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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9 日晚，伴随着河套夏日的熏风，为期 3 天的
第一届全区乌兰牧骑新人新作比赛在巴彦淖尔市河套
文化演艺中心落下帷幕。

此次比赛由自治区文化厅、巴彦淖尔市人民政府
主办，旨在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乌兰牧骑事业发
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充分挖掘和展示乌兰牧骑新人新
作，促进乌兰牧骑间的交流学习，并为今年草原文化节
的首届乌兰牧骑新人新作展演做好选拔工作。

对此各盟市、各支乌兰牧骑做了精心和认真的准
备，共征集到来自全区乌兰牧骑的 360 余部作品，通过
各地推荐和专家评审，最后选出 112 部作品参赛，分为
声乐、舞蹈、器乐、组合 4 个类别。全区 46 支乌兰牧骑
400 多名队员齐聚一堂、一展身手。

此次比赛在范围、年龄、内容等方面做了几个限定
和要求：只限全区 75 支乌兰牧骑；比赛演员的年龄舞
蹈 35 周岁以下、声乐 45 周岁以下；参赛作品需为 2016
年后创作的，鼓励突出现实题材、突出民族文化特色、
突出内蒙古元素和民族地域特点等。

可以看出这是一场针对乌兰牧骑、面对年轻乌兰
牧骑演员的一场大比武，是一场积蓄乌兰牧骑后备力
量的一场大练兵，也是全区乌兰牧骑年轻队伍的一次
大检阅，更是新时代乌兰牧骑艺术成果的集中展示。

比赛除评比出四个类别11个单项表演的一二三等奖
外，同时设置了四个类别的创作一二三等奖，评委们在评
比议定这个奖项时，先决条件是，创作者为乌兰牧骑团队
的身份，这也是激发乌兰牧骑自身创作活力的一项举措。

笔者作为比赛评审组的监审，全程观看了声乐类
和舞蹈类的精彩比赛，现场领略了这两个类别演员们
的表演形式、风采和技艺。声乐类设了民族、长调、通
俗（含美声）3 个组别，40 个参赛节目中 31 个为独唱每
个表演 1 人，7 个二人唱表演 2 人，1 个独唱配乐表演共
3 人、1 个独唱配乐表演共 5 人；舞蹈类设置了独舞、双
人舞、三人舞，表演人数全部为 3 人以内。同时按比赛
要求，器乐类分独奏、重奏、合奏 3 个组别，组合类分声
乐和器乐组合，对可能出现人数较多的“组合类”明确
要求不超过 10 人。我想这种用意至少有几个直接体
现，一是直接展现演员的个人表演技能，几乎是单兵演
练，浑水摸鱼和滥竽充数是不可能的；二是不搞演员众
多的规模节目比赛，节约成本；三是最终体现乌兰牧骑

“短小精干”的演出特点。
在颁奖晚会上，精选了四个类别的获奖节目和未获

奖的优秀节目，齐聚灯光璀璨的舞台，再次单独或串联
过场亮相，民族艺术服装亮丽，马头琴、乌力格尔悠扬，
长调高亢，充满了内蒙古地域和乌兰牧骑的鲜明特色，
节目绚丽多姿、异彩纷呈，赢得了现场观众热烈的掌声，
展示了新一代乌兰牧骑演员及新创作节目的强大生机、
活力和魅力。巴彦淖尔市民族歌舞剧院，因尚未获得文
化部评定的乌兰牧骑身份，未能择人参赛，而在颁奖晚
会上由他们编排、表演的情景舞剧《红色轻骑在草原》，
再现了当年乌兰牧骑深入牧区演出的情景，朴素的服
装、带着五角星的黄挎包、简单的乐器，队员们边演出、
边服务、边劳动，在激昂的旋律中与充满期待的牧民群
众融汇在草原的大舞台上，勾起人们无限的记忆和遐
想，把一场高水准的赛事和演出再次推向高潮。

2017 年 11 月 21 日，习近平总书记给苏尼特右旗

乌兰牧骑队员们的回信，极大地鼓舞了全区乌兰牧骑
队员和广大干部职工群众，全区迅速掀起了学习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精神的热潮。内蒙古自治区党
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出台了《关于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加快推进乌兰牧骑事业发展意
见》，各地也相应出台了《贯彻实施意见》，从政策、经
费、体制、机制、编制、创作、演出等方面加以落实，这给
乌兰牧骑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

2018 年 6 月 22 日，由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的乌兰
牧骑座谈会上,再次深入研讨乌兰牧骑精神和加快推
进乌兰牧骑发展举措。自治区主席布小林在致辞中指
出，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殷切期望乌兰牧骑永远
做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我们要始终保持乌兰
牧骑红色基因不变，始终保持乌兰牧骑扎根草原、服务
群众的优良传统不变，始终保持乌兰牧骑一专多能、精
干灵活的特点不变，继续发扬乌兰牧骑精神，不断推动
文艺创新，努力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
秀作品，实现内蒙古文艺创作由“高原”到“高峰”的跨
越，让乌兰牧骑这面红色旗帜在我国社会主义文艺战
线上高高飘扬。

