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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方出版社最近出版了路远的小说集
《色的狂想》。

《色的狂想》是由 4 部中篇小说组成的。
第一篇《褐衣人》发表之后，《小说月报》与《中
篇小说选刊》同时选载了它，之后它又获得了

“索龙嘎”中篇小说奖。但我认为此篇并非路
远的上乘之作，故事的曲折离奇使得叙述文
本降低了身价。

第二篇是刊载于《十月》上的《乐园》。我
认为这部小说标志着路远在文学创作中进入
了一个更高的层次。如果说《神汉》是讲述一
个主旋律的故事，而在《乐园》里，作者明显地
开始探讨人的内心、研究人性的本质。从这
时开始，路远不再是为了讲故事而讲故事，他
在讲故事的时候开始审视人性的光明与黑
暗，并且力图找寻那珍珠般可贵的文学价值。

第三篇《青盐垛》早于《神汉》发表在《当
代》上。应该说这一篇如《乐园》一样厚重，它
别具一格的叙述方式使路远的小说才华初现
端倪。草原上，一片古老的盐池，一群整天与
盐打交道的汉子们，当然，也有温柔如水的女
人“鳗”。依然是一个复仇的故事，但这一次，
复仇不再带有宽恕的意味——劳改归来的汉
子原本已经洗心革面，但复仇的怒火却被一
个心机重重的“种狸子”给重新点燃。人与人
的关系不再是路远从前小说中的那些汉子们
互相关心、互相帮助，恰恰相反，为了权力，尔
虞我诈、暗布陷阱，为的是有朝一日让它喷发
怒火烧毁对手。“善”时常受治于“恶”而显得
那样无助，但同时又是那样的坚韧，最终没有
被丢弃，这可能正是作者想要告诉读者的人

生真谛吧。
第四篇是发表于《江南》上的《紫太阳》。

主人公依然是社会最底层的小人物。但这个
小人物参过军，见过世面，所以，他不甘心被
家乡的那棵老树所束缚，他想挣脱那条锁链，
放飞自由的身心。有人说主人公树狗才是真
正的“于连式”的人物。我认为在攀附权贵
上，或者说是在力图改变自身命运上，树狗是
带有浓厚的“于连式”的色彩，但他是老树庄
走出来的农民，他的一举一动都着带浓重的

“乡土特色”。如果说路遥《人生》中的高加林
的失败是他自身太脆弱的缘故，那么，树狗理
想的破灭便有了几分宿命的色彩——命中注
定！他像那株老树一样，被那根铁链子禁锢
住了，想挣脱似乎是不可能的。同时，在小说
结尾处作者巧妙地暗示我们：挣脱锁链也是
有可能的，恰恰是老树释放出的那些毒汁，腐
蚀了铁链，老树便开始移动了⋯⋯有关老树
的象征性，眼明的读者一眼就会看出来，它的
意味极深。小说中设置的老树显示了作者驾
驭文本的娴熟自如。尤其要提到的是这篇小
说的叙述语言，作者惜墨如金，使用了非常凝
炼的短句子，形成了与路远其他小说截然不
同的古韵风格。

荒野上的好故事
——读路远小说集《色的狂想》

◎李悦

白晶，《天骄》杂志主编，是大家所熟悉的通辽作家。在
她鲜少提及的过往中，深藏着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那就是
她 7 年的乌兰牧骑生涯，一段用她最美的青春写就的芳华。
白晶的回忆文章《我的乌兰牧骑》用“走进乌兰牧骑”“两个耳
朵眼”“一本证书”3 个片段，回忆了她在乌兰牧骑工作、生活、
成长的亲身经历。

一部人类文明史，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
部两性角色和位置的演变史。电影作为一种
有力的传播途径和感染力强的艺术形式，自
诞生之日起，便对社会变革中的两性情感和
家庭伦理，给予了不同程度的持续长久的关
注和投射。注重“家和万事兴”且女性地位提
高显著的中国，同样用影像的形式，及时记
录、表现、解读、阐释并指引着不同时期两性
情感及其相互地位的微妙变化和未来走势。
蒙古族情感关系同样受到中国社会变革的影
响，但因其独特的民族文化、民族心理、草原
地域特征等影响，在电影中又传递出具有一
定差异的情感关系变化。

