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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新时期以来的女性写作，母性一直未在诗
歌写作中成为话语热点，更未成为母题。就是在多
元化写作的当下，阐发母性的重要诗歌文本也并不
多见。但张瑜的《月光来时》散发着母性光辉的诗歌
集，从更为开阔的视野上丰富了女性的诗歌写作。

《月光来时》分为七辑。第一辑为月光来时；第
二辑为我的领地我的海；第三辑为长歌天涯；第四辑
为面北而居的日子；第五辑为伸向时间里的莲蕊；第
六辑为云上的屋亭等，细细读之，被一种深沉且浓烈
的爱的情感深深吸引，那些精心的构思和立意，纵使
一个小小的意象，也给人以全新的发现和心理感受。

月亮，在中国古代是一个使用率非常高的意
象。如北宋苏轼的《水调歌头》中的“但愿人长久，千
里共婵娟”；北宋文学家欧阳修的《生查子》中有着缠
绵甜蜜的“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唐朝诗人杜甫

《月夜忆舍弟》中的“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等
等。因此，月亮也就成了诗人们表达情爱遥寄相思
的理想选择。月亮的基本象征意义是母性和女性，
诗集中的《月光来时，我叫出了她的名字》中诗人这
样写到：“给我生命的她在我目达之处/瘾灭”“半夜/
灯一关/和着泪/自己就站在墨色冰海中/无船/无橹
可摇/梦四片/掉落一展空庭/也凑不起一个熟悉的
身影/月光来时，我叫出了她的名字”立意之高，诗语
深邃、干练，有张力。这诗让你身临其境，体味着失
去母爱的孤独疼痛之感，暗喻对母亲的讴歌。诗歌
之所以高贵恰恰在于“诗意”，而诗意的传递离不开
丰富的感觉、意蕴节奏、意象意境。

又如《面北而居的日子》中，“家中白落下墙皮
来/像日历般翻阅我自己/房间面朝北，母亲走了/我
恳求镶我在她的来世里/仅做一小片墙皮，能每日看
看她”。墙皮是客观事物，诗人梦想与主观的“墙皮”
有机融合，通过非理性、潜意识、无意识方式来构造
一种梦幻般的想象，儿时居住的窑洞受潮，经常有墙
皮脱落，母亲一遍又一遍打扫着，为家庭无私的付
出，传递出深深的母爱。而今“留着她的笔记，一个
本子记着每日菜的价钱/记着今天鱼子打过电话/记
着崩时间为碎渣后，捡拾收好那些记忆/我，曾活在
她的口头记述里，出生、成长”。诗人睹物思情，从直
觉出发，通过感性的触觉以及内在的感触，表达母亲
对待生活的态度。这笔触真挚，饱含深情。读之，眼
眶，时有浸润的涟涟泪光。

这本诗集中有许多写母爱的诗，如《这把橘色轮
椅》《红碱淖》《身后》《一生一思》《母亲蓝》《长大都是
瞬间》《4 月 21 日》《又一秋的想念》《隐藏所》等篇，均
是描写母爱之深沉和伟大！

《伸向时间里的莲蕊》中，“空堂惟思这生疼的刮
伤/可靛蓝身影里，明明还有一个人/用素心静待每
一次鸡鸣/母亲，从不想日子是虚无/烧炕，做饭，庭
扫，抚情/触摸光阴走过绣缎的琴音/从不透一缕如
泣如诉/道畅时乘，乐而忘忧/一昙昙微笑，都能唤

起岩壁上钉结的古老符号一闪一烁”。诗人在叙
事的抒情中渲染，时隐时现，“靛蓝身影”有象征意
义，“蓝”这个意象，人们常说，蓝色代表智慧、天
空、大海，“蓝”象征爱、纯洁与高雅。“靛蓝身影”还
有一种特别的意味，隐藏着母亲伟大的情怀。而

