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月 20 日，中国内地电影院迎来了重启复工的第一
天，终于开门迎客。《第一次的离别》作为今年春节后第一
部正式宣布明确档期的电影，在疫情解禁电影院复苏的特
殊时间节点，一部原本可能被商业片淹没的小成本文艺
片，却在危难之时挺身而出，凭借热血之举成为观众与电
影院“重逢”的依据。该片得到很多院线、行业大腕的点赞
和声援。各社交网络平台爱看电影的网友们也希望，这次
是和电影院的最后一次离别。

2019 年《第一次的离别》就在国际上斩获多项大奖。
香港国际电影节上，姜文曾为该片颁奖，表示：“作为处女
作，它近乎完美！”影片全部由新疆本地的素人演出，只有 5
人的拍摄团队，却获得第 69 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新生代单
元国际评审团最佳影片、第 31 届东京国际电影节亚州未
来单元最佳影片、第43届香港国际电影节火鸟电影大奖。

这部电影浸润了导演王丽娜 3 年的心血，她回到故乡
新疆沙雅，先是拍摄纪录片《阿帕》，记录3个孩子的童年时
光。后来她发现，这些她小时候生活的场景，可以作为《第
一次的离别》所有剧本的源头。广袤无垠的塔克拉玛干沙
漠上，3 个孩子在胡杨林和羊群间度过他们快速成长的童
年，人生中第一次的离别也悄然而至。

《第一次的离别》是王导献给故乡沙雅和童年的一首
长诗，那片土地本身的诗意是电影创作的初衷。电影的男
主角新疆小男孩艾萨，也是王丽娜无意间在学校看到他的
作文，因为感动于他对母亲的爱，所以请他来饰演男主
角。艾萨在作文里写到：“妈妈的耳朵听不见，也不会说
话，可是我和她用眼睛在交流，妈妈的爱就像泉水滋润着
我，我爱妈妈就像爱自己的生命。”王导为艾萨至真至纯的
爱而心颤，艾萨的母亲罹患脑膜炎，精神可能有时候不正
常。艾萨却不自卑，他因为拥有这样的母亲而自豪。他在
课堂上朗诵作文：我的妈妈身体虽然是残疾的，但是心灵

不是残疾的⋯⋯
骨肉的分离，是人类情感中难舍的别离。《第一次的离

别》是亲情题材的感人电影，它源自现实主义的伟大传
统。因为它离观众自己的生活太近了，很轻易地就让人产
生感动和共情：艾萨和小伙伴们出去玩，母亲却自己外出
不见了。他不顾天黑到处寻找妈妈，在荒漠草地上奔跑，
骑着毛驴在大雪中气喘吁吁一直喊妈妈，声嘶力竭，哭出
声来，令人窒息。镜头转到他询问奶奶和爷爷都没看到妈
妈后，他只好拿着手电筒进入伸手不见五指的丛林。那种
找不到母亲的急迫感，营造了作为孩子最为淳朴动人心弦
的情感，也是现实主义美学的高峰。对于普通人来说，该
片描绘的童真生活同样伸手可及，有时只是一个小小的道
具。阳光下，艾萨抱着失去妈妈的小山羊喂奶，小山羊却
不吃，这种隐喻似乎也代表着他寻找亲情之旅。

许多亲情题材的电影，爱别离走悲情路，该片的女主
角小女孩凯丽同样如此。凯丽和小男孩艾萨玩得很好，却
因为凯丽的父母要求她上好学、到城里读书而要分别。凯
丽问母亲：“能不能把艾萨也带走，把我的朋友也带走？”母
亲很无奈地回答她：“不幸的，每一个人都要学会离别，没
有人是不分别的。”影片接近尾声，女孩只好坐在车的后备
箱，看着自己离原来的家渐行渐远，童年的玩伴也就此散
落天涯。

