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个春天，我们品尝了人生太多的滋味：
酸、甜、苦、辣⋯⋯

这个春天，我们体味了人生中太多的感
情：生、离、死、别⋯⋯

这个春天，我们感悟最深的，是生命的可
贵，以及为守护生命而献出的大善大爱；这个春
天，我们最爱听的是歌唱爱心的旋律，你听——

额吉,额吉,我来看你/轻轻地,轻轻地把门
开启/你坐在灯下,正为我缝一件长袍/一针针
一线线，多少温暖情意/炉火正旺，风吹过毡包
的天窗/我把最亮的星星寻觅/那就是你清澈
的眼睛/草原上最善良的慈心

这是一首由牛丽萍作词、新吉乐图作曲、
赫赫演唱的新歌《额吉 我来看你》。

歌曲的灵感来自于草原上流传甚广的蒙
古族额吉——都贵玛奉献民族大爱的故事。
都贵玛是获得共和国“人民楷模”荣誉称号
的 草 原 英 雄 母 亲 ，她 是 南 方 28 个 孤 儿 的 蒙
古族额吉，她是草原上 40 多位牧民产妇的
救命恩人⋯⋯

词作者牛丽萍深深明白，这种民族大爱不
是用语言能轻易表达的。她从生命的源头上
去寻觅这种爱，从爱河中沐浴长大的孤儿孩子
的角度，把这份爱融化在诗一样的语言里；曲
作者新吉乐图用草原上特有的节奏，用崇敬的
韵律，轻轻叩击人们的心弦：按捺住激动的心
跳，沿着炉火边额吉缝制衣袍的双手，顺着风
吹炉火的方向，用目光去追寻那天边最亮最亮
的星星——那就是额吉“明亮的眼睛”，那就是
额吉多少个寒夜里，点亮孩子们心中希望的眼
睛，那是指引人们在爱的长河中寻找方向的启
明星。

词曲作者从最炽热的情感入手，层层铺
垫、步步升华，让浓郁的情感点点滴滴走入每
个人的心灵深处。用全新的创作手法、动听的
旋律，引导听众去寻觅爱的真谛，打开心中情
感的门扉，去细细品味什么是大善？什么是大
爱？一个司空见惯的主题，却创作出了不一样
的新意，从爱的源头渐渐深入到爱的深处，令
人寻味不尽、体味不尽⋯⋯创作者以全新的角
度去书写宏大的主题；用看似简单的手法，去
完成并不简单的“哲理”。即便是想写大海，也
从小溪的一路欢笑、一路歌唱写起，时缓时急，
把对生活的理解、对爱的深思，一同带入人间
真爱的“大海”。这需要创作者对所创作的主
题有刻骨铭心的体察、有深入灵魂的感悟。

词作者牛丽萍说，她写黄河，便要跟着摄
制人员到黄河流经的地方去奔波，去观察；她
写大漠，便亲自深入到大漠深处，感受人与大
漠抗争创造的“绿色奇迹”。她说，不这样就找
不着创作的灵感。即便是一首十几行的歌词，
找不到创作的新颖角度，找不出全新的灵感，
她也不会轻易动笔。曲作者新吉乐图对慈母
情深、对草原厚爱，曾创作了很多脍炙人口的
优秀草原歌曲。在歌曲《额吉 我来看你》中，
词曲作者默契配合，用蒙古民族音乐元素，诠
释着由近及远、由浅入深、层层推进的大爱颂
歌，用动听的音乐塑造了蒙古族额吉的大爱形
象。旋律是音乐的灵魂，而这“灵魂”又是词曲
作者从草原音乐和诗句中挥洒出的艺术火花。

词为心声，曲为意境，相得益彰，给歌曲
《额吉 我来看你》插上了飞翔的翅膀，加之演
唱者赫赫的深情演绎，使得歌曲一经网络传
播，便获好评。有评论者为此歌留言：“好听入
心，从细微处进入，没有生硬的词语，慈母的形
象跃然而出，草原人民的大爱渗透在真情实感
中，听哭了。”

优秀的创作者，总是在现实生活中寻找创
作的灵感，只有找到富有新意的契入点，才能
为作品注入理想的精髓。任何一个以反映现
实生活为己任的文艺作品，既是透视时代的视
窗，又是时代精神的花朵，不论创作什么、怎样
创作，都应以独特的魅力和视角，传递出向上