“木台我伏案，缝纫机前总递来她的慈波/日日三
顿饭菜，口口送下莲蕊般恩重”把母爱写得绚丽而
充盈着芬芳。

自从盘古开天地，人类生生不息地繁衍，身为女
性的母亲，不知投入了多少平凡而至高无上的母
爱。我们看《一切爱都唤为母亲》：“泪水在不停跨越
江海，在旷野横陈/九曲十八弯的黄河，流淌母亲的
汁乳/我抚拎起她清灰潺彻发丝，在晶莹剔透中照见
她的童稚我的童真，兴奋感驾着夜莺婉转寰宇/只有
黎明，才见星星的眼睛，凝曦在空庭/曜，每灼我一
下，炸裂的温暖热透行囊/我俯下身子要用膝盖助读
我的深爱/母亲，黄天厚土，粒粒土尘都附着在我的
皮肤，柔呼在我心域，我从此广博，成为第二个母
亲。”这些诗句，音韵、节奏构建一个博阔的大爱。这
首诗引起许多读者的赞叹，充溢着形而上的意蕴，这
种意蕴不单单是小我的母爱，还有黄河母亲、大地母
亲的对中华儿女的大爱。由此，决定了其诗歌的境
界和高度。作为观体的自然黄河、黄天厚土与作为
主体的自我是精神同构，使这首诗有了更加深厚的
底蕴。

张瑜的诗纯真、滢澈，有一种挚诚的童心存在。
尤其诗中，诗人和儿子的对话，透视出无处不在的母
子深情，如《穿越》《孤儿》《痣与疤》。诗中还能读出
沉浸和简练，似乎有一种孩童般的舒缓气息在诗里
弥漫。张瑜的诗中没有大声喧哗、恣意的纠结，而是
仔细观察着这个世界，然后真情流淌，清澈、灵动，而
又带着向前冲击的爱的力量。

“艺术的境界，即使心灵和宇宙净化，又使心灵
和宇宙深化，使人在超脱的胸襟里体味到宇宙的深
镜。”如《云上的屋亭》，“碧潭映着流云，水底石鱼沉
泥/云后边亦宙际天石/都构纳时间的斑驳和睿智/
一切，如云上的屋亭，无泥泞无岑寂/从未邂逅过持
有答案的智者/只是屋亭无量无边/无执无念/只/静
候了悟”。可以说，整部诗集内涵丰富，在有节制的
抒情中折射无处不在的情思与哲理，有着无垠的对
生命和对生活的热爱，既使写乡路、树、风筝、豆粒
⋯⋯也都闪烁着诗性的感悟。

母爱的光辉
——读张瑜诗歌集《月光来时》

◎高彩梅

就自己对所教学生的了解看，没有看过金庸小
说的占多数，他们对于金庸的了解更多来源于影视
剧。金庸名声在外，学生群里有大量伪读者，说来也
是一种悲哀。这种悲哀多少与逝者尴尬的文学地位
有关。

长期以来，武侠小说作为中国文化中的“成人童
话”，虽然一直备受普通大众的喜爱，但却始终被视
为“俗文学”，难登大雅之堂，所以，武侠小说在学生
群中空有名声，但鲜有推崇者，甚至金庸《天龙八部》

（节选）入选高中课本引来一片反对，成为当年年度
话题之一。如何看待金庸，显然还会是一个需要漫
长争论和沉淀的过程，不过，在我看来，金庸从世俗
走进大雅之堂将是必然。

我鼓励学生阅读金庸小说，金庸小说的魅力在
于其有着多元的境界分层，真的有当下“生本教育”
的价值理念体现——让每个参与者都有收获。

我不建议学生读网络小说，因为网络小说最大
问题就是过分关注精神愉悦的体验，阅读者在现实
中难以实现的东西，在网络小说里几乎都可以实现，
犹如精神的鸦片，满足的是精神上的快感，却不能带
来现实的意义，甚至连一丝可供汲取的精神动力都
没有。经典的文学作品则具备网络小说所不具备的
功能。以爱情为例，你在《蒹葭》的歌咏里能知道追
求爱情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可能就是那近在咫尺
却难以触及的扎心；爱情也不是仅仅是男欢女爱的
激情，可以是《洛丽塔》的禁忌之恋，可以是《断背山》
中的同性相怜，也可以是《兰若寺》中的人鬼缠绵，甚
至是《海的女儿》中另外物种对人类的追慕⋯⋯人类
历史有多漫长，爱情的历史就有多久远，但爱情再久
远都可能被浓缩成《霍乱时期的爱情》，爱有多可人，