片末，日出照耀着冬日光秃秃的胡杨树，男孩艾萨
赶着山羊在雪原行走唱起歌谣：调皮的孩子在蓝天下赶
羊⋯⋯影片讲述的如电影《追风筝的人》那样，少年之间微
妙的友谊，涵盖了艾萨和青梅竹马好友凯丽之间的友情，
艾萨和患病母亲之间的亲情，以及凯丽父母之间的爱情，
也升华了王导的文艺青年成长史。全片除了孩子们学普
通话零碎的牙牙学语，全是维吾尔语的场景，让人真切感
受到新疆的风土人情，有着家长里短最动人的模样。

电影《第一次的离别》——

献给童年的一首长诗
◎王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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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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叶集》是李蕙芳、任贵的一部自选集，收录上世纪
80年代迄今 40年间撰写和发表的部分文学评论和节选论
著的论文，也有数十首（篇）生活纪实和人生参悟的旧体
诗、新诗和散文。

植根本土 关注文坛
李蕙芳、任贵对本土文学现象寄予深切关注。1979

年，他们参加内蒙古文联举办的郭沫若历史剧《蔡文姬》研
讨会，李蕙芳撰写《感情与责任的巨大冲突——试论〈蔡文
姬〉的主题》引起学术界关注。当年《文汇报》“争鸣栏”报
道了这次研讨会的两种观点，其一便是李蕙芳的主题新
说。多年后，李蕙芳的《蔡》剧主题新说又为两部现代文学
研究的学术著作——《文学风雨四十年》（武汉大学出版
社，1989 年）《中国文学研究：历史与现状》（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1989 年）收录。我读李蕙芳的这篇评论，既服赝
其观点，更钦佩其厚积薄发的学养。

任贵的评论《讨论不应忘记作品——也谈〈蔡文姬〉》
强调，“从作品出发，从所塑造的形象出发，进而阐述作家
表现在情节中、渗透在形象里的思想倾向和艺术得失是文
学批评的特点和规律”。任贵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
从作品实际出发，比较史籍和剧作中的曹操、蔡文姬的不
同；细致入微地分析蔡文姬形象的丰富性。这篇文学批评
给我感受最深的是文学批评必须坚持科学性、理性原则。

以上述两篇文学批评为发端，李蕙芳又发表了多篇区
内作家作品评论，有的是他们合撰的，《鄂伦春文学的一束
新花——敖长福创作简评》即是其中之一。他们不惜笔
墨，对卾伦春文学新秀敖长福的小说深入细致地点评，称
赞敖长福的作品“展示了鄂伦春人艰难曲折的历史和比其
他民族更为苦难的命运，描绘了鄂伦春人淳朴的社会风
尚，正直无私、乐于助人的民族性格⋯⋯年轻一代对民族
未来的严峻思考”。这篇评论的对象虽然是一位初出茅庐
的作家及其作品，但对文学创作表现民族特色、地域特色
是有所启示的。

立足美学 视野开阔
收入《双叶集》的美学论文《美的本质》使多年跋涉于

文学艺术道路上的后生晚辈耳目一新。李蕙芳从“美是人
类的社会现象”“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美是人的本质力量
的感性显现”三个方面逐层深入地探索美的本质，阐述美
学史上美的经典定义，令人豁然开朗。这些观点对于创造
美的艺术家（包括语言艺术家）提升自己的创造力，对于审
美的受众提升自已的鉴赏力是有裨益的。

任贵的《美感的心理要素》讲的是美感心理要素中感
知、领悟、想象同情感的关系：“感知是美感的起点，其中渗
透着领悟；领悟中渗透着想象和情感，并与感知相融合；情
感又渗透着想象和领悟。”这些观点涉及美的创造者和欣
赏者两个侧面，对于我这样有些创作经验的人而言，就是
要站在美学的高度，首先着眼对生活、对人、对物的认知和
感悟，培养和锻练自已的感知能力，在进入创作状态时投
入丰富的情感，调动自已的想象、联想，贯穿于情节的编
排、细节的描绘、叙述描写的字里行间，甚至句逗标点。感
人心者莫先乎情，情动于中而形于外，这就是通常所谓“笔
帯感情”“笔底波澜”吧。情感之于文学、尤其是抒情文学

