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言道，文如其人，画如其人，但这一点在李群身
上正好相反。表面上看，李群是一个弱女子，她性格文
静内敛，不善言辞，为人低调，处事平和，但她的画却风
格粗放，显示出一种强悍的生命力，与她的性格气质形
成强烈反差。个中原因，也许是她蒙古民族的血脉使
然，也许是她在内蒙古接受高等美术教育的结果，抑或
是什么其他原因或是兼而有之。

李群是蒙古族，又名阿莉玛，1979 年毕业于内蒙
古师范学院艺术系美术专业，同年分配到河北画报社
任美术编辑。40 多年来，她在工作之余坚持水彩画的
创作实践，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作品题材广泛，风格多
样，感情真挚，朴实动人，既有写生，也有创作。就题材
内容来说，既有表现内蒙古草原生活的，也有表现燕赵
大地乡村生活的；既有人物画，也有风景、静物、花卉甚
至动物画；就风格特征来说，既有具象写实的，也有倾
向于写意的、表现性的。比较而言，我更喜欢其主观性
强的一些作品。如《红山岗》《秋暖靠山屯》《有猫的风
景》等。这些画造型硬朗，色彩强烈，用笔粗放，不拘细
节，对客观事物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主观化处理，具有一
种直抒胸臆的表现主义倾向；而作品《梅园》借鉴中国
画的写意手法创造了一个抒情、诗意的境界。画面笔
法生动，色彩亮丽，在水色交融中洋溢着盎然的生命气
息；花卉作品《向阳花》《叶叶红》构图饱满，色彩浓郁，

不拘泥于细枝末节，强调写意性和抒情性，给人以清新
朴茂的感觉。而作品《草原晨曦》和《渔光水影》则主要
通过色彩和光影营造意境。前者表现内蒙古的草原生
活，初升的太阳照耀着盛夏的草原，饮牛的妇人和牛群
沐浴在晨曦中，作品好似一曲悠扬的牧歌，抒情而动
人；后者表现南方渔村夜景，木屋、渔船被浓郁的蓝色
笼罩，屋内一抹灯光的黄色印入水中，如点睛之笔打破
了夜的沉静，使画面生动起来，这是一首夜的渔光曲，
令人回味。

总之，李群以一个女画家的细致和敏感，在广袤的
现实世界中寻寻觅觅，发现和捕捉那些美好的瞬间，并
用她丰富多彩又个性鲜明的生动笔触加以呈现，这既
是她内心情感和精神世界的需要，也是现实世界的需
要，更为当代女性绘画增添了一笔靓丽的色彩，可喜可
贺。我们相信，凭着李群对绘画的坚持不懈，她一定会
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我们期待着。

水色淋漓 风格朴茂
——李群水彩画简评

◎王鹏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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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艺 是 时 代
前进的号角，最能代
表一个时代的风貌，
最能引领一个时代
的风气

◎人 民 是 文 艺
创作的源头活水，一
旦离开人民，文艺就
会变成无根的浮萍、
无病的呻吟、无魂的
躯壳

◎ 艺 术 可 以 放
飞想象的翅膀，但一
定要脚踩坚实的大地

◎好 的 文 艺 作
品就应该像蓝天上
的阳光、春季里的清
风一样

◎中 华 优 秀 传
统文化是中华民族
的精神命脉

◎文 艺 要 赢 得
人 民 认 可 ，花 拳 绣
腿 不 行 ，投 机 取 巧
不 行 ，沽 名 钓 誉 不
行，自我炒作不行，

“ 大 花 轿 ，人 抬 人 ”
也不行

◎文 艺 不 能 当
市场的奴隶，不要沾
满了铜臭气

◎文 艺 批 评 就
要褒优贬劣、激浊扬
清，像鲁迅所说的那
样，批评家要做“剜
烂苹果”的工作，“把
烂的剜掉，把好的留
下来吃”

