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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徐跃

名字中带有“草原”二字的
歌曲，你能说出几个？这些歌
曲虽然名字相似，却能让人们
听到不一样的草原。

《美丽的草原我的家》由内
蒙古著名女中音歌唱家德德玛
演唱。这首歌在 1980 年被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作为“世界优
秀歌曲”编选入教材，并收录于

《亚太歌曲集》中。
《我和草原有个约定》这首

歌由杨艳蕾作词，斯琴朝克图
作曲。齐峰在演唱中运用了真
假声混合过度的演唱方式，这
是以前草原歌曲没有尝试过
的，也是草原歌曲注入流行元
素的一次大胆尝试。

“父亲曾经形容草原的清
香，让他在天涯海角也从不能
相忘，母亲总爱描摹那大河浩
荡，奔流在蒙古高原我遥远的
家乡⋯⋯”这首由席慕蓉作词、
乌兰托嘎作曲的《父亲的草原
母亲的河》可谓是草原歌曲经
典中的经典。

以上几首歌曲都借由草原
抒发了对家乡的炙热情感。此
外，还有一些描绘草原美景的
经典之作。

《草原夜色美》也是德德玛
老师的代表作品之一。歌曲旋
律流畅，歌声浑厚深沉，意境优
美。歌中描绘的草原夜色的壮
观景象，让人心生向往。

《草原的月亮》中写道“每
当月光洒在毡房，只有云朵静
静地欣赏，阿妈的摇篮童年里
晃，古老的故事慢慢讲”，青年
歌手云飞的歌声让人听到一个
在外闯荡的年轻人对家人的思
念。阿妈的故事，家人相处的
温馨，安抚着游子的疲惫，那是
他心灵栖息的港湾。

还有格格演唱的《锡林郭
勒大草原》，这首歌由克明作
词、斯琴朝克图作曲。歌词生
动形象，感情质朴。歌曲曲调
悠扬，让人仿佛身临其境，置身
于辽阔的锡林郭勒大草原之
中。

乌英嘎版《我爱祖国的大
草原》在原作悠扬大气的基础
上做了一些改编，重新融入了

“中国梦”“新征程”等新理念，
描绘出了一幅草原儿女欣欣向
荣的美好蓝图。

一首首带有“草原”的经典
歌曲，记录着岁月的美好，唱出
了草原儿女的心声。每一曲草
原音乐，都饱含着一代又一代
草原音乐人的深情，扣动着每
一个迈入新时代跳动的心弦。

以草原命名的

□照日格图

有一种喜剧，可以用夸张的方式让你
从头笑到尾，如果它的呈现方式足够高
级，就会形成远离现实生活的艺术世界。
另一种喜剧作品，紧贴着地面，喜剧只是
它的外壳，观众揭开喜剧的外壳，才能看
到其真正的内核，这种喜剧的内核往往是
令人无法躲避的悲剧。《无名之辈》选择了
第二种呈现方式。

电影的开头，我们看到两个毛贼拿出
自己的战利品时，甚至有一点嫉妒他们不
费吹灰之力就获得的成功。而当他们以
为是手机的战利品变成一个个模型时，影
院里的观众笑得前仰后合。笑声过后，影
院里突然变得很安静。那一刻，大家都知
道了《无名之辈》虽然是一部喜剧，但其目
的不是博我们一笑，而是给我们展示滑稽
背后令人心酸的艰辛。在影院里，我们笑
的是银幕上的两个毛贼，而在现实生活
中，我们也常常会成为他人和自己嘲笑的

对象。通过《无名之辈》里的闹剧，我们竟
然看到了自己。电影中毛贼的愿望是，如
果抢劫分到十万块，七万块用来装修，两
万块用来结婚，剩下的一万全部给女朋友
买棒棒糖。这是那些芸芸众生最甜蜜而
简单的愿望。《无名之辈》更愿意让我们看
到包裹在糖纸里面的棒棒糖，它并不像人
们说的那样甜蜜，还包含着苦涩之味。马
嘉旗在异性面前大小便失禁时饱尝了这
样的苦涩；马先勇在女儿扇来的巴掌里饱
尝了这样的苦涩；两位毛贼在抢劫无果后
饱尝了这样的苦涩。《无名之辈》之所以是
一部好电影，是因为这样的苦涩拥有穿过
虚伪或暂时的甜蜜，直指人心的力量。这
种力量，让它有别于都市轻喜剧，拥有了
可靠的现实意义。

电影过去五分之四，我在暗暗感叹银
幕生活的无奈时，一群为了义气愿意和比
自己更强大的力量抗衡的中学生让我为
之动容——这当然也是悲剧的力量。他
们不甘于自己是“无名之辈”，决定为自己
的行为代言。那是一种群体的力量，因为

出现在一群年轻人的身上，所以我们也更
愿意相信那是来自未来的力量。《无名之
辈》进行到这里，至少给那些小人物指出
走出困境的某种途径——依靠自己，相信
道义，勇敢向前。《无名之辈》这根棒棒糖，
不只是要给我们一块糖果，还告诉我们制
作糖果的秘方。虽然秘方有些另类和偏
激，可那总是一条出路。

作家曹文轩说，文学作品感动人的
往往是道义的力量、情感的力量、智慧的
力量和美的力量。这样一条原则，也适
用于评价一部电影作品。《无名之辈》里
小人物的悲惨，小人物的幸福，都给我们
力量——道义的力量和情感的力量。它
使小人物们如油画《伏尔加河上的纤夫》
中的纤夫那样，虽然已被生活逼迫得奄奄
一息，还是在不停地向前走。喜欢《无名
之辈》的最后一幕：夜空中礼花绽放时，山
城里的大街上小人物们乱糟糟地忙成了
一团。他们无暇顾及高高的夜幕中绽放
的美丽，他们的忙乱是为了卑微的生存
和贴近地面的安全感。

