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谍战剧不能太离谱

不久前，在国家民委、
文化部、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五
届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上，来自全国各地的 46 个参演剧目中，由内蒙古民族艺术剧院直属乌兰
牧骑推出的情景歌舞《草原上的乌兰牧骑》荣获剧目金奖。本报特邀我区著名评论人士李树榕
对该剧进行解析，
和读者朋友共同分享这部情景歌舞的艺术魅力。

精神传承与艺术创新

◎遐迩

宗旨
本刊

——评情景歌舞《草原上的乌兰牧骑》
◎李树榕

亮点之一：
用扎根生活的艺术创新，彰显乌兰牧骑的优势
尊 重 百 姓 的 精 神 生 活 需 要 ，是 文 艺 演 出 赢 得 观 众 的 前
提。只有不脱离生活、不脱离民众，尊重广大人民群众健康心
理需求，拒绝低级趣味，才是值得弘扬的乌兰牧骑精神，才是
在这样的精神指导下艺术创新的保证。
广大农牧民喜欢看什么？为什么喜欢看？看了之后，会
产生什么样的社会效应？物质生活的餐桌上有地沟油，精神
生活的餐桌上也有伤害心灵健康的地沟油。尤其是在以盈利
为目的文艺演出进入市场之后，媚俗、低俗、庸俗的艺术现象
不绝于耳目。如以洋为美的歌曲，搜奇猎艳的舞蹈，胡编乱写
的小说，粗制滥造的晚会，等等。
《草原上的乌兰牧骑》恰恰与
此相反，是从基层广大农牧民的审美需求出发，让人民“在现
实主义的领域内占有自己的地位”
（恩格斯），以实现对人民的
尊重。
作为“情景歌舞”，这台晚会的结构非常别致，一个在北京
学 声 乐 的 蒙 古 族 姑 娘 就 要 毕 业 了 ，是 留 在 首 都 还 是 回 到 草
原。年逾古稀的老奶奶为此与孙女展开的对话，是一条贯穿
线，串联起的 3 个板块巧妙地荟萃了乌兰牧骑 60 年的经典歌
舞，并强有力地推出了许多具有超越性的新歌新舞新节目。
那么，奶奶最终能否说服孙女回到草原、回到牧民当中吗？整
台晚会，没有用语言说教，而是用一个个牵动心灵的节目，把
乌兰牧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
也把乌兰牧骑存在的价值淋漓尽致的进行了“阐述”。
艺术是镜子，观众渴望从中看到自己，是普遍的审美心
理；生活孕育艺术，艺术升华生活，是艺术的发展规律。因而，
草原上司空见惯的生产方式如挤牛奶、剪羊毛、擀毛毡、套烈
马等等，便被乌兰牧骑队员们演绎成舞台上生动、欢快、美丽
的舞蹈，既有经典的《挤奶舞》
《擀毡舞》
《捣茶舞》，又有新的作
品《熟皮舞》
《驯鹿舞》
《斗熊舞》等等，朴实的音乐、朴实的服
装、朴实的表演，颠覆了追求奢华、过度包装、炫富摆阔的后现
代艺术风气，观众一阵阵热烈的掌声，是对乌兰牧骑扎根生活
的艺术生命力的充分肯定。
人们耳熟能详的老歌，如《赞歌》
《敖包相会》
《雕花的马
鞍》和一首首新歌如《祖母的咕如歌》
《道尔吉，
你为什么不高兴》
等等，
有的唤起了观众作为草原牧人的民族豪情，
有的激发了观
众浪漫的青春激情，
还有的强化了观众深切的乡情和亲情……由
此，
艺术源于生活，
源于创造生活的广大民众；
生活滋养艺术，
滋
养服务人民的生命力顽强的艺术，是乌兰牧骑的艺术精神，也
是奶奶对孙女最有力量的劝导。这就为孙女最终决定留在草
原上、留在乌兰牧骑，打下了厚实的情感基础。

亮点之二：
面对时代挑战，乌兰牧骑的节目不会落伍
有些人认为，乌兰牧骑的队伍既非“高、大、上”，也难出
“经典”。可当你目睹《草原上的乌兰牧骑》那别样的创新，就
能够感受到他们是如何通过真情实感、真才实学、真知灼见，
将三个“结合”锤炼成艺术亮点的：一是生活与艺术结合得好，