《飘》里有答案，《傲慢与偏见》里有解析，《简爱》中有
总结。但是，如此浩瀚的经典你暂时无福消受，建议
你去从金庸的小说入门，那里的江湖不仅有打抱不
平，那里的武林也不只行侠仗义，那里还有繁杂的爱
情故事，萧峰之于阿朱就是“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
巫山不是云”，段誉之于王语嫣则是“苦苦的追求，甜
甜的享受”，虚竹之于梦姑却是“未遇到你之前，我不
知道世界，与你相遇，你就是我的全世界”等等。

除了江湖武林、爱恨情仇，金庸的笔下还有历
史。《天龙八部》中有盐池之变，《射雕英雄传》中有成
吉思汗雄起大漠和靖康之耻，《神雕侠侣》中有襄阳
保卫战，《倚天屠龙记》中有红巾内战等。甚至，张三
丰、王重阳、丘处机等三教九流人士也是历史上真实
存在的。

多元是金庸的境界，积淀也是金庸的境界，不同
境界的人看到的金庸小说也是高下可判。境界越高
的人，对金庸的理解越深。还以爱情为例，大学时，

我第一次读到江淹《别赋》“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
矣”，更加能体会杨过与小龙女分别后的痛苦了，同
时，身中情花之毒的小龙女则日日尝食断肠草作为
回应，李白说：一枝红艳露凝香，巫山云雨枉断肠，而
曹植又说：念君客游思断肠，杨过思念小龙女黯然销
魂，有着倾国倾城之美貌的小龙女心心念念她的过
儿，日日断肠。如果，没有一点相关文学积淀，你对
这深深的离别之痛与那未书写的 16 年一样被省略
掉，但是，有了这些了解，你不仅仅是知道，还能感受
到那绵延了 16 年的别情里的疼与痛，彼此为对方伤
神黯然，日日忍受断肠相思之苦，金庸写别情已然达
到不着一字而情感全出的境界。

随着自己阅读经验的增长，我对金庸作品的理
解也在不断深化。少时为学生看金庸，快意恩仇，酣
畅淋漓，今为师者再看金庸，则从中感悟教师的不同
境界。《射雕英雄传》中，郭靖最初跟随江南七怪学习
武功。老师们受托孤之命，任劳任怨，尽职尽责，但
郭靖就是武功平平，江南七怪为此常常叹息，骂郭靖
榆木疙瘩。后来，郭靖遇见洪七公，学武速度发生了
质的改变。才几个时辰就功力迅升，判若两人。区
别就在于江南七怪与洪七公的教书境界不同，洪老
师讲授“亢龙有悔”时，“当下把姿式演了两遍，又把
内劲外铄之法、发招收势之道，仔仔细细解释了一
通。虽只教得一招，却也费了一个多时辰工夫。郭
靖资质鲁钝，内功却已有根底，学这般招式简明而劲
力精深的武功，最是合适，当下苦苦习练，两个多时
辰之后，已得大要”。面对郭靖，洪老师专注于学生，
他先分析了郭靖同学的自身特点，根据“鲁钝”的特
点教授“招式简明而劲力精深的武功”，郭同学的功
夫才突破瓶颈，更上一层楼。而且，洪老师的教育智
慧不仅于此，他还根据黄蓉古灵精怪的特点传授其
招数精妙、变化多端的逍遥游和打狗棍法，将因材施
教发挥得淋漓尽致。江南七怪老师们的失败就在于
总想着把知识、技能一股脑儿地教给学生，学生接受
不了，就唉声叹气，所有归因都置于学生愚笨、资质
差上。孔子有言：“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
下，不可以语上也。”这也是我读金庸中所学得的，希
望自己不断阅读中，更进一步，做更有境界的老师。