《无名之辈》：包裹苦涩与无奈的棒棒糖

草原音乐陪您过周末
□本报记者 李倩 胡达古拉

歌

台 上 ，节 奏 连 贯、情 感 饱 满 的 群 口“ 好 来
宝”《白骏马赞》激情澎湃、一气呵成。

台下，2 岁的小粉丝随着四胡的节奏摇头
跺脚、沉浸其中。

12 月 15 日，2 岁的小粉丝柴日嘎又在妈
妈的陪伴下来到了乌力格尔艺术宫“民族综艺
晚会”的现场。

为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让大家度过一
个愉快的周末，内蒙古民族艺术剧院乌力格尔
蒙古剧团于 10 月 12 日至 12 月 31 日每周末，在
乌力格尔艺术宫开展“草原音乐周末”系列惠
民演出活动。

内蒙古民族艺术剧院乌力格尔蒙古剧团
成立于 2014 年 11 月，前身为内蒙古民族曲艺
团和内蒙古民族歌舞剧院蒙古剧团、话剧中
心、影视剧中心。

节目一开场，便是由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好来宝）代表性传承人，曾荣获中
国曲艺最高奖“牡丹奖”和自治区“萨日娜”奖
的乌云桑老师领衔表演的“好来宝”《白骏马
赞》。其饱满的情绪、充满激情的演唱一下子
把观众带入到广阔无垠的草原之上，跟随着
白骏马驰骋飞奔。

“这是我的老师道尔
吉仁钦 1987 年创作的作
品 ，这 个 曲 子 我 唱 了 近
30 年 ，以 前 我 跟 着 我 的
老师一起唱，现在我带着
我的学生一起唱。”乌云
桑说。

坐在乌云桑身旁的两位演员——巴雅尔、
斯琴，是乌云桑的学生，从 1993 年开始跟着乌
云桑，边学习边演出，现在也都是国家一级演
员，拥有自己创作的作品。

“ 我 是 自 治 区 级 传 承 人 ，我 的 传 承 方 式
就是在舞台上传承，从作品、表演、唱法等方
面通过演出来实现传承。”今年已经 60 岁的乌
云桑说，“什么时候老得动不了了，什么时候
才会停下。”

翻看节目单，会发现演员名单中有不少国
家一级演员。在这个仅容纳 150 名观众的小
剧场，每个周末，都会有 20 多名省级剧团的优
秀演员们为观众奉献一台富有浓郁民族特色
的演出。

好来宝、马头琴、《珠岚舞》、宫廷舞、长调、
民歌⋯⋯一场晚会下来，观众几乎可以领略到
全部最具内蒙古风情的曲艺形式。

“我们团是自治区唯一使用蒙古语表演曲
艺和戏剧的艺术团体，肩负着传承弘扬民族文
化，挖掘整理、创作表演蒙古族及我区其他少
数民族传统曲艺等艺术形式的任务。”内蒙古
民族艺术剧院乌力格尔蒙古剧团团长乌兰牧
骑勒说，“乌兰牧骑已经成为全国文艺战线的
一面旗帜，我们要学习乌兰牧骑精神，到人民
中间去，大量开展惠民演出、驻场演出。”

据介绍，内蒙古民族艺术剧院下设的 9 个
艺术团都要承担下基层惠民演出的任务，乌力
格尔蒙古剧团 2018 年下基层演出、驻场演出、
对外交流演出、重大活动演出达六七十场。

“我们在下基层演出过程中，发现观众们
更喜欢小戏小品。我们团创排了十几部小戏
小品，其中 8 部是蒙古语小戏小品。”乌兰牧骑
勒说。

演出当天上演的是蒙古语独幕剧《若有来
生》，表现了母女的情感纠葛，真情的内心独白
配上哀伤的曲调，演员陶理情感充沛而富有张
力的表演让观众为之动容，潸然泪下。

敖特根是团里小戏小品作品最多的，集导
演、编剧、演员于一身，他说观众的笑声是对他
最大的认可。

乌 云 桑 说 ，他 在 这 里 演 出 是 不 一 样 的 感
觉，就像回家一样。1987 年内蒙古民族曲艺团
在乌力格尔艺术宫建团，乌云桑是建团时的 5
名演员之一。

“观众不一样了。以前，来这的观众基本
上都是蒙古族，现在，不少汉族观众，甚至是外
国朋友都来观看我们的演出，都喜欢我们的艺
术。这让我们感到骄傲，我们拥有那么好的艺
术。”乌云桑说。

每周末，2 岁小粉丝柴日嘎的妈妈都会带
他来看演出，“我觉得蒙古语、蒙古族传统曲艺
是有精神、有文化的，我希望孩子能多多感受
流淌在我们血脉里的基因。”柴日嘎妈妈说，

“让我惊喜的是，孩子对我们传统曲艺很感兴
趣，将来也许可以把孩子往这方面培养一下。”

现场，有两位来自加拿大的游客。莫妮卡
看完演出很激动，她说：“在 2005 年我来过中
国，去了内蒙古的通辽，见过乡村乐手拉马头
琴的演出。这次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么正式的
演出，太精彩，太震撼了，我觉得蒙古族歌唱家
是世界上最好的歌唱家，歌声很美妙。

“我们团的驻场演出将会常态化。明年，
我们团将会打造一场民俗情景剧，和‘综艺晚
会’一起交替驻场，争取把我们的驻场演出打
造成一个旅游品牌，让来到呼和浩特的游客能
够通过我们的演出了解我们内蒙古的传统曲
艺和文化。”乌兰牧骑勒说。

（本栏目图片由本报记者 孟和朝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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