二是经典与时尚结合得好，三是一专与多能结合得好。
艺术经典，就是经历了时间和空间的检验，依然被广大民
众认定是“典范”的作品。这台情景歌舞的经典之处就在于既
有历经半个多世纪检验的名副其实的歌舞经典，如歌曲《牧民
歌唱共产党》、舞蹈《彩虹》、马头琴曲《万马奔腾》等等，又有列
入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典的艺术形式，如呼麦、长调、马
头琴演奏、冒顿超尔演奏等等。经典的传承，则要靠创新，创
新是有具体途径的，一是追根寻源，二是融陈出新，三是顺势
开拓，四是勇于突破。
毋庸讳言，电视和电脑传递信息的便捷性，使农牧民的欣
赏口味也有了变化，喜欢听电声乐队与民族旋律结合的各种
“组合”，喜欢看蒙古舞与现代舞结合的各种舞蹈，喜欢看带有
喜剧色彩的蒙古语小品，等等。在乌兰牧骑老中青三代艺术
家共同完成的这台演出中，
“ 乃热组合”
“ 阿都沁乐队”和幽默
滑稽的表演唱，都是具有吸引力、感染力的艺术亮点。
当一个叫德力黑的蒙古族小伙子出现在舞台上时，一专
多能的艺术魅力在新生代身上再一次大发异彩。他不仅具有
吹奏冒顿超尔、托布秀尔等民族乐器的本领，具有高超的马头
琴独奏水平，还是优秀的男高音歌唱家和打击乐队的主力鼓
手。可谓“吹、拉、弹、唱，样样精通”。也许，德力黑的“乃热乐
队”以及他们演奏和演唱的曲目，都曾不同程度的受到过欧美
演艺业的影响，但为当下年轻农牧民的审美需求而大胆探索
传统与时尚如何结合的精神，却是难能可贵的。仔细想来，风
靡欧美的一些乐队和组合，出彩的部分就是乐手们能唱、能
奏、还能说，这就是一专多能人才的展示。而在这台晚会里，
不论是年近花甲的歌唱家那顺，还是青年演员哈布尔，都是一
专多能的高手。那顺是以一首男中音独唱歌曲《雕花的马鞍》
驰誉中外的，同时，他还可以演奏四胡、演唱乌力格尔（即蒙古
语说书），甚至可以表演话剧。哈布尔是女高音歌手，又是小
提琴手和中提琴手。而乐队里的队员们则都是能唱、能奏、能
演的全面手。
当孙女悟出，她所喜欢的乌兰牧骑队员的本领，已经不是
个人的本领，而是乌兰牧骑文化传统造就的团队共有的本领
时，放弃高大上的文艺团体，做一名扎根基层的乌兰牧骑队员
就是她心甘情愿的选择了。
可见，乌兰牧骑一专多能的艺术智慧一旦成为不断传承
的优良传统，无论哪一个“乐队”哪一个“组合”，他们艺术之根
都是扎在草原，扎根在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之中。经典与时尚
的结合就这样在《草原上的乌兰牧骑》里水到渠成了；而一专
与多能的结合，则与新一代农牧民的欣赏需求以及文化市场
的需求，相行不悖。

亮点之三：
乌兰牧骑的前景在于“两条腿走路”
当年的乌兰牧骑，队伍短小精悍，队员一专多能；扎根农
村牧区，服务广大群众。他们赶着马车深入基层，以义务演出
为主，兼做政策宣传员、艺术辅导员、图书借购员甚至义务理
发员。今天，在市场经济推动的文化体制改革中，以往的公益
演出变成了商务演出；电视和网络传播的各种文艺演出，大面
积取代了演员和观众面对面的舞台演出。那么，乌兰牧骑还
有存在的必要吗？当年他们创作的文艺节目今天还能深入人
心吗？他们的演出能否经得起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的检
验？更重要的是，半个多世纪前，乌兰牧骑“扎根基层，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如何才能进一步弘扬？
于是，内蒙古直属乌兰牧骑对于这台晚会如何在北京、甘
肃、青海等八省区进行巡回演出，做出了一个很好的设想，即
在巡演过程中，每到一个省、市、自治区，都是四场公益演出加
四场商务演出。显然，这是一种自我挑战的精神。
21 世纪的中国观众，观看文艺演出是有选择的，如果节
目的创新性、情感性、技能性都难以服人，就是请大家免费观
看，人们也不会看。所以，用商务演出的票房作为衡量公益性
文艺演出质量的标准，可谓既实事求是，又有意在提高、志在
突破的精神。
这就是《草原上的乌兰牧骑》这台晚会具有前瞻性和前沿
性的社会意义与魄力——探索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相结合的
途径，用艺术创作实践，将习近平总书记的期待——“感国运
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落到实处。
由此我认为，在生活与艺术、经典与时尚、一专与多能的
结合中，扎根基层、服务人民的乌兰牧骑精神与乌兰牧骑实
践成果，一定会显现出引领我国文艺事业长足发展的力量和
可能。