金庸已去，侠义长存，愿江湖有继，侠义无疆，仅
以此文为念。

金庸小说的境界分层与阅读接受
——是悼念亦是推荐

◎李建乐

近日舞剧《草原英雄小姐妹》精
心修改提高后再度演出，观之不胜感
慨，兹结合笔者的审美体会，谈谈本
剧在思想深度开掘和文化追求方面
所获得的成功。

首先，我认为该剧的成功，很大
程度上取决于一度创作在题旨立意
上的深度开掘。恩格斯讲，看一部作
品所取得的成就，主要是看它提供了
哪些前人所不曾提供的东西。这无
疑是编剧创作的最大难点所在——
过去各种体裁的文艺作品，早已反复
表现过这一题材，弘扬爱国主义、集
体主义这样的主题，更是屡见不鲜。
为此，剧作者没有停留在以往对小姐
妹英雄行为的精神内涵即集体主义
和爱国主义的一般理解上，而是深入
到民族性格和民族文化传统的草原
文化核心价值理念层面，对小姐妹的
精神力量所在进行了深度开掘。

这种深度开掘，首先体现在小姐
妹身上所承袭的鲜明民族性格及对
自 然 的 崇 尚 和 对 生 命 的 深 沉 大 爱
上。对于她们而言，每只羊都是一个
鲜活的生命，都是她们无法割舍的情
感。这种大爱，由羊群而及草原又及
家乡、集体、祖国，悲天悯人，包容天
地，与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和
价值理念同根同源；同时还体现为蒙
古民族被风刀霜剑、酷暑严寒世代雕
琢磨砺所形成的坚韧顽强、英勇无畏
的民族性格和英雄情怀。所有这些
优秀文化传统，都被剧作者纳入了对
小姐妹精神实质的时代思考。正如
编剧赵林平在谈到该剧创作体会时
所讲的：“英雄，是历史的闪光，也是时
代的榜样。草原英雄小姐妹作为内
蒙古自治区‘十大文化符号’之一和

‘100 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
物’，已经成为草原文化的精神象征，
其价值内涵已升华为中华民族的大
爱真情。”正是由于这种自觉，才使本
剧为我们提供了不同于以往同题材
作品的更深层面的审美发现和认知。

记得笔者在歌颂呼伦贝尔的一篇
七体赋中曾论及中华历代草原民族的
文化对中华文明形成的一大贡献：“观
夫青史，鲜卑勇而契丹壮，蒙古强而后
金悍。注中原以粗犷兮，北风南渐；壮
炎黄之血性兮，铁蹄入关。惟各民族
交流互动，始成就神州气韵之阴阳交
泰，华夏文明之气象万千，民族秉性之
刚柔兼济，祖国襟怀之博大浩瀚。”在
这种阳刚与阴柔水乳交融、取长补短
的中华文明统一体中，草原民族坚韧
强悍的传承因子，是草原英雄小姐妹
所以能够战胜暴风雪、保护住集体羊
群的强大精神力量。但是可以并非危
言耸听地讲，这种英勇强悍的民族遗
传因子，在当下存在着严重退化之虞，
也因而在当下中华民族性格的塑造与
养成中，尤其显得弥足珍贵。

其次，剧作者思维敏锐地捕捉住
当今中国社会家庭变迁中，亲情泛
滥、溺爱娇宠儿童，致使各界有识之
士深深忧虑的时代焦灼：在这样的宠
幸娇惯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接班人，成
为社会主体以后，中华民族将怎样自
立于激烈竞争的世界民族之林？于
是，通过草原英雄小姐妹身上所承载
的勇敢坚强的优良民族传统，及其所
形成的艺术感染力，对这些中国家庭
中的小太阳、小月亮、小公主、小王子
们，施以积极的教化、感召和重塑，便
成为该剧立意的鲜明主旨。但是怎
样才能搭起一座心灵的桥梁，进而实
现当年英雄小姐妹与当下这些蜜罐
里泡大的青少年观众的沟通呢？为
此，剧作者精心设计了不同时空的两
代人或巧妙穿越、同台交流，或课堂
看戏、移情感化等新颖别致的艺术手
法，别出心裁地再现了当代小学生与
上个世纪 60 年代的英雄小姐妹之间
的心灵碰撞和情感交融，进而使小姐
妹身上流淌的热血和民族性格因子，
潜移默化地注入当代儿童身上，从而
完成一场圣洁崇高的心灵洗礼。为
了更契合以孩子们为主体的当代观
众的审美特点，编剧特意在剧本结构
上，将全剧上下两个半场直接命名为