（抒情小说、抒情散文、抒情诗）犹如人的灵魂之于躯体。
热衷史志 心系青城

李蕙芳、任贵的本业是语言文学教育，他们在教学的
同时涉猎广泛，博学多识，退休之后将储备的学养投入呼
和浩特的文史研究，硕果累累。自 2003年至 2017年参编

5 部文史著作：《昭君文化研究》《百年历程》《大盛魁闻见
录》《内蒙古故事全书·呼和浩特卷》《呼和浩特现当代文学
史》（见《双叶集·过好自已选择的生活》）。

《双叶集》中李蕙芳所撰《昭君之美》、任贵所撰《昭君
事迹传播中的误读》，我以为是两篇有分量的学术论文。

王昭君是闻名华夏的历史人物，在内蒙古、在呼和浩
特更是妇孺皆知。王昭君是一个极具特质的文化符号。
王昭君研究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现象。

李蕙芳认为，王昭君是中国古典美的典范。她的美体
现在外在美（外貌和行为举止的美）和内在美（崇高与优美
的谐和的美）的统一。昭君的崇高凝聚了她冲破世俗的勇
气，直面艰辛困苦的精神和为家邦安宁的担当，在胡汉和
亲这一重大事件中得以升华。昭君的优美表现在昭君勤
劳、朴实、善良、聪慧、乐于助人的人格魅力，也体现在她和
呼韩邪单于的爱情、婚姻生活的心心相印。李蕙芳的这篇
论文从美学高度审视、评价昭君，在众多的王昭君研究论
文中别具一格。

任贵的论文同样另辟蹊径。鉴于昭君的史料极少，而
在民间文学和历代文人创作中，昭君题材又无比丰富复
杂，任贵从传播学的角度解释这一观象并借用比较文学术
语，称之为“误读”。论文考察了史实传播过程中的文字
传播路线、口头传播路线的异同，相应的意义及其政治、社
会原因，把纷纷扰扰的现象说得一清二楚。

新世纪初，旅蒙商研究成为叙写晋蒙商业史的热点，
《大盛魁闻见录》应运而生。任贵、李蕙芳出任副主编，全
力以赴。这部著述出版后他们又合撰书评《拂去尘埃 尽
显真相——评〈大盛魁闻见录〉》。他们高度评价这部百余
人的口述史的价值，认为它是“国内的‘孤本’”，提供了研
究旅蒙商经济活动翔实、鲜活的第一手资料，透露着它的
经营理念、组织规模、交易运行、规章制度诸多信息；提供
了偌大企业兴衰的历史案例。它还是一部旅蒙商的生活
史和心性史，反映着从清代中期到民国社会 200年间社会
生活的一角。二人深情地向“所有钟情、珍视历史的发
现、挖掘、记录的人们致以真诚的感谢”。

《呼和浩特：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融合铸就的历史文
化名城》是李蕙芳研究本土文化的又一力作。她从呼和浩
特地下发现和地上遗存，勾画古代北方民族和中原民族交
融的历史图景和历史进程，言简意赅，表达了这座历史文
化名城的当下意义。

《双叶集》收录了他们为《呼和浩特现当代文学史》撰
写的绪论和各编的概述多篇。这些篇章描述了呼和浩特
自上世纪 20 年代迄今百年间各历史时期文学的产生、发
展和演进，并扼要评述入书作家作品。“两位先生不负众
望，将副主编和统稿的工作做得认真细致，让人称道。”诚
哉斯言，他们不倦地《寻找〈呼和浩特现当代文学史〉之
魂》，李蕙芳用诗的语言抒写自己对青城、对青城文学的
感怀（《双叶集》199 页）：从那天起，成了一个幸福的人/阅
读，码字，神游文海/从那天起，重新关注小说、诗歌、戏剧、
散文/重新关注形象、意象、意境/我有一张书桌，面朝书
林，春暖花开。