文艺
评论

疫情之始，电视剧《刘老根③》开播，又引来了众多
观众对《刘老根①》《刘老根②》的热议。

《刘老根》是一部关东大地农民的创业史。党和国
家向来十分关注“三农”，新时期又吹响了振兴新农村
的进军号。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吸纳农民就地务工，带
动农民共同富裕，促进农村从根本上脱贫致富，是振兴
新农村必须的路径。辽北一个叫刘老根的农民不甘城
里养老，利用家乡的好山好水，开办龙泉山庄，破天荒
创举的现实意义和深远意义，怎么说都不为过。

黑格尔把“各种目的和性格的冲突”看作是戏剧的
“中心问题”。法国戏剧理论家布伦退尔在《戏剧的规
律》中则明确把冲突作为戏剧艺术的本质特征。中国
戏剧界在认同布伦退尔观点的基础上，逐步形成较一
致的说法：没有冲突就没有戏剧。

电视剧也“姓”剧，必须讲究矛盾冲突。《刘老根》正
是通过多层次、一环扣一环、合情合理的矛盾冲突，塑
造了各种有血有肉的人物，演绎了一部有声有色的创
业故事，因此赢得了观众 。

一
《刘老根》一开头就陷入多层矛盾。老根为了健

身，也为缓解进城后的郁闷，天天在小区院里撞大树，
结果把人家挂在树上的鸟笼摔坏，弄飞了珍鸟，被人索
赔。老根身上无钱，早与老根相识的富婆韩冰替他垫
付了。大儿媳不满公爹向儿子要钱还借，更不满公爹
将乡下的二柱子留宿家中，使家庭矛盾骤然升级。二
柱子按老根的旨意用凉水洗过澡的宠物狗突然死亡，
大奎媳妇大哭大闹，老根愤然离城返回龙泉沟。这才
有了他挑头开发龙泉山庄。

千百年来，“头朝黄土，背靠天”的农民创办旅游
业，前所未有，面临的矛盾和冲突可想而知。《刘老根》
没有回避任何矛盾，一步一个坎，把矛盾冲突表现得淋
漓尽致，原本人们认为的一部轻喜剧，泪水、怨恨、愤
怒却贯穿了全剧。

《刘老根》的矛盾冲突是多元多层次的。在企业外
部，以乡长冯元为代表的贪官、庸官不作为、乱作为，和
胡可为代表的社会不法势力相互勾结，为所欲为，层层
给龙泉山庄下脚拌，山庄一次次被封；企业内部，以二
儿子二奎为代表的家族势力不断给山庄的发展和改革
制造麻烦，老根不止一次对二奎大打出手；在个人情感
上，“醋坛子”丁香唯恐老根“红杏出墙”，随时束缚老根
的手脚。老根偏偏不吃这一套，两人分分合合，纠结不
止。跟随老根创业的员工良莠不齐，矛盾不断。私心
作怪的药匣子将药膳专利卖给凤舞山庄，致龙泉山庄
落败官司，赔偿巨款。于老根，韩冰无疑是恩人，没有
她对他的信任和慷慨投资，就没有龙泉山庄的兴起。
老根感恩韩冰，但剧中同样没回避他们之间的冲突。
龙泉山庄初具规模，有些飘飘然的老根，把山庄药膳菜
谱无偿提供给了竞争对手凤舞山庄，韩冰以董事长的
身份批评总经理刘老根，是泄露商业机密，违背了现代
管理理念，老根反唇相讥：你在国外学的是资产阶级思
想，我们是学雷锋。

《刘老根》围绕大矛盾引出小矛盾，使矛盾无处不
在 。山杏是老根的“小棉袄”，二奎媳妇小满是老根认
为最可心的孩子。可每当刘老根和丁香的感情冲突
时，小满坚定地站到了老姨丁香一边，山杏不仅不断顶
撞准继母丁香，又与嫂子小满不断冲突。韩冰是见过
世面，公认是个开通之人。但当她得知女儿爱上了喜
欢二人转丑角的徐迈，坚决反对，她看不上嘚嘚瑟瑟的
二人转，更看不惯装扮得花里胡哨的小丑。