WENYIPINGLUN

1957 年，在内蒙古苏尼特草原上，诞生了我国艺术发展
史上第一个“乌兰牧骑”。
“ 乌兰牧骑”是蒙古语，意为“红色幼
芽”，引申为“红色文艺轻骑兵”。继而，各个旗县、盟市以及自
治区都有了乌兰牧骑。60 年后，当《草原上的乌兰牧骑》从祖
国北方的乌拉特草原、察哈尔草原、锡林郭勒大草原一直演到
首都保利剧院时，她所体现的是怎样的一种文化影响力、精神
凝聚力、艺术竞争力呢？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应当“感国运之变
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回顾内蒙古民族艺术剧
院直属乌兰牧骑推出的这台情景歌舞剧目《草原上的乌兰牧
骑》，我们不难发现，精神关切在基层，整台演出有特色，是其
最大的优势。
说实话，
没有故事悬念和离奇视听觉冲击力的舞台演出，
是
很难抓住观众的。因而，
《草原上的乌兰牧骑》执着地从广大民众
现实生活中的重大关切出发，
扣准了青年人怎样选择就业方向的
话题，
用祖孙两代人的思想落差和对话的趣味性，
引发观众的好
奇，
并以此贯穿起一个个光彩夺目又耐人寻味的艺术
“亮点”
。这
些亮点，
既提出了关乎文艺团体发展前景的问题，
也是对文艺演
出怎样获得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的深刻思考，
还是对文化事
业与文化产业如何结合等一系列问题的探索。

近期，热衷谍战剧的观众可谓“眼福
不浅”：先是在《黎明决战》中被刘诗诗的
“洋装秀”看得眼花缭乱；后又在《剃刀边
缘》中领略了文章、马伊琍夫妻档的“洗
剪吹”造型。如此“时尚”的谍战剧，观众
记住了穿洋装的女特工、玩世不恭有些
“ 痞 气 ”的 许 从 良 ，却 对 于 剧 情 记 忆 模
糊。谍战剧到底该不该如此“时尚”？业
内人士认为，创新也要尊重历史。
一个事实是，
凡优秀的谍战剧都是从
真实的生活中来的，或老人的口耳相传，
或历史记载，比如《潜伏》
《悬崖》，没有一
部优秀的谍战剧是胡编乱造出来的。如
今，不只是抗战剧雷剧纷呈，谍战剧也是
花样百出。有网友说，
谍战剧中的另一类
“典型套路”已经形成……从《黎明之前》
里吴秀波饰演的刘新杰，
到《黄金大劫案》
里的
“小东北”
，
甚至在《伪装者》中胡歌饰
演的明台无一不是此类人物，新的“脸谱
化”
英雄人物呼之欲出。我们知道历史上
的谍战英雄不只是大人物，
更有无数的小

◎聚焦文学艺术界

人物，
这是符合历史的。但是
“脸谱化”
英
雄不符合历史，
历史上也没有按照电视剧
“套路”
走的真正谍战。
谍战剧必须创新，
但创新不是闭门胡
编乱造，
更不是跟风套路化。谍战剧必须
尊重历史，必须尊重人民。在我看来，谍
战剧创新也要深入生活，
到历史中去挖掘
新鲜的材料。我国的抗日战争经历了十
四年，
从东北到西南，
幅员辽阔，
这么大的
一个战场，
必然有无数的可歌可泣的抗战
英雄事迹和谍战英雄事迹。谍战剧匮乏
新鲜的故事，
可以说不是真实的历史上缺
乏故事，
而是我们的编创人员缺乏深入生
活缺乏挖掘，
再好的故事没有编创人员的
发现，
也可能还在
“睡大觉”
。编创人员即
使有再好的才华，闭门造车，也是套路化
的神剧，
历史上惊艳的故事也不会跑进编
创人员的大脑而灵光闪现。文艺工作者
特别是编创人员要把深入生活、深挖历
史、
发现惊奇的故事当做职业追求。
创新绝不是胡编乱造。

◎弘扬传统文化的思想道德力量
热点话题

谍战剧《黎明决战》剧照。

◎追踪

网络影评呼唤风清气正

前沿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研究走势

◎文川平
“ 影 评 界 也 该 打 假 了 ”。 有 媒 体 报
道称，近年来，一些假影评披上营销号的
外衣，
带上
“红包评论”
“人情评论”
的帽子，
变得跟真影评有几分相似，
误导了一大批
观众。不少观众在看了假影评后去看电
◎见证内蒙古文学艺术的点滴成长
影，失望不已。有业内人士指出，假影评
大行其道，迷惑了观众眼睛，搅乱了电影
市场，
伤害了中国电影产业的健康发展。
随着网络介质的迅猛发展，影评正
在如火如荼地向网络转移，论坛、博客、
微博、微信以及专业评分网站上的影评，
远比传统纸媒上的影评多而芜杂。比如
微信上的影评公众号就非常活跃，覆盖
受众的广度非常大。专业评分网站上的
影评更是以高产速产的姿态，左右着都
市文艺青年等人群的观影选择。
网络影评在火爆之余，
也有渐失理性、
渐失建设性的危险，
有的甚至失去了影评
人的底线。比如部分网络影评并没有严谨
的分析、
思辨、
论证，
而是以
“语不惊人死不
休”
为目的，
对某部电影作品进行纯粹的个
人情绪宣泄。用一位网友的话来说，
他们
“随心所欲甚至到了不需要理解、
不需要逻
辑就下结论的程度”，
语言也充满各种网

