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佳 2003 年毕业于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美术系，此
后去德国留学，并取得艺术硕士和艺术大师生双学位。
她求学的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是一所国际知名的艺术
院校。她的导师约尔格·伊门道夫和马尔库斯·吕佩尔茨
是德国新表现主义的代表人物。做为两位世界级艺术大
师的门徒，何佳的作品并没有模仿导师的绘画方法和外
在形式，她从导师那里学到的是一种思维方式，是一种看
待世界和看待艺术的态度和方法。显然，何佳的作品既
不属于表现主义，也不属于新表现主义，我把它定义为

“意象油画”。何佳和表现主义、新表现主义的相同之处
是都发自内心，都强调感性的和一定的非理性因素，都具
有某种程度的神秘感，不同之处是她的作品更加强调中
国式的形式语言的意象性，更加强调中国式的画面氛围
的营造和意境的表达。何佳的作品既保留了西画的某些
特征和优势，又融合了中国画的韵味和情调。她把油画
的色彩优势和中国画中泼墨、泼彩的方法有机结合，把油
画的空间造型能力和中国画的意境营造特长有机结合，
创造出融汇中西的独特图式。在她的作品中，没有德国
表现主义和新表现主义的强烈和张狂，却有着中国写意画
的抒情和意境。何佳的可贵在于，在面对自然景色时，她
更强调自己的内心感受，她能把自己的情感体验与心理空
间和特定的自然景色融为一体。她的绘画作品抛弃了写
实和逼真再现，但又没有完全脱离物象，她在对自然景物
进行概括、加工和单纯化处理的过程中，运用意象性的笔
触和较大的色域，构建出一种朦胧、含蓄、沉稳、神秘而又
富有诗意的审美境界。读她的画，我们看到的不是诱人的

风景和自然之美，而是感受到形式背后一种情绪的涌动，
一种克制的、甚至有些压抑的情绪的涌动。我想，何佳远
赴德国留学之时，正值 22岁的青春年华，她独自一人在异
国他乡打拼了 8 年之久，其中的艰辛和甘苦不言而喻。何
佳在和我的交流中，也时常流露出一种孤独感和寂寞感。
这些，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渗透在了她的画面中。在何佳那
些略带神秘感的作品中，常常有一个或两个游动着的女孩
形象——这，难道不是何佳的自我写照么？

看何佳的画，我想到了老一辈画家赵无极和朱德群，
做为油画家，他们都是用西方的材料和方法画出了具有
中国文化意蕴的作品，并且享誉世界。究其原因，是他们
虽然身在西方的文化环境中，但其艺术都从中国传统文
化中汲取了丰厚的营养，都在博大精深的中西文化之间
找到了自己的切入点和结合点。在这一点上，何佳与大
师们有着惊人的一致性，但何佳又有着自己明确的追求，
而不是一味地模仿先人。她的画，更偏重于东方的意象
性，她在对客观景物抽象化和意象化的处理中，赋于作品
一种东方情怀和当代精神，无疑，何佳的这种探索和追求
是十分可贵的。

流动的云霓
——何佳绘画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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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伦贝尔市作者乌琼的散文别具一格，有着明显的地
域文化烙印和特征。呼伦贝尔是她生活、工作之所，也是
她精神安居之所。她热爱这片土地，热爱这里的山川、河
流、草原等一切美丽的风景。面对驯鹿，她伸出双手抚摸；
走进大兴安岭深处，她会整夜守候黑嘴松鸡的爱情⋯⋯她
从微信上发出一张张呼伦贝尔的风物图，让人羡慕她能拥
有一个大美的故乡——呼伦贝尔。

“爱，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
的土地。”且让我们追随着乌琼的脚步，走进她所在的呼伦
贝尔，亦是她心灵的呼伦贝尔吧！

“额尔古纳，我是来过几次的，却总也来不够。分明记
得，车左边的山坡上在六月开满大朵的白芍药和火红的萨
日朗；九月的额尔古纳湿地，五花色的灌木林拥着额尔古
纳河染红了天际；白桦林里，金黄的落叶衬托树干，白得更
加耀眼；在华俄后裔娜塔莎大妈家，手风琴声在飞舞起的
裙边奏响⋯⋯我喜欢这地方，蒙古族发源之地，俄民迁入
之地。额尔古纳河汇千流涌向大海，太阳温暖，万般光束
点亮波斯菊的花蕊和我的心田。”读她 2016 年发表在《呼
伦贝尔日报》上的散文《额尔古纳的麦子》，这个场景非常
诗意，却又是那么自然，在她的散文中我们会发现，生活中
自有美可以蔚藉我们。

大约就是这个缘由，所以乌琼时不时地从喧嚣的城市
一次次下乡，就像去给自己安神和加油一般。对于她，故
乡或许就是心灵想去的地方。

“绿色的大家伙们，我要亲近你们。冒着雨，我绕到后
院，从车身上卸下的‘耙’——机械‘耙’如钢铁铸的牙齿，
在秋天亲切地啃食土地，它们从不贪心，把收割的麦子置
之肚外，留给人类享用。它们的快乐在收获，不在占有。”