向善向美的价值观，使人们在审美的过程中既
可观瞻生活的美景，又可实现认知的提升；既
可实现艺术的欣悦，又能采撷思想的果实，进
而熠映时世，烛照人心。

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要通过文艺作品传
递真善美，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引导人们
增强道德判断力和道德荣誉感，向往和追求讲
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

让我们听着《额吉 我来看你》这首新歌
优美的旋律，轻轻走进都贵玛额吉的毡房，走
进人间大爱，走进 6 月美丽的草原⋯⋯

《额吉 我来看你》

额吉，额吉，我来看你
轻轻地，轻轻地把门开启
你坐在灯下，正为我缝一件长袍
一针针一线线，多少温暖情意
炉火正旺，风吹过毡包的天窗
我把最亮的星星寻觅
那就是你清澈的眼睛
草原上最善良的慈心

额吉，额吉，我来看你
轻轻地，轻轻地走近你
你敞开胸襟，正把羔羊搂在怀里
一口口一滴滴，当成骨肉养育
岁月沧桑，风吹过你的白发
我把最美的风景寻觅
那就是你弯曲的背影
我心中最难忘的记忆

额吉，额吉，我的额吉
梦中相见又别离
额吉，额吉，我的额吉
想念你，深深地想念你

轻轻走进额吉的毡房
——歌曲《额吉 我来看你》赏析

◎官亦鸣

谢文晴是一个传统型的人，无论是衣着打
扮，还是兴趣爱好，都是中国的、传统的。和她
接触，你能感受到一种风淡云轻的书卷气息。

近年来，她业余时间沉浸在翰墨之中，临池
不辍。所书作品笔力苍劲，气格高雅，为同道称
赞。今她又发我几幅画作，说是近期所为，着实
让我一惊——怎么又弄起了丹青？转念一想，
不少书家功成名就之后都涉猎绘画，她这也是
要双管齐下，在中国传统书画的天地里游弋出

自己的一片风景。
画如其人。文晴的画自然走了文人写意一

路：不求形似，讲求意趣，借古人形象，抒自己性
情，于轻松灵动的笔墨间，透出她散淡的情怀和
一颗古典的心。

我看好她的选择，因为书画同源，书画亦同
理。还因为她对我说：触摸着书画大门上的斑驳
机理，令她怦然心动。虽然初入门径，已觉奥妙
无穷，定会一直走下去，去窥探里面更好的风景！

短评两则
◎王鹏瑞

古典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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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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视剧《清平乐》在服化道上下了很大功夫，制作
颇为考究，这一点连批评者也给予了认可。特别是剧
中宋代的吃食、娱乐、服饰等，充分展现了宋代市民文
化之繁盛。若是放在“神剧”泛滥的那些年，仅此恐已
被戴上“良心之作”的高帽。今天，却遭到了不少批评，
比如节奏慢、叙事散、群臣形象模糊靠名签识别等，有
批评直言不讳地说，看了好几集，还不知道到底要讲什
么？换言之，面对屏幕里“美轮美奂”的画面，观众竟然
不知道该看什么。这确实是个问题。

在我看来，《清平乐》最大的看点在于，不以“爽感”
为节奏，关注人物内心世界，塑造“去类型化”的皇帝形
象。这也是该剧最值得肯定之处。这些年，电视剧里
的“皇帝”并不少，《康熙大帝》里的康熙，是英明神武
的；《大明王朝》里的嘉靖，是老谋深算的；《宰相刘罗
锅》里的乾隆，是惫懒无赖的；这些皇帝们也不乏苦恼，
无论是心焦于国计民生，还是谋划着制约臣下，还是斤
斤计较皇室私利，他们的苦恼，都是皇帝的苦恼。《清平
乐》里的赵祯则不然，他表现了一个人作为皇帝的苦
恼，或者说，生而为帝的苦恼。这样的苦恼更加深刻，
也更加有“戏”。

