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都市现实主义题材影视剧《安家》演绎
寻常人家的悲欢离合、城市中小人物的命运
浮沉，让观众重新审视和反思自己的现实生
活，映射了城市化进程中的中国式家庭的个
体真实。

编剧六六的作品大多以小人物的辛酸
悲苦命运呈现社会发展中人们的生存境
遇。《安家》剧情开始切入的宫蓓蓓博士生夫
妇找房记，沿用《蜗居》的主演海清和苏淳饰
演的海萍夫妇为买房子的困惑与挣扎，十年
时间，中国在城市化进程中发生了巨大变
化，一二线城市过渡到“存量房时代”，人口
的跨区域流动，对二手房的刚性需求，催生
了房产中介行业的火爆。从《蜗居》个体命
运的悲凉及现实生存的困境，到《安家》展现
的人性温暖，轻松幽默的工作氛围和抱团取
暖的友情，从“房奴”的挣扎到一群人在为了
理想打拼，使人们沉重的生活有了暖色和积
极向上、向善的力量。

《安家》塑造的小人物是都市原住民与
外乡人的两个群体写照，部分原住民虽怀揣
上海籍户口，却住着人均几平米的棚户区。
拥有上海户口，却住在筒子楼的“壁橱公主”
张闪闪，母亲最大的心愿就是将女儿嫁给有
上海户口的“乘龙快婿”，无非就是想让下一
代拥有上海的户籍和房产。每个漂泊在外
的异乡人都想有个属于自己的房子，心中对
家的渴望倍增。在城市，只有家才能让人找
到归属感，让男人有了成就感，让女人心安，
找到安全感。王子健、楼山关、985三个青
年单身房客，同住集体宿舍，为了理想打拼，
在异地努力地寻找容身之处。外乡人既没
有户籍，又没有房子，那么在这个都市更没
有了容身之地，爱情也成了奢望。如同女主
人公房似锦，在吸血家庭的重压下，不敢奢
求爱情。被背叛婚姻重击的徐文昌更不敢
轻易涉足爱情。无钱无房，自己在这个城市
还是漂泊一族。

《安家》剧情围绕着房产中介的每个人
的亲情、友情、爱情展开剧情，每个人展开的
故事又连接着社会的万花筒，从这里，可以
解读城市中各类群体的悲喜人生。在现实
与生活的重压下，一颗心早已褪去了幻想和
激情，宫蓓蓓夫妇在找房时闹起了离婚，各
自打拼的夫妻间早已少了浪漫与温情。最
令人感慨的是宫蓓蓓与房似锦的谈心：“我
已经很久没有看到星星了，准确地说，我很
久没有看过天空了，我每天都是披星戴月
的。”“我要是在这个城市有一间房，一间有
大窗户的房子，那我就满足了。”“当您累了，
烦了，被生活磨得百孔千疮的时候，这里就
是你独处的空间，你不必走出家，就能拥有
诗与远方。”这段对白不知锤击到屏幕外多
少大众的心，那些还在大城市苦苦打拼，为
追寻自己梦想每日努力奋斗的青年一族，在
偌大的城市，在霓虹闪烁的夜晚，一颗心灵
却无处安放。

城市现代化进程中催生的众生相。老
严夫妻用攒了大半辈卖包子的钱，为儿子购
置了一套房，只为一家人欢聚团圆，在城市
有个容身之处。在房产证上加上了儿媳妇
名字后，却最终进不了家门。进城打工十几
年的老严夫妇，用三轮车载着几个包袱最后

辛酸离去的背影，震痛了人们的内心。在
“家”的面前，亲情似乎成了一纸符号，“家”
成了阻隔两代人心与心距离的鸿沟。身家
过亿的阚老板显然是个渣男，贤妻在家，奉
老带小，他还在外胡搞。惹上难缠的文艺女
青年，送上价值2000万的一套别墅权当“封
口费”。

《安家》再现了中国各大城市存在的房
产交易状况，在城市的快速发展中，也催生
了房产中介行业的快速发展，同时也披露了
房产中介的行业竞争与潜规则，还有房客人
的艰辛。每一个销售人员不仅需要熟稔掌
握房子结构、户型、房产性质、学区、银行贷
款、落户、交易税率等政策知识，还要有扎实
的心理学、销售学等知识，真诚、热情的服务
态度，才能完成在行业中生存，体现了城市
中小人物的生存现象。房似锦人物突破高
大上的形象塑造，她有着正义感，同样也有
私心，撬单，帮出轨男给“小三”买房，而当江
奶奶和宋爷爷的爱情生生被俩外甥的利己
算盘给打败时，她挺身而出，坚决抱打不
平。后来因同情具有相似命运的单身母亲
宁馨，在情感和金钱上受到双重欺骗。作品
体现了对城市中个体的精神现状及命运的
关注，及对人们极力走出苦难，挣脱困窘生
存现状的真实描绘。