“打铁还得自身硬”。在新时代，要保持乌兰牧骑红
色基因不变，继续传承、发扬乌兰牧骑优良传统和精神，
要让草原上这面“红色文艺轻骑兵”的旗帜高高飘扬永
不褪色，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首先还得练好内功。

通过这次比赛，我们欣喜看到乌兰牧骑一批新人
正在健康茁壮成长，乌兰牧骑未来发展蕴含巨大的潜
力。比赛是一种形式和手段，获奖是肯定、鼓励和荣
誉，在诸多获奖作品中，充分体现了创作者和表演者的
功力和匠心。勇于争先是一种追求，但这不是乌兰牧
骑的根本目的和追求。无论作品是否获奖，更需要到
农牧民中间，在草原和田间地头搭起的舞台上，为群众
演出、服务，得到群众的认可，“接地气、传得开、留得
下”，这才是乌兰牧骑的最终的初心和境界，才是最高
的荣誉和追求。为此我们也不能把是否获奖作为衡量
乌兰牧骑表演水准的唯一标尺，要做到胜不骄、败不
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18 日下午的比赛后，就评分的价值取向和艺术取
向，作为监审笔者和几位专家、评委做了交流和探讨，
提出了如下几点建议。一要向乌兰牧骑的演出特点上
贴近，防止唯舞台艺术标准，这是宗旨要求；二要向内
蒙古地域、蒙汉民族特色上贴近，倾向用群众习惯接受
的表现思想和生活的艺术语言，避免“非主流意识”创
新的遮蔽，这是接地气；三要向大众审美需求上贴近，
以保持长久的生命力，这是传得开、留得下。

今年是第一届全区乌兰牧骑新人新作比赛，以后
还会有第二届第三届，也还会有其他类型的乌兰牧骑
的展演、创作和比赛，无论如何，我们应该确定由乌兰
牧骑精神和特点决定的价值标准、思想标准、艺术标
准、评判标准，这一点需要我们共同来探讨。

群星闪烁 新蕊绽放
——第一届全区乌兰牧骑新人新作比赛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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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传统文化的思想道德力量

◎见证内蒙古文学艺术的点滴成长

◎助推草原文化繁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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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文拍电影的节奏，也和他的电影本身
一 样 富 有 节 奏 感 。 从《阳 光 灿 烂 的 日 子》

（1994）到后来的《鬼子来了》（2000）《太阳照
常升起》（2007）《让子弹飞》（2010）《一步之
遥》（2014）和今天的《邪不压正》，每一部电
影的酝酿拍摄期都在 3 年以上，他用自己导
演的作品构建了一个荒诞的世界，让形形色
色的角色在这个舞台上展现自己，剖析自己，
因此姜文电影中的荒诞，总有值得品咂回味
的空间。近年来他导演的《让子弹飞》《一步
之遥》和《邪不压正》被称之为“民国三部曲”，
这 3 部电影用风格接近的对白和叙事，讲述
了民国时期的荒诞闹剧。《邪不压正》作为“三
部曲”的最后一部，电影的故事变得更加明
朗，人物关系也变得简单明了，这样看来，姜
文似乎在摒弃技术的本身，努力让电影回到
最初的状态。

屋顶是两个世界的分界线

屋顶，是个公开又隐秘的存在。在波兰
籍犹太作家布鲁诺·舒茨的笔下，屋顶可以让
人与世隔绝。在其短篇小说《鸟》中，父亲开
始时只热衷于修理屋顶，后来去屋顶的时间
越来越多。最后，他开始对各种各样的鸟蛋
感兴趣，买来五颜六色的鸟蛋自己孵化。等
那些大型的鸟儿破壳而出时，屋顶就成了与
人类世界迥然不同的世界。用小说中的原话
形容就是：几个礼拜后，那些瞎眼的小东西一
下子长大了。一个个房间里充满新住户的欢
快的叽叽喳喳的声音和生机勃勃的啾啾声。
那些鸟歇在窗帘框上，衣橱顶上，它们在一盏
盏吊灯的错综复杂的镀锡枝条和金属旋涡形
装饰中间做窝。《鸟》中的父亲养鸟的行为超
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娱乐，他对屋顶上的鸟儿
倾注的是生命与生命之间的温度。所以当他
的鸟儿被阿德拉驱散之后，他就变成了“一个
失去了王位和王国，正在流亡的国王。”在瑞
典作家林格伦的童话《住在屋顶的卡尔松》
里，屋顶成了小飞人卡尔松与另外一个世界
的界限。他是一位个子矮小、体形圆滚、自命
不凡的家伙，他爱说大话，贪吃，自私自利，爱
翻别人的东西，搞坏别人的东西从来不说道
歉，还不停地给主人公制造麻烦。只是，这样
角色符合孩子爱淘气的天性，这部作品也被
全世界的孩子追捧，作者林格伦本人也成了
瑞典的民族英雄。