《清平乐》剧集一开始，年幼的赵祯得知了身世真
相，原来太后刘娥并非自己的亲生母亲，他的生母是当
年宫中地位卑微的李兰惠。于是，赵祯单身匹马赶往
永定陵，打算把守陵的李兰惠接回宫中尽孝，但受到了
来自各方的阻力。直至李兰惠去世，他也未能完成心
愿。这样的开头，似乎给拉开宫斗大幕埋下了极好的
伏笔。其实，围绕着赵祯和李、刘二氏，早就有著名的

“狸猫换太子”故事。这个故事虽形成于元末，但剧情
之曲折、离奇、诡异，毫不输于当代宫斗戏。然而，《清
平乐》没有沿着宫斗的路子展开，相反，它走入人物内
心的深层，试图在前朝和后宫、庙堂与民间、私情与公
义、人伦与家国等多个维度的张力中，塑造一个生动的
赵祯形象，并努力把这一切矛盾、曲折、波澜呈现为赵
祯的丰富内心。如果我们转化视角，放弃对宫斗刺激
的期待，把观剧的焦点放在赵祯及其内心，确实会有一
些新的认识。

围绕着赵祯这个中心点，可以感受到前朝和后宫
的基本权力格局，对赵祯所构成的心理压力。在前朝，
赵祯受到大臣以及朝中派系势力消长之制约；在后宫，
除了太后的管束，赵祯还有个“耿直”的皇后，这是太后
送给他的“礼物”，却无法让赵祯获得作为丈夫理应享
受的温情和体恤。太后在世时，赵祯承受的所有问题
似乎归结为一个问题，即太后对皇帝的制约。然而，太
后去世后，赵祯的压力并没有消失，反而变得多种多
样。保护与约束总是相依共存，这正是一种具有普遍
性的心理状态。纵然是普通人，也经常会受到类似的
煎熬，也就能在赵祯这里找到一丝共鸣。

剧中有许多细节是耐人品味的。比如，某个深夜，
赵祯独自登上宝座，坐定之后，转向太后宝座的位置，
恭敬地向已不存在的“大娘娘”询问政事意见。这转头
一瞥，多么值得细品，它可以理解为赵祯掌握大权后，
对被压制的过往的一次“吐槽”，也可以理解为大娘娘
在赵祯内心留下的阴影，还可以理解为即将独立担纲
国事的赵祯心里的忐忑不安。又如，郭皇后被废，曹丹
姝成为新任的皇后。她本非皇帝内心人选，而是群臣
送给皇帝的“礼物”，但曹丹姝本人十分仰慕赵祯，赵祯
自见到曹丹姝之后，也转变了看法，对皇后好感渐生。
剧中多次描写赵祯和曹丹姝情投意合的场面，但每到
两人情义渐浓之际，往往发生反转。他们似乎是禁宫
中的一对刺猬夫妇，每想抱团取暖，结果总是互相伤
害。

还有，张妼晗与赵祯之间的“爱情”。某一集里，赵
祯夜间在宫中散步，遇到正在伤心的幼年张妼晗，赵祯
顿起怜悯之心，任其依靠在膝头；画面一转，曹丹姝正
和她的“患难之交”张茂则谈心。这预示了张妼晗这个
女子将在剧中担负的任务，也揭示出人性的畸变。张
妼晗和曹丹姝，事实上是赵祯内心世界的外化。皇后
曹丹姝端庄贤惠，体现的正是制度对皇帝的要求；而张
妼晗恣意任性，恰反映了赵祯心中被压抑的一面。《清
平乐》中宽敞的宫室、明丽的服饰，让人感到一种明亮
的整体基调，但是赵祯也好，曹丹姝也罢，内心却总是
苦涩灰暗的。即便赵祯和张妼晗在一起欢愉，看似得
偿所愿，实际上不过是对压抑的报复性发泄，以获得一
种心理补偿。作为配角的张茂则、梁怀吉内心饱满、充
满人性，身体却是残缺的，这再次折射了帝后的苦涩人
生。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场深宫禁院里的“三角恋”不
是普通的“宫斗戏”，而是赵祯的“内心戏”。

一部优秀的文艺作品，总会有令人印象深刻的人
物形象。而人物形象之所以让人印象深刻，除了演员
对形象的塑造外，还因为他自如地生活在艺术家为他
构建的、却又属于人物自己的世界里。应该说，《清平
乐》里赵祯的内心分裂、矛盾、挣扎和苦恼，演绎得比较
到位。遗憾的是该剧没能成功地构建一个属于赵祯的
世界。赵祯的苦恼与命运并非性格使然，而是源于宋