经笔者简单梳理，发现建国以后到新时
期以前的内蒙古电影中，蒙古族男女情感呈
现出的虽多是高大全的英雄形象，但在特定
时代背景下，依然保留了男女纯美的爱情影
像。比如《内蒙人民的胜利》（1950）中的男
性顿得布，对心爱姑娘的热爱；《草原上的人
们》（1953）中，女英雄萨仁高娃非常真挚地
对待着爱情，同时也因擅长歌舞，而比同时期
中国其他地域电影中的女性，更具有女性的
特质。正是这一点女性特质，和纯美爱情的
呈现，使得内蒙古本土电影对于蒙古族情感
关系的表达，从一开始，就呈现出与其他地域
电影不同的少数民族风情。

上世纪 80 年代，内蒙古电影中蒙古族的
女性意识有所觉醒，但因蒙古族传统文化依
然根深蒂固地影响着女性的婚恋观，所以呈
现出来的两性情感状态，依然是以忠贞不渝
地对待爱情为主要脉络。如《重归锡尼河》

（1982）中，萨茹娜对爱情始终忠贞不渝。《绿
野晨星》（1983）中，乌日罕与潮洛蒙这一对
年轻人，在相互理解、高尚情操基础上，最终
结成幸福的伴侣。《森吉德玛》（1985）虽然是
一部古装电影，但在呈现满清王朝时期的女
性森吉德玛时，依然是忠于爱情、敢于追求爱
情、并誓死捍卫爱情忠贞的女性形象。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内蒙古电影对蒙古
族两性关系的呈现，开始发生变化。一直以
勇猛、主动、强悍等为特征的男性，在电影中
开始出现缺席。同时，女性内心世界变得更
为强大，在不如意的现实面前，试图做出抗
争，但又最终回归传统母性品格。比如在《悲
情布鲁克》（1995）中，女人卓拉的情感纠葛，
显示出女性自主抉择爱情意识的增强，同时
其中自由奔放的爱情，凸显出蒙古族的两性
情感，没有受到过多的道德禁锢的影响。但
电影最后女性的殉情，依然将女性导向传统
忠贞的形象。在《黑骏马》（1995）索米娅与
白音宝力格的情感关系中，观众可以看到女
人心性的独立。电影中，索米娅的父亲、奶奶
的丈夫、白音宝力格的父亲、施暴者，都是缺
席的。男性的逃离、不在场，并未让女性失去
力量，而是以更为坚韧的品质，顽强地生活下
去。值得关注的是，索米娅最终呈现出与奶
奶近乎一致的母性的光辉，她在白音宝力格
回来寻找后，显示出的不是对爱情的留恋，而
是希望白音宝力格将自己的孩子，交给她抚

养。到此，索米娅完成了向奶奶这一传统蒙
古族老额吉的过度，回到奶奶收养白音宝力
格的起点。同样的母性的形象设置，也出现
在《金色的草原》（1997）和《白骆驼》中，两部
电影都以女性抚养南方孤儿为故事核心，用
放弃爱情、坚守哺育孤儿等大义，完成对女性
作为母性而非仅仅是女性本身的赞美。女性
用情感的孤独，完成母性的升华。