电影中的屋顶，比小说里的屋顶更受视
觉的限制，也更具体。据说，姜文为了拍好

《邪不压正》里的屋顶戏，在云南搭了一个 4
万平米的场景。等镜头慢慢升起来的时候，
观众眼里的世界也被自然地分成了两个。在
地上的世界里，姜文用平民的视角关注上个
世纪 30 年代在北平城的大小胡同里发生的
人情世故。胡同里有从海外前来寻仇的李天
然；有占据一方的外国使馆；有穿梭麻木的市
人和热火朝天的小日子。在地上的世界里，
前朝武人蓝青峰、警局局长朱潜龙和日本武
士根本一郎为找到势力平衡勾心斗角，那里
的世界或纸醉金迷，或暗藏杀机，光亮和黑暗
并存。作为江湖新势力的李天然，对北平这
座城市从陌生到熟悉，直到成为那里的主角
时，日本人的突然兵临城下，改变了这座城市
原有的格局。最终，在一场厮杀之后，城市归
为平静，然而城里的新秩序还没有形成，地上
的世界依然很乱。

相对于地上的世界，屋顶上的世界是姜
文浪漫思想的极度表达，也是电影中属于他
的“私货”。姜文喜欢在作品中塑造有别于现
实世界的“头顶上的世界”，在他的电影里，这
样的世界是一种隐喻。在他入行导演的成名
作《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马小军喜欢蹲在屋
顶的阁楼外，观察秩序颠倒的世界；《太阳照
常升起》里，有一辆火车停在空中，叫人只能
仰望；《一步之遥》里的土匪兄弟总喜欢站在
城墙上；在《邪不压正》里，姜文留给李天然的

“头顶上的世界”更为宽广，它连接着整个北
京城。每一次，李天然跳上屋顶时，他就远离
了脚下那些纷乱的秩序和关系复杂的人物，
水波纹似的屋顶让人想起大海的辽阔和博
大。在屋顶上，没有人阻拦李天然的前路，比
起地上的规矩和尔虞我诈，他那里显得更加
自由。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李天然在屋顶时，
必定会晴空万里，似乎屋顶就是他能够张开
翅膀高飞的天空。那个在地上的世界里到处
乱撞，处处碰壁的少年，在屋顶上就可以任意
奔跑，几近飞翔。在屋顶上，李天然自成一个
世界，或者说，他是那个世界的主宰者。作为
隐喻，屋顶的世界上没有纷争，没有限制，更
没有杀戮和欺骗，是人类理想的居住地。走
上屋顶的人，会用“上帝的视角”看待世界，高
度和深度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只有在拥有
独立，拥有足够的空间之时，李天然才能成为
真正的“侠”，也能够做到“隐”，狭小而充满市
侩的尘埃里，他是一个被世界遗弃的孤独者。

理想是两种女性的分界线

《邪不压正》是一部描写男人的电影，这
一点毋庸置疑。为了柔和男性世界的“硬
度”，电影里加入了两位女性角色。一位是北
平城里著名的交际花唐凤仪；一位是接受新
思想的女性代表关巧红。理想让电影中的两
位女性选择各自不同的生活道路，而在男性
荷尔蒙升腾的这部电影里，她们的存在，早已
超越了“点缀”的意义，甚至有了一点喧宾夺
主的趋势。

唐凤仪的存在方式需要依附男人的世

界。名义上她是警局局长朱潜龙的情妇，但
她有独立的爱情观和价值观。在那个逢场作
戏的时代里，她保持自己独特的存在价值，还
不忘记自己的理想。当她遇到自己心仪的男
人李天然之后，甚至有些世俗地讲述了二人
天堂般美好的未来：她已在马尔代夫买下两
座岛屿，随着水平面的下降，岛屿的面积会越
来越大，她想要和自己心仪的人在岛上过与
世无争、儿孙满堂（电影中称之为创造一个民
族）的日子。唐凤仪代表的是女性心中最朴
实、最基础的理想。因此，她们的生活动力也
比较纯粹和简单。“七七事变”之后，以她为代
表的中国女性最基本的理想，也被战争毁
灭。作为牺牲品，她从城楼上跳下，为自己的
国家献出了自己的最后的力量，用自己的牺
牲换取了民族的尊严。电影中的唐凤仪，虽
然衣着光鲜，但她是一位彻底的弱势群体。
姜文让唐凤仪这样的弱势群体出现在灯火阑
珊的世界里，为的是给观众一个更加鲜明的
对比度。《邪不压正》里死了很多人，而没有一
个人的死去，像唐凤仪这样拥有仪式感，可见
导演姜文非常心疼这个角色。