代政治格局和政治文化的塑造。宋代有一种“与士大
夫治天下”的政治环境。宋代也被认为是中国文化发
展的顶峰时期。这种文化包括是士人风骨和情怀、勾
栏瓦舍的繁华，也包括相对开明仁厚的君主等。如果
以赵祯为节点，串联起前朝的国事政治，与后宫的帝
王家事，本该演绎出一台有内涵的历史大戏。作为

《清平乐》主人公的宋仁宗赵祯，和“我真的还想再活
五百年”或者“虽远必诛”的皇帝很不一样，他是具有
宋代气质的皇帝。宋朝的文化繁盛与宋帝内心的压
力，本为创作者提供了深度开掘的可能。比如，如果
对范仲淹等知识分子作出成功刻画，会更生动地反映
宋代政治和文化风尚。再如，如果对北宋与周边民族
政权之间关系作出更深刻地剖析，也会更丰富地展现
赵祯内心的纠结。可惜的是，《清平乐》在这些方面用
力不够。结果便是我们只看到赵祯在画片般的场景
中穿梭，却无法通过他的眼睛、耳朵和心灵去感受那
个让他苦恼的时代。尤其是剧集行进过半时，宏阔的
历史氛围变得越来越淡薄，宫斗的影子却渐次清晰，
终于，《清平乐》仿佛一个倒走的人，目的地分明在前
方，却越跑越远。

去年，我曾写过《长安十二时辰》的观后感（《中国
艺术报》2019 年 8 月 9 日），提出人们观看影视作品时，

“看戏”的诉求永远大于“看画”；网剧之美应具有“精神
之美”、“人物形象与故事之美”和“画面之美”等多个层
次。《清平乐》的口碑遭遇，再次说明剧集要赢得好评，
必须应达到工业化的要求，但仅此远远不够。影视创
作永远需要突出时代欣赏期待之围，今天的中国，工业
化水准正在从追求的目标变成前进的起点。这无疑是
一种可喜的进步，也将成为影视发展的动力。在网络
文艺“反哺”影视蔚然成风的时下，《清平乐》作为改编
自网络文学的电视剧，带动创作者和欣赏者放弃某种
文艺创作生产的“套式”，努力沉浸到历史文化之中展
现和揣摩人物的内心，这体现出一种突围的努力，虽然
不太成功，但任何一次失败的突围，都是重新厘定出发
点的胜利。在高铁时速已达 350 公里的今天，我们再
看时速 4 英里的第一个火车头时，并不会报以嘲弄或
不满。因为，它为人类交通方式的发展划定了新的方
式和起点。我想，从《长安十二时辰》到《清平乐》，意义
或在于此吧。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副主编、编辑部主任）

《《清平乐清平乐》》的突围与意义的突围与意义
◎胡一峰

《清平乐》剧照。

《清平乐》剧照。

赵国辉不是文人，却具有文人情怀。他的
水墨画属于传统一路，不论人物、花鸟还是山
水，都可看出宋元以来传统绘画的影响，特别
是明清以来文人画的影响，如八大、石涛、扬州
八怪、吴昌硕等。赵国辉没有遁世，他是一个
入世的画家，他需要为生计而奔波，甚至挣
扎。所以，他的画明显具有一些市场考虑，这
一点和海派诸家、京津画家群类似。某些时
候，考虑市场和世俗并非一件坏事，正是市场
和世俗造就了吴昌硕、赵之谦和齐白石，也正
是市场和世俗，造就了赵国辉娴熟的笔墨和酣
畅的表达。

赵国辉是一个具有天赋和灵性的画家，他
的画颇得传统神韵。他在八大、石涛、吴昌硕

和齐白石等开辟的天地里耕耘出自己的收
成。国辉出身于乡村，家境贫寒，大学毕业以
后兼职代课，至今没有铁饭碗，生活的压力不
可谓不重，但他的心却很静，画也轻松，这是难
能可贵的。

赵国辉能够深入传统，不随时风，这很
好。但怎样以古人之涵泳，运我之性灵，开自
家之生面而有大成，是他下一步需要考虑的。

灵性水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