进入新世纪，随着经济发展，城市文明进
驻，及因此带来的蒙古族传统生活方式的改
变，蒙古族情感关系也出现了一些变化。在

《季风中的马》（2003）中，政府为保护被破坏
的草原，而实施禁牧、轮牧的政策后，给传统
游牧蒙古族带来生活方式的改变。代表了传
统文化力量的丈夫和努力学会适应变化的妻
子之间，产生了分歧和矛盾，最终蒙古族女性
在“第三者”面前，很坚决地选择了拒绝。《珠
拉的故事》（2000）中，出现了蒙古族离婚和
失婚家庭的再结合问题，同时还涉及到孩子
在再婚家庭中的位置和对两性情感的影响，
这也是新世纪之后，电影对现实的部分折
射。这一变化，在《图雅的婚事》（2006）中也
有所反映，蒙古族女性图雅在生活陷入困境，
不得不与丈夫离婚，并带丧失劳动能力的前
夫再嫁，却因此带来两个男人间的尴尬和她
内心的悲伤。而在《尼玛家的女人》中，母亲
和两个女儿都失去了自己的男人，为给母亲
庆祝寿辰，城里的大女儿找了一个男人“扮
演”自己的新婚丈夫，留在草原上的小女儿，
则同样谈起了恋爱，只是恋爱的男人家里，还
有一个幼小的女儿和成了植物人的妻子。三
种情感状态，也折射出当下民族情感的一些
现状。值得注意的是，女性在以上几部电影
中，都显示出相似的坚强、独立的品性，即便
是缺乏男性的力量，同样能够承担起生活的
重担。

通过以上简单的梳理可以看出，新时期
内蒙古电影中的民族情感变迁，与这一时期
整个中国电影中的两性情感变动相比，因蒙
古族独特的民族文化及民族个性等因素而相
对缓慢，但也大致呈现出相似的变化，也即从
内敛保守到困惑焦虑，而女性也在这一过程
中，不断地走向独立，男女两性趋向平等。内
蒙古电影创作与民族情感及草原生态等有着
密切的关联，也离不开草原民族文化语境。
而民族情感关系变迁属于社会文化的重要分
支，也必对电影艺术创作有重要影响。二者
的融合，可挖掘出民族文化心理、情感模式的
沿袭、社会变动对民族婚姻家庭情感的影响
等等深层原因。内蒙古电影艺术对民族情感
关系的持续关注，隐含着“人与自然”这一永
恒母题的叩问，是对人类存在意义与价值的
探索与反思。

民族电影中的爱情影像
◎安宁

哈斯巴特尔哈斯巴特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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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青春吐芳华
——评白晶回忆文章《我的乌兰牧骑》

◎美成

白晶无疑是幸福的，她从刚参加工作就踏入
了乌兰牧骑这个具有优秀传统的光荣集体。她
在《我的乌兰牧骑》中说：“1982 年，我 18 岁，从
哲里木盟艺术学校第二批舞蹈班毕业，是全校最
小的毕业生。毕业考试那天，各地的乌兰牧骑团
长们纷纷都来要人，我是科左中旗人，应届毕业
生就我一个，理所当然地回到家乡，走进了我的
乌兰牧骑。”“乌兰牧骑队员当中不乏多面手，既
可以吹、拉、弹、唱、跳，又会作曲和写歌词，他们
非常敬业。”白晶质朴的描述，令我的思绪久久地
驻足在青春过往的种种遐思中。对于很多人来
说，青春的芳华已经逝去，有的甚至面目全非，虽

然依旧谈笑如故，但是其间难掩岁月对人的改
变。也有一些人，曾经迷茫、困顿，青春的探索一
路踉踉跄跄、磕磕绊绊。白晶的文字让人沉思，
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她把我们的思绪带回到那个
纯粹干净、有理想、有追求的年代。乌兰牧骑队
员们在时代背景提供的大幕中，热情洋溢、心系
群众、英姿勃发、吃苦耐劳，用无私的奉献与广大
基层群众形成了手拉手、心贴心的血肉联系，与
农牧民群众结下了鱼水深情，铸就了她们青春无
悔的芳华，成为了一个时代不可磨灭的铭记。这
是她们以青春的方式，留给一个时代最为崇高的
敬意。