络流行语的文风，
甚至极尽鄙俗化。
如何评论作品是影评人的自由，
但显
然不能用侮辱、诽谤、诅咒等方式损害公
民或法人的名誉。但现实是，
宣泄情绪甚
至掺杂着人身攻击的
“毒舌评论”
，
在网络
影评中何其多哉！当充满语言暴力、
庸俗
吹捧、阿谀奉承的网络影评当道，势必出
现
“劣币驱逐良币”
的不良后果，
影评人会
面临信任危机，
读者与观众仍然不相信会
有真正的好影评、良心影评，仍然会认为
“赞就是水军，骂就能博眼球”。因此，我
们呼吁有风骨、有担当的影评，推动中国
电影创作更好地向前发展。
对于影评打假，相关部门要建立规
矩，禁止并打击“红包影评”
“ 人情评论”。
今年 1 月，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网络影视评
论委员会成立，并宣读了“网络影评人七
大公约”
，
包括实事求是批评、
尊重每位观
众喜欢或讨厌电影的权利、反对网络语
言暴力等。该公约应成为所有影评人的
基本遵循。
《电影产业促进法》将“国家支
持建立电影评价体系，鼓励开展电影评
论”提升到法律高度，期待尽快依规依法
构建专业、
公正的电影评价体系。

◎助推草原文化繁荣发展

《八月》：

伤感记忆里的清新温存
◎李建乐

（

近日，
内蒙古籍导演张大磊以其处女作
《八月》，
在院线中掀起一股清新回忆风。
自 3 月 24 日上映以来，影片《八月》就
在影迷中间赢得了良好口碑，
其关键就在于
作品呈现的是一段
“静静流淌在记忆深处的
时间流”，观众感受到的是那段共同经历过
的时光记忆，而不是时代的感伤。在影片
《八月》中，导演以儿童晓雷的视角，利用黑
白镜头回忆了 90 年代国企改革背景下，一
本版图片来源于网络
个普通家庭生活的变革与心路历程。影片
跳脱了讲述宏大叙事和集体记忆的叙事传
统，将视角集中于个体的觉醒和思考。所
以，3 月 20 日的上海见面会上，导演王小帅
称，
《八月》是一部有温度、不矫情、很清新自
然的电影。他说：
“它完全不像一部处女作，
一种真正的电影感扑面而来，
这是一种中国
电影非常缺少的需要体验式观看的电影”
。
凭借个人独特的情感体验和独特视角
来间接反映时代变革，是张大磊《八月》这
部处女作电影带给大陆电影的最大启示。
据说，这部电影最初定名《昙花》，后来改名
《八月》，是为了避免明确的指向性。张大
磊说：
“ 昙花让我觉得有另外一番意味，也
许你可以理解为一种美好的逝去，是带着
遗憾和忧伤的，同时，也可以理解为它也许
会有另一个更美的花期到来，带有一种希
望的意味 ”。所以，导演选择小升初的暑
假，空气里充斥着燥热，琐碎的生活让身处
）

其中的人充满了焦虑，电影厂转制改革，父
亲失去了铁饭碗，儿子晓雷也没有考上三
中，母亲不仅要操心儿子的学业、丈夫的工
作，还要回娘家照顾卧床的太姥姥……突
然的变故让一个普通的家庭开始充斥着父
母的争吵，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在这个假
期就要画上句号，电影没有沿袭传统的线
性叙事，而是一种松散、碎片化叙事，零散
的记忆犹如一团乱麻，相互缠绕国企改革
的大背景下，时代的焦虑像夏日闷热，笼罩
着电影的始终。但是，片中不仅有淡淡的
忧伤，还有父子的亲情、家庭的温存，而这
些引人共鸣的温馨记忆，就像昙花一样，转
瞬即逝却弥足珍贵。也许，这就是为什么
电影以黑白镜头为主，只在结尾及电影海
报上用明亮色彩，大概就是在暗喻变革让
生活充满冲击，但血脉亲情始终不变。
《八月》犹如哆啦 A 梦的时光机一样，
让
过往的旧时光换上新颜，
在细碎和零散中感
受到一股生活的清流，时代虽异，成长却相
似，
过往有阵痛，
但也有温馨，
这个四月，
值得
我们在重温《八月》记忆中，
期待春的复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