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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4 日，一部名为《乡村志》的系列长篇小说在全国各地文轩书
店上架。 这部耗时十年的长篇小说，犹如清明上河图般反映了当代农村
生活图景。 贺享雍，我市著名作家，也是这部《乡村志》的作者。 这部作品
从构思到出版，承载了他作为一名乡土文学作家的心声，也代表他朝着
自己心中“为时代立传、为乡村写史、为农民发言”的理想前行。

害，能吃饱肚子成了一件奢侈的事情，父母尽管节衣
缩食也无法满足孩子渴求吃一顿饱饭的愿望。对于饥

被邻居发现还有一口气残存，于是又被父母赶紧抱回
家抢救，喝下一碗白开水后，他缓缓睁开眼睛，说的第
一句话却是“妈妈我好饿”。
小学毕业后，贺享雍失学了，成绩优秀的他离开
了心爱的校园，无奈只能回家务农，每天早出晚归、田
耕地作， 只是为了挣得那能让自己勉强活下去的工
分。 所以，少儿时期的贺享雍领悟了贫穷和饥饿的含
义，也过早体验了人生的疾苦。
少年时期正是求知欲和想象力极为丰富的时期，
一直对读书有着极大兴趣的贺享雍因为家里穷，买不
起书，也借不到书，但他会想方设法寻找可读的东西，
就连用来包挂面的报纸也成了他看得津津有味的“书
本”， 而且从他知道挂面坊的挂面上有报纸和文学作
品可读时，他三天两头就往那里跑，还帮老板干活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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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时的苦难反而激发了我努力去摆脱它的想
象力，所以，它是不幸也是有幸。 ”贺享雍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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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辛付出 笔耕不止

在 70 年代末的时候， 贺享雍的作品就开始在当
时的《渠江文艺》《通川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他也凭着
自己扎实的文字功底考进了乡政府工作。 为了提高文
学水平，增强知识面，他还报考了电大中文专业，在业
余时间努力学习，弥补自己的不足。 在 80 年代中期，
贺享雍开始试着向省内和国内的一些知名杂志社投
稿，虽然平时工作忙碌，但写作已经成了他工作之余
必不可少的习惯。 而他的工作岗位也在慢慢发生变
化，从乡党委副书记到县里组织部干事，再到县教育
局副书记、副局长。 从一个穷困家庭出来一步步过来，
这么多年有他太多的艰辛付出，贺享雍最信奉“知识
改变命运” 这句话，因为他觉得自己就是实践者和受
益者。
尽管走上了领导岗位，但他身上那股来自农村的
淳朴一直没有改变，他对农村，对农民那最质朴的爱
也从未改变。 所以，多年来， 他从一个作家的视角，更
从一个农民儿子的角度， 直面农村翻天覆地的变化，
直面农民的酸甜苦辣，先后创作了《末等官》《苍凉后
土》《怪圈》《遭遇尴尬》《土地神》等中长篇小说。 而真
正让他在全省甚至国内名声大噪的就是 《苍凉后土》
这部作品。 因为他真实客观的描写关于三农问题，这
也是当时社会热议的问题。 这个作品问世时，国内著
名的两大电影制片厂争相购买作品版权，后来还被拍
摄成了电影，上映时引起了极大关注。
“
我不是为农民写作，而是作为农民写作。 ”贺享
雍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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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的他被父母认为已经断气了，准备埋葬他时，偶然

剧、唱词、三句半，这也算是他创作的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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饿，贺享雍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有一次，饿得奄奄一

公社成立的“思想宣传队”，开始学写快板词、小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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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父辈世代为农。上小学的时候，遇上了三年自然灾

东拼西凑的学习中逐渐积累。 1968 年，他参加了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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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 50 年代初期，贺享雍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家

套点近乎。 在不知不觉中，贺享雍的文学水平也在这

!!!!!!!!!!!"

!"

!!!!!!!!!!!"
儿时苦难 不幸有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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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享雍：愿做“农民的发言人”

从 2008 年开始， 贺享雍一直在构思写一部反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
社会所经历的转型之痛和巨大变迁的系列长篇小说。
内容涉及农村土地、村庄政治、民主法制、教育卫生、
新型乡村关系、婚姻家庭、生育养老、打工创业等诸多
领域，涵盖领域之广，政策层面之强，工作量之巨大，
贺享雍最终还是下定了决心，他把这个作品作为了自
己的十年目标。
在这十年创作中，贺享雍始终坚持与农民站在一
起，再次回归农村，用自己的体验和直觉进行书写。 在
这期间，他还创作了长篇报告文学《大国扶贫》，作品
真实地展现了在中国农村大地上正在实施的一项伟
—脱贫攻坚战。 今年中央电视台还拍成
大社会工程——
了文献记录片，不久将会在全国上映。
今年 8 月上旬，贺享雍耗时十年的《乡村志》终于
问世了，全书共 300 余万字，是新时期以来全方位、多
角度描写中国农村和农民生活的系统力作。 在这部史
诗性的力作中，作者表现出的生活阅历与创作功力都
达到了很高境界，忠实记录了农民在这些历史变迁中
心理与情感上的巨大波澜。 作品一问世，受到社会广
泛关注。
如今退休在家的贺享雍已经 67 岁， 他下一个十
年目标还是继续关注乡村振兴，对准农村，描写农民。
用他自己的话说，他不是农民的代言人，而是农民的
发言人。
“虽然我年纪老矣，但我创作灵感却源源不绝，所
以我没有停下来的理由。 ”贺享雍说道。
(达州新报全媒体记者 谭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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