青春是时代的铭记

白晶在《我的乌兰牧骑》中写到：“巡回演出
是左中范围内所有嘎查。汽车一路颠簸，来到第
一站——乌斯吐。几个女队员被分配在大队书
记家，腾出一铺炕，男队员安排妥住处开始找一
块比较平坦的地面，用铁锹铲出一个能盛下舞
蹈、乐队人员和灯光的舞台。”“当夜幕降临时，一
排专用舞台灯光打开后锃明瓦亮，云灯打在天幕
上又呈现出多彩的光芒。这时，我看到好振奋人
心的壮观场面。天上飞的各类甲虫、蚊子成群地
奔舞台而来，嘎查和邻村的大姑娘、小伙子、男
人、女人带着孩子，成群结队地急忙往亮着灯的
地方赶，牧民家的狗们，也兴奋异常地撒着欢儿
随着人流跑向舞台四周。”这是当年乌兰牧骑深
入基层演出的真实写照。

白晶的文字让我们沉浸其间，也让我们心潮
涌动、思绪万千。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责任，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使命，一个时代有一个时
代的担当，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风范。其间，
青春始终是一种力量。乌兰牧骑精神，就如电影

《高山下的花环》的主题思想、女排精神一样，在
中国改革发展的初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巨大的
精神鼓舞。这种蓬勃向上的精神，无疑是青春的
奋进者汇集出的强大力量。他们在动态的历史
脉络中，不迷茫、不功利，国家“大我”的需要就是

“小我”的前进方向，正是因为青春勃发带来的生
生不息的力量，才使得我们这片辽阔的土地充满
了文艺的芬芳和希望的力量。

青春是一种力量

白晶在《我的乌兰牧骑》中写到：“从我单身
到结婚，前后搬了 7 次家，这本证书与我紧紧相
随。算来已经有 31 年了，这是 1986 年我 22 岁在
乌兰牧骑时，自治区文化厅颁发的表彰证书，红
色绒面烫金的字，里面用毛笔字以蒙汉文写着表
彰白晶同志——全区乌兰牧骑先进工作者。”“一
次下乡演出，下过雨，地面铲完后还是凸凹不平，
天气很凉，有的队员实在太冷，索性把下个节目
的服装套在上一个服装上面，一层层往身上套。”

80 年代的中国，正处于百业待兴的上升期，
各种物资短缺、精神生活贫乏，生活条件是艰苦
的，基层农牧民对物资和精神生活充满着渴求。
乌兰牧骑的出现，不仅为他们生产、生活助力，而
且还送来了精彩纷呈的文艺演出，这既是他们对
世界认知的突破，也使得彼此间在互感中完成了
精神世界的重塑。特别是乌兰牧骑诸多代表中
国传统文化和真善美主题的优秀剧目，其间蕴藉
的家国情怀，是中国人深层次的文化心理需求，
由此构筑了中国人共同的精神家园。乌兰牧骑
这些经典剧目和意义还在于，给在困境中起步奔
小康的农牧民以感悟和启迪，使他们迸发出蔑视
困难、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勇气。这就是文学艺术
提供的强大精神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的历史时期，站在新的高

度指出，“民生连着民心，民心关系国运”“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让
我们深深领悟，文学艺术只有保持自觉的认知、
真实的情感、高远的情趣、宽广的胸怀和进取的
精神，才有可能探索好社会真谛，描摹好时代精
神，进而创造出无愧于心、无愧于时代、接地气、
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

白晶在《我的乌兰牧骑》结尾写道：“春风吹
来了，草原又要绿了，我们的乌兰牧骑又要出发
了！”这里一语双关，既说明时代需要继续发扬乌
兰牧骑优良传统，同时也是一种面向未来的呼唤
和期盼。我们真诚地理解白晶对于乌兰牧骑发
自内心的热爱与敬意。白晶和她的乌兰牧骑队
员用激情四溢的青春过往，为新时代的年轻人做
出了表率。“我们的乌兰牧骑又要出发了！”这不
仅仅是白晶个人的呼唤，也是我们共同的期盼。

青春蕴藉着家国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