《刘老根》镜头所至，皆有矛盾冲突，主要矛盾和
次要矛盾相互影响，环环相扣，推动着剧情。即使一个
小小的矛盾涟漪，也精心处理，产生出“四两拨千斤”的
效果。电视剧开篇，大奎一家去游山玩水。老根舍不
得在他看来昂贵的门票，决意不入园。小孙女珊珊哭
着不依。有了孙子，自己便成了孙子。爷爷依顺了孙
女 。正是这次游玩让老根恍然，城里的山水没有乡下
的好，龙泉沟的山水一定能值钱，于是才有了创业梦。
剧尾，刘老根因山庄巨款被骗而精神失常，抱病与丁香
完婚。珊珊盯着穿着花花绿绿的爷爷手握剪刀满身剪
来剪去，一脸惊恐和茫然，问爸爸：“爷爷在剪什么？”大
奎含泪回答女儿：“爷爷被什么缠住了，自己在剪哪？”
差异即矛盾。三代人瞬息的同框，却产生了强烈的艺
术效果。

二
按经典理论说，戏剧冲突类型主要是人与自然的

矛盾、人与人的矛盾，还有心灵本身的分裂和矛盾。但
无论何种冲突都不能凭空制造，必须符合客观规律，符
合剧中人的本质。冲突入情入理。才能服人动人。否
则，哪怕一个小小矛盾的虚假，或挠膈肌窝逼人笑，或
无稽煽情教人哭，都如同散文的一点做作，倒人胃口。

《刘老根》开头儿媳闹走了公爹，似乎与情理不通，
因为大奎是个孝顺的儿子。但大奎同时又是个“气管
炎”，在老根眼里他是个“窝囊废”，而老根则是眼里揉
不得半点沙子的人。他的离走顺理成章的。 剧中两
任乡党委书记都显软弱少力。而乡长冯元朗朗乾坤之
下却肆无忌惮地玩弄权术，又常常惧怕小小的胡可。
而胡可则胆大包天，胡作非为，似不合情理。但剧中有
一个胡言——胡可的哥哥，他虽从未露面，观众也看懂
了，他握有很大的实权，是他背后不断为虎作伥，直至
败露。

老根和丁香苦恋 20 年，恩恩怨怨，若即若离，似让
人难以置信，却完全符合历史现实和人的性格。他俩
都是那个难忘岁月里公社文艺宣传队的骨干，他们有
过难以释怀的初恋，只因丁香家成分高而棒打了鸳
鸯。黄昏恋时，老根的儿女却都没成家，农村传统习俗
让总是识大体顾忌脸面的老根一再推迟婚事。他们心
中谁都有谁，是他们棒打不散的根基。当丁香被诊断
为癌症，她当面把老根托付给了她钦佩却又嫉恨的韩
冰。当她确认了自己是误诊，当即对韩冰宣布：我先前
说的都作废啊。洞房之夜，面对什么也不明白了的老
根，丁香喃喃道：“我苦苦等了你 20 年，却等到了一个
精神病。可往后你天天都在我身边了，我高兴。”足见
了她和老根旷日持久感情冲突的合情合理。山杏一直
和丁香作对。就在父亲结婚的前夕她还在山庄小剧场
声泪俱下的演唱二人转《冯奎卖妻》，故意让丁香难
堪。相对大奎、二奎对丁香的亲亲热热，山杏似乎不近
人情。但山杏是一个姑娘，一个婚姻绊绊磕磕至今未
成家的姑娘，她一直思念着亲生母亲，在她的眼里丁香
对父亲只有“折磨”。眼见他们真要成为夫妻，她的宣
泄合情合理。当心爱的父亲精神失常，丁姨一如既往
耐心照料，还义无反顾与之结婚。山杏终于喊了丁香