《安家》在关注个体命运的同时，也昭示
了在城市发展中房产中介行业的生态健康
发展之道。剧情结尾处，“城家公寓”公租房
的诞生，是城市发展进程中的一个现象，政
府为微小型企业和青年创业项目给予资金、
政策上的扶持，以及企业名流为“城家公寓”
提供法律咨询，举办音乐沙龙、话剧的创意
时尚，符合时代发展的主流趋势。用新视角
寻求新突破，《安家》堪称一部现实主义题材
的暖心影视作品。

现实主义题材影视剧《安家》——

灵魂的底色是温暖与美好
◎赵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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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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乡是每个文学作者都离不开的创作母题。内蒙古
诗人刘海豹（笔名焘硕、高天流云）的诗歌抒写也不例
外。他的故乡组诗，既无华丽的辞藻，也无奇特的构思，
可是却能打动读者的心，发人深省。探究其原因，有以下
几点：

运用比喻：意象建构增添美感
《礼记·学记》曰：“不学博依，不能安诗。”所谓博依，

就是广泛地运用比喻，以此形成象喻之境，此乃安诗之
道。刘海豹对乡人生活和命运的深切关怀和表达，始终
是他诗歌的重要命题。看得出来，刘海豹对故乡的人、
事、物有非常细致的观察。特别是他对乡人生活了然于
心，并赋其以深刻内涵，获得象征意味，可生出多重联想，
耐人回味。

如刘海豹把《守望故土的人》比喻为“煮山茶熬日
子”，其结果是人老白发生，可见守望故土就是守望自己
的生命。“摊开手掌，就摊开小村的全部/……每一块田
地/都是他的心头肉。”很明显守望故土的人对故乡了如
指掌又深爱有加。我认为，诗人之所以写守望故土的人
实则是歌颂现代农村的大多数老农，正是这些人留住了
乡愁，留住了根。这首诗“充满了浓浓的怀恋情愫，也体
现着诗人通过故乡题材洞察历史、反思现实、引人向上向
善的人文精神。”

又如：“今天，我又来到祖坟/把这么多年的思念和愧
疚/一杯一杯倒出来/像一个还债人。”诗人分明是借《上
坟》喻还债，醉翁之意不在寻求自身心理安慰，而是希望
通过推己及人这种共性的张扬，勉励那些久不回乡上坟、
子欲养而亲不在的人们回头是岸，千万不要忘记初心。
其间，刘海豹用借喻来表现他强烈的寻根意识，具有人世
变迁的沧桑感，以及对世道人心的呼唤，弥漫着感伤的情
调，使人在动容动情中深受教育。

统而言之，刘海豹比喻手法的运用，产生出多方面的
效果，既强化了意义的表达，又有助于形成含蓄蕴藉之
美，从而提高了诗歌的审美力。

驰骋想象：物我交融直抵胜景
刘海豹的诗歌抒写用情之深自不待言，关键是他还

有一双矫健的想象的翅膀，物我交融，直抵他所创造的境
界。

请看他的《在故乡》：“在故乡。我把一座山/认做父
亲/把一条河流认做母亲。他们敦厚善良/都是朴素的样
子 在山上，我与草木称兄道弟/从父亲的身体里/取出
五谷，取出陈年老酒。小心翼翼/供奉在山神庙前 我
和山神都是吃五谷长大/因为心怀敬畏/我不敢与山神碰
杯/敬畏山神就像敬畏父亲 在河边。我把野花认成姐
妹/用母亲体内的水/为她们梳洗打扮/每一朵鲜花都张
开笑脸/用柴禾和炊烟/说出人间烟火 在故乡。一座山
沉默寡言/一条河胸襟辽阔/他们相濡以沫。把血脉中优
质的基因/都赐与我，让我像一座山/像一条河。”