底蕴深厚 见地独特
——读李蕙芳、任贵《双叶集》

◎郜贵

近期通读内蒙古文化音像出版社出版
的《内蒙古电影六十年艺术创作史》一书。
该著作是内蒙古师范大学“部校共建”（内蒙
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与内蒙古师范大学共
建新闻传播学院）系列著作之一。著者张芸
对内蒙古电影制片厂 60 年艺术创作的发生
发展图景进行了全面描摹。系统地梳理了
内蒙古电影制片厂成立后电影艺术创作、民
族语电影译制的发生发展与电影文化脉络
流变。该著作以全面的、客观的、史学的视
角考察了内蒙古电影艺术创作 60 年发展历
程，显示出作者站在时代的高度思考内蒙古
电影的执着与努力。60 年的创作发展历
程，犹如一幕波澜壮阔的历史大剧，演绎着
内蒙古时代变迁与社会发展；犹如一幅浓墨
重彩的长卷，擘画内蒙古各族儿女守望相
助、共创美好未来的图景。该著作是当下区
域电影研究领域一项可喜成果。

一 . 初盛时期（1958-1962）：扛起共和
国意识形态宣扬大旗

著作开篇提到，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社会主义电影事业随之起
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电影艺术的
发展开辟广阔的道路，也标志着中国电影步
入一个新纪元，内蒙古地区电影活动也同步
发展。作为新中国成立前就已经成立的少
数民族自治区，内蒙古具有得天独厚的社会
基础和民族文化优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新天地中，内蒙古电影事业呈现出良好的发
展态势。1958 年 8 月 10 日内蒙古电影制片
厂正式挂牌成立，刘佩新任厂长、党支部书
记，珠兰其其柯任副厂长。内蒙古电影制片
厂是我国成立最早、生产规模最大的民族电
影制片厂，是同时生产故事片、新闻纪录片
和蒙古语译制片的综合制片厂。内蒙古电
影制片厂成立之初的主要任务是拍摄新闻
纪录片，第一部新闻纪录片是珠兰其其柯副
队长带队拍摄的《幸福的夏令营》。随后又
拍摄了《周恩来在包钢剪彩》《乌兰夫视察东
三盟》《牧区公社好》《达斡尔族自治旗成立》
等大量反映当时内蒙古社会、政治、经济、文
化的纪录片，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记忆。

1959 年上映的《草原晨曲》是内蒙古自
治区为国庆 10 周年献礼拍摄的“命题”影
片，也是内蒙古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第一部故
事片，该部电影以饱满的热情歌颂党的民族
政策，歌颂了来自祖国各地的社会主义建设
者。20 世纪 60 年代，在全国戏曲电影创作
浪潮的推动下，内蒙古电影制片厂也开始尝
试拍摄戏曲片。1961 年先后拍摄完成《卖
碗》和《走西口》两部黑白二人台戏曲片。
1958-1962 年是内蒙古电影制片厂的第一
个黄金时期，与同时期其他少数民族电影生
产相比，不仅在数量上占有优势比例，而且
在电影发行放映和影片译制方面也居于领
先地位。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内蒙古电影
制片厂也收获不菲，电影设备技术革新成绩
显著。同时，内蒙古电影制片厂还培养了广
布道尔基、恩和森、珠兰其其柯、通福、云照
光、玛拉沁夫、鄂长林、乌日娜、超克图纳仁、
达木林、莫尔吉胡、义若呼、关其格等一批优
秀的本土电影人才。当时，内蒙古电影在举
国上下团结一致，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美好家
园的一片光明中，同其他艺术形成了一起扛
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意识形态宣扬大旗。

二 . 沉寂中的沉淀时期（1962-1978）：
为民族语电影贡献不菲力量

1962 年内蒙古自治区遭遇了百年不遇
的大面积旱灾，自治区政府决定停止内蒙古
电影制片厂故事片生产，仅保留蒙古语电影
译制生产。1962 年内蒙古电影制片厂更名
为内蒙古电影译制片厂，专门译制民族语影
片。1962-1966 年期间，内蒙古电影译制
片厂共译制影片 25 部。1964 年贾永文、马
树鼎等人研发的磁带录放装置试验成功，并
在文化部召开的全国电影会议上进行汇报

表演。1966 年内蒙古自治区 16 毫米放映
机同步磁带录放装置研制成功，至此，蒙古
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可以及时看到用本民族
语言配音的各种影片。