“第一课”和“第二课”。于是我们看
到了当今时代的孩子们在课堂上，观
看草原英雄小姐妹为保护集体羊群
而与暴风雪殊死搏斗的“戏中戏”场
面，看到了孩子们在课堂上由淡然而
感动、而焦急而神往的灵魂纠结与奋
起图强，看到了孩子们怎样在小姐妹
身上得以张扬的民族精神感召下，令
人信服地完成了认可与接受、最终实
现精神升华的成长历程。

其三，从编剧、艺术总监赵林平
关于本剧作为“积极探索重本体、抓
特色、利实践、益传承的‘学院化’舞
蹈创演新模式，所进行的一次大胆创
新实践”的创作体会中，我们还可以
感受到一种自觉的文化追求。什么
是“学院化舞蹈”？从专业的角度去
理解，它应该是指动作科学规范、技
术技巧高超、主要由少数专业人士表
演以供广大观众欣赏的舞蹈（包括舞
剧）作品。但我个人的体会是，无论
何种文学艺术门类的“学院化”，都应
该具备高度的文化自觉、系统的专业
知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深厚的文学
修养这样几个要素（当然这样讲绝无
贬低“社会舞蹈”“民间画派”乃至“山
药蛋派文学”等文艺流派的意思，这
些流派的特点更倾向于深厚的生活
积累、典型的民间话语、浓郁的生活
气息和通俗的大众品格等，同样值得
肯定）。关于这部舞剧创作所体现的
文化自觉，我们可以从前面编剧讲到
的对这一打着深沉厚重的草原文化
印记的题材选择过程略见一斑。而
系统的专业知识和坚实的理论基础，
更是内蒙古艺术学院这个秉持“教
学、科研、创作、表演四位一体办学理
念”的高等艺术院校的强项与优势。
笔者感触最深的，是体现在剧情之中
的作为舞蹈艺术家的编剧、导演们的
文学修养。例如关于形象化的表现
手法，在揭示小姐妹英雄行为的思想
文化根源上，作品没有像某些编剧那
样，让父母或老师给小姐妹讲述先祖
和英模们英勇杀敌的故事或爱祖国、
爱集体的事迹，甚或讲一些革命的大
道理，而是在小姐妹嬉戏玩耍时，让
她们看到父亲和牧民们策马扬鞭、英
勇矫健、尽显马背民族英雄本色的铁
蹄雄风的舞者形象，以及充满蒙古民
族英雄气概的摔跤手们如雄鹰翱翔
般的搏克雄姿。这对小姐妹的成长
是“此处无声胜有声”的潜移默化，当
然同样会甘霖般洒入剧中以孙女为
代表的当代孩子们的心田。这就是
恩格斯所说的，剧作家的“倾向应当
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
来，而不应当特别把它指点出来”的
道理。又如在细节表现上，一个爷爷
背着孙女去上学并为其打伞、擦汗、
喂水的细节刻画，道出了多少关于溺
爱孩子的隐忧！而孙女被草原英雄
小姐妹的精神感化后，不仅不再让爷
爷背，而且反过来给爷爷献花、为爷
爷撑伞的对比性细节，又会带给观众
多少希望和欣慰！一组妹妹丢了毡
靴、脚冻成冰坨，羊群也仿佛冻成了
冰雕，但姐姐顽强地站立起来，背起
妹妹迎着暴风雪继续前行的细节和
情境营造，又胜似多少高大上的豪言
壮语！还有那一组幻觉中母亲手持
佛灯的情景，和精心设计的珠岚舞所
蕴含的象征性意味，那一组当年的父
母、群众和当今的孩子们共同寻找的
绝妙设计，以及最后他们都共同“找
到”的结局设计——亲人们找到了危
难中的草原英雄小姐妹、今天的小学
生找回了失落的宝贵精神。所有这
些，无不体现出深沉隽永的文学品
位。著名表演艺术家李保田讲“拼到
最后就是拼文化”，这句名言值得我
们每个文艺工作者牢记，这也是舞剧

《草原英雄小姐妹》的创作实践给予
我们的宝贵启迪。

舞剧

《草原英雄小姐妹

》的思想开掘与文化追求◎单学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