相对于唐凤仪的弱势，关巧红看起来更
弱势——她刚出场时，便瘸着腿。然而她是
电影中最坚强，目的性最强的女性。能够闯
进屋顶——李天然专属领地的人，《邪不压
正》里只她。她的心中的仇恨，时刻督促她改
变自己。她开始不顾疼痛和不便，放开小脚，
为完成自己设定的目标一步步向前。为了能
够和李天然协力作战，她苦练自己的蹬力；在
屋顶上，她虽然摇摇晃晃，还是在没有李天然
的陪伴之下走完了屋顶上的全部路程。她和
李天然一样身怀大仇，当李天然打草惊蛇，天
天把“报仇”二字挂在嘴边时，关巧红理性地
转换自己的身份，变成了北平城最有名的裁
缝。而当李天然面对比自己更强大的对手畏
惧不前时，关巧红又变成他的“心灵导师”，用
充满母性标签的温柔与严厉，帮助李天然完
成了从男孩到男人的蜕变。在生死攸关时，
关巧红挺身而出，努力救李天然于水深火
热。李天然与关巧红之间朦胧的情愫，为《邪
不压正》这部表现江湖凶残的电影增加了温
暖的元素，让人看起来不至于那么“冷”——
当然，“小鲜肉”和爱情元素也是能够吸引女
性观众去影院的法宝之一，而从我国观影人
员的性别比例来看，女性明显高于男性。

两位女性的存在，让《邪不压正》多了一
个层次，有效防止了电影的单层扁平化。虽
然两位女性在电影中出境的频率并不多，但
她们富有个性的人物形象，让观众看到了恩
仇江湖的另一面。

关于姜文，我们还期待什么？

姜文属于“演而优则导”的类型。他导演
过 6部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这部教科书式
的作品上映之时，中国电影似乎还没有找到自
己的商业模式；《鬼子来了》这部电影因种种原
因未能上映；《太阳照常升起》上映时，大家又
大呼看不懂；而他的“民国三部曲”《让子弹飞》

《一步之遥》和《邪不压正》上映开始盈利时，大
家又说他成了彻头彻尾的商业导演。

姜文一直在导，一直在演。《邪不压正》的
原著是作家张北海的长篇小说《侠隐》。到姜
文手里之后，原著只留下了一条李天然复仇
的主线，余下的便都是姜文喜欢也擅长的“私
货”。他的电影里，镜头转换非常快，为了表
现电影中丰富的层次，他拍摄时取非常多的
素材，官方公布的数据是 35:1，或者更多。
所以不管他的哪一部电影，从头到尾看下来
有一种酣畅淋漓的感觉。在《太阳照常升起》
之后，他变得更喜欢讲述一个线性的故事，努
力把故事讲得完整。作为观众，我们可以把

《邪不压正》看成是一部处处充满了隐喻的作
品，从而进行各种各样的过度阐释；也可以把
它当成一部纯粹热闹好玩的故事，只看一个
沸沸扬扬的故事就足够。只是，在姜文的电
影里，大家早已不满足于看故事，过度阐释他
的电影成了影评人的新业务。所以，在《邪不
压正》里，姜文邀请了他的好友，影评人史航
来饰演一位民国的影评人，来表达姜文对影
评人的态度。或许，这也与他的其他几部电
影惨遭恶评的结果有关。《邪不压正》是一部

“复仇”主题的电影，所以他也在公报私“仇”
吧。对于作为导演的他来说，影评和电影中
蓝青峰和朱潜龙相互扔来扔去的炸弹一样，
是一个烫手但不得不接的山芋吧？

有人说，看姜文的所有电影，就像只看了
一部电影。这是导演“私货”丰富的明显标
志。大部分观众早已习惯了姜文电影中的那
些隐喻、冷幽默和男性荷尔蒙。也有人说他
是中国的昆汀·塔伦迪诺，或许姜文不会接受
这一称号，毕竟他的电影，艺术层面上的成就
也不可低估。如果一个导演在每一个题材上
都能注入自己鲜明的风格，那么一辈子只导
了“一部电影”，在笔者看来都是成功的。

有消息说姜文买下了民国女侠施剑翘的
电影作品改编权，所以姜文的下一部电影可能
会是《施剑翘传》——《邪不压正》中关巧红的
原型。看来姜文的民国江湖还会继续，会依然
热闹。而作为观众，我们应该是一名深入浅出
的隐士，静观姜文电影世界的风云变幻。

电影《邪不压正》——

隐去的侠士 热闹的江湖
◎照日格图

双人舞蹈双人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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