到桃花仑，周萼梅老先生用一把长伞

指着一处闹市区：这里就是当年的竹山湾，

周立波与“亭面糊”打隔壁住的地方。

竹山湾？立波先生深入了几年的地方，

就该像清溪村那样，走进去，谁都能说上一

两段关于周立波的故事。可惜，失望了——

眼前变成了繁华商区！

怎么就失望？立波先生看见这景象也

会高兴。这是社会进步到城乡一体化时代，

“亭面糊”的儿孙们都成了城里人，住着智能

化商住楼，开着车、经着商……

“是啊，桃花仑，原来的地区行署所在

地，现在是名副其实的商业航母。以步步

高·新天地商圈为中心，左边沃尔玛商圈，右

是赫山庙商圈，前有资江风光带，后是桃花

仑商圈、万海商圈。”作家裴建平说。

刘益希正站在高处，仰头就说：

“先生，您那番真情，都化作笔墨投入永

恒的时空坐标里。您的作品、追求，还有誓

愿，依然浓厚而恒久地活在人们心里。尽管

今日家乡与书中世界已大不相同，然而，铭刻

在中国山乡“求新、求变、追求美好生活”的激

情与憧憬，已被一代一代后入传承下来。学

习您，他们正往基层走，往人民中去……”

——好啊，有这个作风，山乡巨变会更

有力度。

我那机械化的梦想实现了吗？

耕田的人驾起拖拉机……这里是机器

站，这里是水电站，这里呢，是用电气挤奶的

牛奶站，这里有电灯电话……（《山乡巨变》）

立波先生特别在意的机械化，今天已经

被全智能化替代。当年《山乡巨变》小说中的

“亭面糊”们肩挑粪肥、赶牛犁田，成了忠厚踏

实一代农民的记忆。今天，“亭面糊”的儿孙

们，几乎都像李进那样成了新型职业农民……

80后李进是谢林港村人，这天穿着皮鞋

坐在空调房里，手机实时查看霜降时节田里

的复收情况。在他们流转上千亩的稻田基

地里，建有土壤墒情、农田小气候监测等20

多组智能化设备。他们再也不用像以前一

样汗流浃背地来回跑。

“看不懂了哇，我们老把式冒得用了……”

喊话间，李进70岁的父亲李立昌跑了过来，“儿

子流转的千亩稻田，就是到农忙时节，都只看

见机器，见不到几个人。臭小子们整天玩植保

无人机、一台手机用么子APP代替下田。先生

您当年都挽起裤、脱鞋袜、踩泥巴，今天未必大

屏幕能长庄稼、APP能当化肥农药？”

“还有呢……”小年轻在一旁搭话，“秧谷

子放到黑屋子里催芽，插秧用的是插秧机，农

药开着飞机打，开收割机时还可以穿皮鞋……

哪朝哪代都没这样种田的。”李立昌真想一脚

踹过去，无奈小年轻跑得快。彭玉霞说话了：

李老倌，你才发现自己不会种田了？儿

子也不像农民了？当年《山乡巨变》里写“亭面

糊”、陈先晋们，他们的儿孙到今天，就该这样！

如果立波先生在，一定会说：这是时代

的进步。

李进乘势对大家说：《山乡巨变》里写的

老农民都是他爷爷那样的。爷爷在田地里苦

作一生，却总吃不饱饭。那年月，不遇水灾就

遭干旱；没有自然灾害、家人生病又家道不

顺……爷爷活到93岁，去世前，看着爸爸将

多余的粮食一车车拉出去卖，就哭着说：别卖

粮食，要钱没用，有粮才安。他是饿怕了。李

进那天贴着爷爷的耳朵边说：不是您那年代

了，向您保证，不会再饿肚子啦……

李进突然抬高声音说：“农三代的我们，

不是爷爷辈吃饱饭的追求，也要告别父辈老

古板的种田模式。我的机房里，植保无人

机、新型插秧机、大型拖拉机、联合收割机，

大小几十台，1500亩从插秧到收割，连最忙

的‘双抢’，全程都是机器帮着干。合作社添

置机械，还建育秧棚，建1000多平方米的高

标准仓库。这些年，我们的腰包鼓起来了。

行情好的年份，一年有几十万元收益。”