至 1979 年恢复厂内故事片生产前，内
蒙古电影译制片厂译制完成《祖国啊，母亲》

《十月的风云》《熊迹》《女交通员》《白求恩》
《蒙根花》等大量优秀电影作品。同时，在电
影发行、放映方面，尤其在放映技术试验革
新方面取得显著成绩，为全区广大少数民族
观众看到、看懂、看好民族语电影作出巨大
贡献。1979 年 1 月经国务院批准恢复故事
片生产并重新恢复“内蒙古电影制片厂”厂
名，重新拍摄故事片的同时，兼制新闻纪录
片和蒙古语译制片。

三 . 变革与多元时期（1979-1989）：谱
写与时代交相辉映的电影协奏曲

1978 年 12 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
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
看”的基本路线，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
从 1979 年到 1989 年，内蒙古电影制片厂顺
应中国电影发展的总体形势亦步亦趋，进入
了变革与多元的“新时期”。在国内多种思
潮与国产电影“百花齐放”的影响下，内蒙古
电影制片厂创作所涉及的题材类型非常多
元，有遵循“十七年”创作经验的革命斗争题
材影片，如《阿丽玛》《母亲湖》《婚礼上的刺
客》等。有挖掘深层人文精神、探寻民族特
质的民族题材艺术片，如《猎场札撒》《荒漠
中的狮子》《天堂之路》《森吉德玛》《成吉思
汗》等。也有拥护改革开放、直面时代问题
的现实题材电影，如《重归锡尼河》《关键时
刻》《醒来吧，妈妈》《两厢情愿》《月光下的小
屋》《黄色别墅》《恋爱季节》《曝光》《一个女
教练的自述》《宝石戒指》等。亦有运用惊险
样式、广泛吸纳商业娱乐元素的侦破探险题
材影片，如《五张照片》《缓期执行》《狼迹》

《危险的蜜月旅行》《丑角波洛》《欲望的火
焰》《狂盗》《死亡追踪》《疯狂歌女》《怪音》

《神猫与铁蜘蛛》《古墓惊魂》《北方囚徒》
等。这些影片迎合了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
的社会思潮与国产电影创作的主流趋势，也
充分发挥了内蒙古地区特有的地域特色与
民族特色，共同谱写出一曲时代变革与多元
思想交相辉映的电影协奏曲。

依据著者考察，从 1979-1985 年自治
区财政陆续投入了 1000 万资金用于制片厂
的恢复与扩建。期间，内蒙古电影制片厂安
排考察组赴香港，订购配套的电影摄录设
备，为电影生产打下物质基础。1985 年内
蒙古电影制片厂率先实行个人承包责任制，
规定个人可以按照自筹资金、自选剧本、自
选班子、自负盈亏和导演中心，即“四自一中
心”原则的方式承包故事片的拍摄。个人承
包责任制的实施对提高影片质量、缩短拍摄
周期、降低拍摄成本、提高经济效益起到了
十分重要的作用。新时期，内蒙古非常重视
电影专业人才的培养。1981 年，由内蒙古
电影制片厂葛根塔娜厂长牵头，在中央民委
和自治区文化局的共同努力下，北京电影学
院在内蒙古自治区定向招收了 27 名学生，
分别进入表演系、摄影系、美术系、录音系学
习，专门为内蒙古培养电影专门人才。这批
学员 1985 年毕业后，大部分人进入了内蒙
古电影制片厂工作，逐渐成为内蒙古电视事
业的中流砥柱。例如，赵国桦、长虹、艾丽
娅、萨仁高娃、其那日图、刘魁、戈·巴图青格
勒、哈斯巴根等。内蒙古电影变革与多元时
期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无论是在题材创
作、还是在主题表达，抑或是话语呈现上都
有了新的突出，再加上地域文化的映射，内
蒙古电影筑造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光影交替一甲子光影交替一甲子 匠心筑梦内影人匠心筑梦内影人
——《内蒙古电影六十年艺术创作史》评骘（上）

◎张瑞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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