“妈妈”。
戏剧必须表现人的心灵的分裂和矛盾。刘老根本

身就是一个自相矛盾体。他是龙泉沟土生地长的那个
人，他当过大队书记，干过许多大事，颇有群众威信。
但他毕竟是一位“文化水”不多的农民。他厚道，也不
失狡黠；他喜欢创新，又不时的守旧；他争强好胜，又能
见机行事；他务实敢干，也不乏虚荣心。他在事业上起
起伏伏和婚姻上坑坑洼洼的矛盾冲突，都没脱离他阶
级属性和人性的轨迹，所以令人信服和感动。

这里不能不提到药匣子和大辣椒。他们同是山里
的老农民，又都是刘老根创业中元老级的人物。《刘老
根》中的喜剧色彩许多是与他俩有关。他们夫妻间一
直打打闹闹，观众却看不厌。他们就应该这样。药匣
子有私心，大辣椒直肠子，药匣子说大辣椒“没文化，破
马张飞。”大辣椒说药匣子“硬装文化人”。他们间的矛
盾冲突仅局限于中国传统上“不吵不闹不是夫妻”的范
畴之内。吵而不仇，闹而不离，合乎情理。

有戏剧家说，好的戏剧冲突，就像两个人对面过一
条窄道，外人看怎么也无法通过，他们竟然过去了，且
过得合情合理。谁都认为刘老根精神失常将无可救
药。洞房花烛夜，丁香一曲又一曲激情燃烧岁月里与
老根唱过的二人转，终于唤醒了老根；谁都认为药匣子
会一辈子认定大辣椒怀的就是刘老根的孩子，顾小红
的一个点津，让药匣子云开雾散，喜从天降，于是和大
辣椒抱头大哭。《刘老根》自始至终都布满着这样“山重
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矛盾冲突的惊喜。

《刘老根》由何庆魁执笔，赵本山执导，于此行，他
们同属不是科班的草根之人。他们的作品可能在个别
方面不完全符合教科书的套路，但他们难得丰厚的生
活积淀，使得一部闪烁时代光芒的农村戏有声有色、有
骨头有肉，实在难得可贵，也再次说明生活是文学艺术
创作的唯一源泉。

多层矛盾与矛盾的合理性
——也说《刘老根》

◎鲁村

格日勒图的长篇小说《断裂》（作家出版社
2018 年）以多情而理性、敏感而冷峻的笔触，
波澜起伏的艺术结构为读者再现了 17 世纪初
期即明末清初时代科尔沁草原一段波谲云诡
的历史记忆。在艺术上，《断裂》具有浓郁的民
族性，是一部集现代性和民族性为一体的诗性
文本。

格日勒图是一个坚守民族诗学立场、擅长
以母语创作的小说家，其《草原之魂》《安代》

《阴阳树》《云青马》等作品都曾在草原文坛上
产生过重要影响，而《断裂》蒙文版在内蒙古人
民出版社出版后，以排名第一的名次荣获了内
蒙古自治区第十二届“索龙嘎”奖。可以说，

《断裂》是一部近年来草原文坛难得的文质俱
佳的长篇小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文学创作
要“立足中国现实”“守住时代之魂”“阐释好中
国精神”“深刻生动解读沧桑变革中所蕴藏的
内在逻辑”，我想这既是格日勒图的艺术追求，
也是《断裂》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一、民族性的艺术传达
首先，长篇小说《断裂》生动形象地表现了