“诗人只有凭借非凡的想象力，才可能向我们传递出
那个世界的信息。”看来，想象既是诗人的基本功，又是诗
人的利器。在这方面，许刘海豹更胜一筹。且看他把山
认父亲，把河认母亲，想象生动、得体而真情流露。在山
上，“我”做这做那，唯对山神充满敬畏。这节诗充盈着浪
漫主义色彩，融入神话，想象丰富，借虚幻的玄思，表达了
诗人对故乡、对自然、对厚重的中华传统文化的敬仰与崇
拜，可见他爱故乡如父、爱父如山的血缘至义，让我们看
到了他的乡愁根脉。

在河边这一节，诗人讴歌感喟家乡人和地域风情，诗
词朴实新鲜，洋溢着田野的芬芳和温暖的力量，显示出诗
人爱故乡如母、爱母如河的感恩情怀，让我们一路寻觅着
他的“心灵栖息地”。

最末一节，诗人沉浸在自己创设的灵境中冥想，描写
了在故乡“我”与山、河的关系——“我”是吃着故乡的山
水长大的。在父母恩深中，“我”获得了他们的精神滋养，
为人力争像山一样伟岸挺拔、像河一样源远流长，活出一
个真正的故乡传人来。

由于想象，刘海豹把山、河与“我”交融，构成了一个
独特的世界，显示出诗人气场的充盈高洁。进言之，诗人
心灵的吐纳就是对故乡、对亲人的召唤。诗人之所以雅
人深致，就在于他通过丰富的想象去点化故乡的物象，将
其转化为心象，给读者以生活的指引和精神的砥砺。

从刘海豹的想象中，我们悟出，诗歌创作在真实的基
础上要加以想象，想象是诗歌的翅膀，诗歌插上翅膀才会
飞得更高更远。

“小说”诗歌：乡土文学的稀有元素
我们读刘海豹的故乡组诗《照镜子的人》《六婶》等，

有一种共同的感觉，那就是他的此类诗歌像浓缩了的小
说，言简意赅，意境远大。

《照镜子的人》吟咏的是一个与女人擦肩而过的男
人。他受了刺激后只是在井台上的水桶里照自己的影
子，以此想找回些什么。

《六婶》这一人物的塑造让我们联想到故乡的久远苍
老。但即便如此，六婶仍不离不弃，愿同故乡一起变老。
或许，这就是故乡之所以为故乡的缘故吧。

纵观刘海豹的诗，有写故乡的逝者、有写故乡的守望
者……诗虽小，但含金量却大，有小说的影子。众所周
知，小说是以刻画人物形象为中心，通过完整的故事情节
和环境描写，来反映社会生活乃至整个世界的广大背景
的文学体裁。刘海豹的诗歌正是吸纳了小说叙事功能的
特点，并“突破对事件或场景的单纯叙述、交代、描摹与展
示的概念界定，让情绪、情感、思想等主体意识更多的诗
意，渗透到事件与时间秩序之中，增强诗歌的主观观察力
和语言表现力。”收到了事半功倍的表达效果，令我们看

到的故乡不仅仅是温情与暖意的，它也有苦难与艰涩。
具体来说，刘海豹这些小说式诗歌关注现实、呈现存

在，反映时代的弱势群体，反映“多义”的故乡，让我们体
悟到苍凉的人生况味与悠远的怀乡情思，这种立体化美
丑杂糅的抒写，是当下乡土文学创作中非常稀有的元素，
是诗性的存在，是诗歌生生不息的主脉，是有根的写作，
值得肯定。

撕开伤疤给人看，在刘海豹这里决不是博人同情与
理解，而是给人思考与警醒，催人奋进，让人悄然从心底
生出一种情愫——热爱当前的新农村、珍惜当前的新农
村生活、投入到新农村建设大潮中去！他倡导回归现实、
介入现实。重申现实，即我们生命与精神外延基地的重
要性，意在促进人与社会和时代沟通、融入，激励我们有
所作为。在此，刘海豹的诗歌起到了点拨作用，给读者留
下了联想、想象和再创造的空间。