“更重要的是，如今种粮，产供销都在网

上完成。”李进指着墙上的大显示屏：这里都连

着农业物联网与大数据中心、农机管理云平

台，它是指挥一切的“大脑中枢”，“销售，我们

在手机端了解价格行情，与用户沟通，坐在办

公室，我们照样可以种粮、卖粮。”

“好啊，好啊，李老倌，老把式退二线当

顾问，让臭小子们玩，这是他们的时代！”

李进挺直脊梁对先生说：

“如今，大数据网络管理种粮，稻虾养

殖、果园栽培，新农村是发生巨变了。先生

放心，我们立志种好粮，把中国人的饭碗牢

牢地端在我们自己手中！”

——这个最好！国家的命脉、人民的福

祉，就靠你们担当了。

想知道，家乡的未来是什么样？

周立波当年去过的赫山区有个菱角岔

村，是益阳首个集成运用“互联网+农业”智

能化、系统化的智慧农业综合服务中心。配

套有智慧农业云平台、护农商城、益联电子平

台、“智慧农业”视频监控中心，一应俱全。

现代科技的应用，让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

切换到了全新的科技轨道。借助5G技术，打

造集绿色食品加工和休闲旅游于一体的现代

农业综合示范园区。农业已经走出传统种植

“靠天吃饭”的窘境，向绿色、生态、智慧迈进。

走进大棚蔬菜基地，这就是个植物工

厂！辣椒、番茄、豆角、茄子、白菜、生菜……那

个一望无际哟，绿，绿得晶莹剔透；红，红得赛

过玛瑙。高低上下，爱死人的果蔬铺天盖地！

“凤翔哥，看不懂了，弄不懂啦，这科技

发展太快，农村已不是农村……”周萼梅老

先生直唤周立波“救场”。

——“好事啊，没有城乡差别了。”天上

传话过来。

作家裴建平笑着说：“立波先生当年的

理想，消除城乡差别，就是现在的‘城乡一体

化’呀。”技术员刘沅培在大棚菜地间，指着

生机勃勃、郁郁葱葱的一片绿：

“下一步，基地将在5G技术的加持下，

全面提升农业信息化服务水平，打造‘蔬菜

生产加工+休闲旅游+品牌IP塑造+共享农

业智慧平台’，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现代智

能生态农业新模式。”

这片山乡，“巨变”的步划搭上互联网，就

有这么神奇！像大屏幕里的全景VR解说：

“大清溪”运作下，有了智能化的新乡村

有了崭新的定位——

首倡地：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

上，习近平总书记深情赞颂：“脱贫地区处处

呈现山乡巨变、山河锦绣的时代画卷！”——

清溪村，山乡巨变最初的故事发生在这里。

标志地：作为脱贫攻坚升级版，乡村振兴

拉开大幕，“大清溪”的益阳，已经走在智能智

慧的前列，成为“数字农业、智慧乡村”的标杆。

示范地：乡村振兴的终极版是实现农业

农村现代化。农村，以大数据治理；农业，以

智能制造进化；农民，以“互联网+”升级。“大

清溪”的益阳，融进了乡村振兴的灵魂！

人民与大作家隔空对话：

告诉您啊，先生，新时代的中华大地上，

近一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面脱贫，这在您当年

是不敢想象的。绝对贫困问题历史性地解

决了，人类减贫史上，中华民族创造了奇迹！

智能化乡村，以及不远的农业农村现代

化，我们会及时向您报告：多彩的时代，巨变

的乡村，奋斗的故事，百姓的幸福……

尤其是清溪村的乡亲们有了新活法：

智慧农业、现代工业、旅游事业、大数据电

商……多点开花、多业并举，乡村振兴、山乡

巨变正在重新书写！

——好啊好啊！有了党的领导，国家强

盛，才有百姓崭新的未来。

素净淡雅的茶子花清香，在天地间芬芳

着、缭绕着，呼应着这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广阔的山乡大地上，山山水水汇聚成一个和声：

立波先生，您对大地的眷恋、对人民的

关爱，润物细无声；您用不经意的文字，传递

给我们前行的力量。就是您走后的现在，我

们依然能感觉，您还在用脚步丈量家乡大

地，用真心聆听百姓心声。那番真情，多像

一个声音：我将无我，不负人民！

人民也将不负您，一份份精准脱贫走向

乡村振兴的力量又在集聚，一幕幕顺应时代

齐奔小康的队伍正向我们走来……

《新山乡巨变》余艳著，湖南文艺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