草原民族所特有的生活内容，如狩猎、驯马、熬
鹰、婚俗、那达慕、祭敖包、蒙古长调、乌力格尔
等等，为读者展现了一幅幅充满草原色彩的历
史生活画卷。比如书中有很多处描写草原景
象的文字：“1620 年清明时节，根切尔谷地上
蹄声震耳。马群从山丘上涌入谷地，如汹涌的
江水般气势恢宏。四蹄生风的骏马踏起阵阵
尘埃，弥漫在山谷间像袅袅薄雾般缭绕。‘嗬依
——嗬依——’牧马人收群的声音粗狂而豪
放，领头的儿马停下来仰头嘶鸣。马匹在谷地
上汇集起来，风中飘动的马鬃和马尾，在阳光
的照耀下仿佛束束金光，使平静的大地瞬间充
满了活力。”“天空明朗笼罩四野，山丘起伏连
绵无止尽。朵朵白云似洁白的绒毛，在湛蓝的
天上缓缓飘移。山脚到河谷满眼翠绿，各种各
样的野花争奇斗艳，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
像雪。河水在绿毯的怀抱中，像一条长长的银
带蜿蜒。牛羊散在河边吃草，水鸟飞起飞落不
住地啾鸣。”一幅幅优美的草原风情画跃然纸
上。这种“草原性”的场景不胜枚举。就在作
者娓娓道来的描写中，神奇而特别的草原生活
景象鲜活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使得小说显示出
浓郁的民族风味，又具有了“地方性知识”的标
识。

其次，《断裂》的民族性书写还表现在对蒙
古族的宗教信仰、风俗礼仪的反映上。小说详
细而又生动地描绘了巫师察嘎力博、莽古思根
敦、胡尔丹萨满等一系列祭天、祭敖包、祭苏力
德之类的宗教活动，对原始宗教的描绘为小说
创造了一种神秘的艺术氛围。如老猎人旱獭
达日巴是小说里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作者对
他着墨不多，但对他捕获海东青、他的死亡过
程却写得充满了神秘色彩。

再如，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根敦胡尔奇
吟唱“劝奶歌”、使得母驼接纳幼崽的描写，蒙
古人似乎精通自然万物的语言，根敦胡尔奇的
弹奏与吟唱，与母驼、驼羔的叫声应和在一起，
妈妈和母驼的泪水交汇在草地上。一曲感天
动地的母亲之歌，唤醒了母驼的纯朴母爱！

此外，小说还有许多蒙古民族的民俗禁忌
以及生活经验的诗性书写，给读者以获取知识
的新奇与愉悦。比如蒙古族人不掏鸟窝，忌讳
把影子落在鸟蛋上；蒙古族人忌讳用烟杆敲击
人和动物的头部，那是头颅落地的噩兆；爱犬
死了，蒙古族人“割断爱犬的尾巴，往它嘴里放
了把米，埋在后山脚下。”还有，“母驼怀胎一年
才能够生下幼崽，通常情况下不嫌弃孩子⋯⋯
早年间密葬蒙古帝王，杀了一峰驼羔，将其血
液洒在埋葬陵寝地作标记。多年之后，埋葬地
林木密布灌木从生，已难以找到墓地。人们牵
着母驼来到洒过驼羔血的周围地带，它能准确
无误地找到墓地，洒着大颗大颗泪滴悲悯地嚎
叫。”诸如此类的文字，都真切地反映了蒙古民
族特有的文化特征。

再次，《断裂》的语言也与一般小说的语言
迥然不同，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标识。其所运用
的比喻、成语、俗语等，既是蒙古民族独特表达
方式的结晶，更反映了蒙古民族的智慧和心
性。比如：“歌唱能让苍天高兴，驰骋能使大地

欢喜”“气大伤身，山高累马”“树有年轮，人有
根，代代相传，薪火旺”“积雪压山，年岁压人”

“不生孩子的婆娘，不懂生孩儿婆娘的痛”“林
中起火，最先遭殃的是小鸟；河流干涸，最先
死去的是小鱼”“诺彦命丧于宴席，恶狗死于
肉骨头”“骨头烂在锅里，丑事不能外扬”“忘
记历史的人，跟野兽没区别”等等，这类语言
都表现出草原民族的文化特征，是民族智慧
的结晶。