忧患意识：爱之深，忧之切
刘海豹在歌吟乡情、乡恋、乡愁的同时，也凸现着别

样的一种情感，即乡痛，他用《喊痛的土地》对故土被丢弃
表现出深切的担忧。

在诗中，诗人先说祖辈、父辈刨闹、经营着的土地养
活了一代代人。层层递进中构成迂回曲折又沉郁顿挫的
诗歌风格，具有一定的艺术感染力。接着诗人说：“那大
片荒草，掩没爷爷镐头刻下的印迹/父亲用犁书写的楷
书/也变成一笔狂草 茂盛的荒芜，让你/终于喊出了疼
痛/我感到，这些荒草就长在我的心上/要不/怎会如此心
疼呢。”而今土地撂荒了，意味着农村赖以生存的自然环
境正一步步消退。诗人刘海豹以向下的写作视角歌吟着
农村这片土地上的悲怆，表现出他为农村困境忧患的担
当意识。忧患意识对于一个诗人来讲，不仅是他人品、情
趣、阅历、人生态度和经验的体现，而且也关乎他的艺术
品味，乃至做诗的技艺。我们看他的诗《喊痛的土地》第
四、五节，诗人在承上启下中以指代、拟人的手法，让土地
有思想有感情——喊痛，再加上“我”的感受——心痛，物
我感应中可知土地撂荒到了何种程度。其意在预警世人
引起注意与思索。由此想来，刘海豹已尽到了一个诗人
的职责。他的“诗歌又有着纠正或拯救文明的用途，而这
种纠偏不是盲目的批判，而是出于这一文明能够更好发
展的目的。”

胡丘陵说：“诗人只有‘摆脱’小我的束缚，增强公共
意识、使命意识，才能写出富有时代风骨的‘大诗’。”胡丘
陵所说的大诗，无非是教人扎根脚下土地，紧随时代步
伐，与人民心贴心，发现生活中的烟火味，写出在灵魂的
天空里“飞翔”的作品。无疑，刘海豹的诗当属此列。

复活故乡：振兴乡村奔向光明
一个诗人只有在最熟悉的地方才能写出好诗来。我

们说刘海豹的故乡组诗，那是他离开故乡却又在精神上
重返故乡的抒写。“这个村庄是他精神上的一个依托或载
体，所有的思考放在这样一个环境里才有其存在的意
义。”

刘海豹写故乡，是复活故乡，把过去放回到“乡村生
活具有像自然的客观性存在的那种形态和历史中去，让
自然与人类历史结合在一起，产生一种奇怪而独特的结
合，从而体现出人类社会的自然特征……以此实现现代
性书写，建构出寓言式的乡村自然史。”

例如，刘海豹的《父亲，镰刀及其他》（组诗），是故乡
最美的风景，因为磨砺的人生最充实最精彩。《厚土情深》
（组诗），无论是写消逝的村庄，还是写改造后的村庄、复
原过的村庄，它们都是诗人种在心里的村庄，有着缱绻缠
绵的韵致。通览他的每一组诗都是一个自足的小世界，
这一个个小世界又互为补充，互为联动，当它们最终在我
心底融为一体时，便又形成了一个特殊的世界。而这个
特殊的世界有一个共同点，即看似写过去，却辅射着现
代，令我们从中受到启迪。

又如他的《用土豆，喂养的人间烟火》（组诗），重申了
土豆如农人、农人如土豆二者根深蒂固的渊源关系。在
此意义上，土豆就是故乡的象征，就是故乡永留人间的明
证。土豆对故乡有特殊的意义，它蕴含人是吃着土里长
出的东西才活命的，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生养我们的故
乡，都应该感谢故乡的恩情！

诗文本天成，妙手偶得之。或许，对刘海豹而言，这
些系列故乡组诗本就是一种不经意的写作，“这种不经意
透出一种历史无意识。诗人只是让历史自在自为地行
进，最终自然而然抵达一种境地。”那就是诗能带给我们
心灵上的慰籍，帮助我们更好地度过一生。从刘海豹的
诗中我们可知，他写过去的乡村，不仅仅是为怀旧，他今
天回望故乡，已是拉开距离后的再观察、再思考，美即由
此而起。与现代快节奏、新生活相比，过去的“慢”字里涵
泽着岁月的温馨与温静，能拾得简单的快乐和属于乡人
的幸福。过去的“旧”抑或正是当下“新”的关联、“新”的
映射、“新”的钙、“新”的血脉……需要我们审时度势，走
好新时代的长征路！这可视之为刘海豹向生养他的故乡
奉上的一份爱。

刘海豹以诗将故乡的历史复活，目的是让人们牢记
来时路，肩负起乡村振兴的使命。我想，这应是刘海豹诗
歌带给我们的美学意义。

重返故乡的精神抒写重返故乡的精神抒写
——刘海豹故乡组诗初探

◎常耀宗

蒋希武蒋希武 摄摄

《安家》剧照。

《安家》剧照。 （本文图片源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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