二、魔幻描写与现代性
《断裂》的艺术品格除了具有鲜明的民族

诗学特征以外，还有现代性特色。作者采用了
“史传＋抒情诗”的模式，即继承并发展了历史
叙事加抒情诗的叙事技法。在叙述过程中，每
每用抒情诗的形式来表述人物的内心世界与
情感，如奥巴洪台吉、阿莉娜、努尔哈赤、卓岚
格日勒等人，或在苦闷彷徨之时，或在酒酣耳
热之际，用大段的心理描写，或用长调短歌表
露心声，显示了蒙古民族丰富而幽微的精神世
界。其中，最明显的，小说中有许多精彩的超
现实的“魔幻”描写。如奥巴洪驯服海东青，人
与鸟的辩诘对话，以此来表现人与自然的关
系，透视出奥巴坚强的意志。最有特色的描写
是根敦成为胡尔奇时的神秘遭遇：除夕夜他到
明安泰胡尔奇的坟茔旁守夜：“他忍不住困倦
打了个小盹。不远处燃着一堆篝火，火堆旁摆
着小桌，两个年轻女子和白须垂胸的老人夹桌
而坐举杯酌饮⋯⋯老人捡起他的朝尔拉奏开
来。琴音响起的那一瞬，周围的坟墓全部消
失，被亮着烛光的一座座房屋所取代⋯⋯一曲
终了，老人把潮尔还给他，既像命令又像教导
似的说：‘潮尔是天上的乐器。握好琴弓，闭上
眼睛拉一首最熟悉的曲子。你要记住了，用手
拉琴，用心感受，才能成为真正的胡尔奇。把
心中的情感抒发出来吧⋯⋯’小根敦手里的琴
弓变得沉重无比。于是，闭上眼睛运了一口
气。奇迹出现了，双手有如神助，《天上的风》
被他拉奏得悠缓而舒美。他睁开了眼睛，不见
白须老人，也不见年轻女子，又回到了半梦半
醒中。”从此，根敦就成了家喻户晓的说书人。
还有，关于卓岚格日勒自杀殉夫前种种幻觉的
描写、老猎人达日巴奇异的离世场景等等，这
样的文字都堪为“魔幻叙事”，是对魔幻现实主
义手法的吸收与借鉴。即如袁可嘉所看到的，
魔幻现实主义的主要特点是“要发现存在于人
与人、人与其周围环境之间的神秘关系。具有
神秘色彩的现实的客观存在，是魔幻现实主义
文学的创作源泉”。小说家之所以这样做，安
徒生·因陪特认为：“在魔幻现实主义小说中，
作者的根本目的是试图借助魔幻来表现现实，
而不是把魔幻当成现实来表现。小说中的人
物、事物和事件本来就是可以认识的，是合理
的，但是作者为了使读者产生一种怪诞的感
觉，便故意把它们写的不可认识，不合情理，拒
绝给以合理的解释，像魔术师那样变幻或改变
了它们的本来面目。于是，现实在作者的虚幻
想象中消失了。”

正是这种“魔幻”与现实结合的笔法，既
生动地表现了人物内心世界的复杂性，也很
好地诠释了草原文化特有的神秘性特征。这
是因为，蒙古族传承久远的原始宗教和具有
神秘色彩萨满文化，使得草原具有得天独厚
的“魔幻”特质。这样，“魔幻”就不仅是一种

“神秘叙事”的手法、一种现代性，其实它也是
草原文化的一种诗性表达，是一种民族诗学
的形式，这里的魔幻现实主义是对草原现实
生活中种种神秘世相的描写和对深植于民族
传统之中信仰世界的神奇再现。因此，从某
种意义上说，现代性与民族性在格日勒图的
小说中不是对立的，恰是和谐的统一。这就
使得《断裂》的艺术品格既具有民族特色，也
有了现代性的气韵。

长篇小说《断裂》——

集现代性与民族性集现代性与民族性
为一体的诗性文本为一体的诗性文本

◎于东新

蒋希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