“满口粮食的味道，原来麦子是这个味道啊⋯⋯吃了限量
版的手工馒头，和菜园里的绿色蔬菜水果，我在热炕头沉
沉地睡去了”“外出的日子⋯⋯不愿放过异地的清晨⋯⋯
清晨是开启潘多拉宝盒的钥匙，充满无限的诱惑。昨天的
雨已经停了，空气中充满雾气，百米之外一片混沌。只有
不断地前进，才能开启新的风景”“我在麦丘上撒了欢儿，
躺在上面变成人字⋯⋯我也愿变成这样一颗小麦粒，金灿
灿地亲近土地，一生的期望是向着太阳”⋯⋯乌琼深入额
尔古纳上库力农场，亲身体验了麦子从收割、脱壳、晒粒到
制成馒头被分享的整个过程，让她领略了现代农业机械化
的宏伟壮观和方便快捷，感受到了劳动的神圣、劳动的光
荣、劳动的可贵和美好。在这样的环境中，她充满活力，在
劳作中看到不平常，于丰收中发现别有洞天，生活因此变
得多彩有趣。

《额尔古纳的麦子》一文是乌琼以上库力农场工人的
喜乐为背景创作的，讴歌了农场工人的奋斗人生，刻画了
最美的人物，坚定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信心。美在于
发现在于创造，正如王子潇所说：“有的文章于千篇一律的
相似里凸显出自己的巧思和新见，令人眼前一亮。这样的
质地差异，很多时候不是文字水平高低，恰是缺少一双平
中见奇的慧眼，而所谓平中见奇的能力，说到底是我们体
味人生，感悟生活的能力。”这种能力哪里来呢？靠平时的
修炼。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历练人生方见彩虹。岁月如
河，乌琼把河流中最晶莹的浪花掏捧回来示予人们，记忆
即为温馨，至美就是永恒。

2017 年乌琼发表的散文《呼伦贝尔，梦予绿色》就是
她自觉表达生态意识，深入思考人与自然关系的代表作。

文章在呈现美丽呼伦贝尔大草原后，随即转折，指出
美中不足的是呼伦贝尔草原也出现了退化、沙化现象，向
世人拉响了生态警钟。随之文章分析了草原沙化的原因，
并对这片土地上人们的治沙措施给予赞扬，对治沙成果给
予肯定，让人们对草原绿色丰盈充满了深情期待和无限向
往。纵观此文，作者虽然以“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
题”行文，但在老套路中赋予了新内涵，收到了事半功倍的
效果。在谈到治沙成效上，文章以面、线、点三方面的成功
例子为证，提醒世人治沙大有可为，胜利为期不远。乌琼
呼吁人们尊重自然、珍爱生态环境、坚持绿色生活，实现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

《呼伦贝尔，梦予绿色》一文，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社
会责任感，将极具质感的目光投向故乡，关注现实问题，为
我们呼唤生态道德、共建生态文明提供了有益启示，为生
态文学创作赋予了深远、丰厚的意义。乌琼用“其明白畅
快的语言风格和立体式的视象，把我们带入到了一个古实
而新奇的艺术境界”，这让我们为呼伦贝尔投去关注与疼
爱的目光。

“三少民族”人口分布相对集中地就是呼伦贝尔。揭
示“三少民族”的生存境遇、关注“三少民族”发展也成为乌
琼为文的一个取向。

我们看乌琼 2017年发表在《草原人文地理》杂志上的
散文《使鹿卾温克人的节日》就是其中一例。该文为我们
展现的是内蒙古敖鲁古雅鄂温克人于 2003年结束了狩猎
生产，整体搬迁到根河市区西郊之后的生活场景。文章特
别展示了敖鲁古雅鄂温克人融入汉民族文化生活、将大年
视为一年中欢度的节日、既传统又现代的庆贺画面，为我
们了解鄂温克人的现代生活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吸引人、
感染人、打动人。敖鲁古雅鄂温克人的“移民下山”，为中
国延续了近万年的狩猎文化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这是值得
纪念的日子，具有里程碑意义。记录这一划时代变革的历
史时刻，乌琼正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从中可以感受到
她“铁肩担道义”的社会责任感。乌琼为文，不随波逐流，
始终保持着故乡的地域的特色和自身的美学观价值观。

《使鹿卾温克人的节日》一文，开掘了民族文化，展示了民
族融合过程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深刻内涵。

2019 年发表在《骏马》杂志上的散文《更久远的根
河》，是乌琼展示民族文化血脉的又一佳作。此文重点讲
述了两个人，一个是富有传奇色彩的“中国最后一位女酋
长”玛里亚·索老人；另一个是鄂温克族在中国当代文坛的
一面旗帜乌热尔图。前者是鄂温克族具有代表性的人物，
她在山上散放驯鹿，同游客合影不看镜头，说着流利的本
民族语言，从容唱着本民族歌曲⋯⋯所有这些，都说明她
是真正的鄂温克族传承人；后者是鄂温克族文学界的“泰
斗”，他被邀请出席“三少民族”文学创作笔会，他是呼伦贝
尔文学青年的偶像，孜孜以求在文学道路上；他是从根河
走向全国的作家，他的作品的光芒穿越过去与今天⋯⋯他
是卾温克人精神的传播者。文章称：“根河变了，变成了国
家一流的旅游城市”。旅游说到底凭借的还是深厚的文化
底蕰，文化是人创造的，人又是文化创造的，二者互相依赖
互相促进，造就了源远流长、快速发展的根河文化。

其实对“三少民族”的密切关注，是呼伦贝尔市作家群
的历史传统。这既是家国责任的反映，更是乡土情结的体
现。乌琼对“三少民族”的高度关注，正是这种传统的继
承。此种主题倾向，也成了乌琼散文创作上的地域标签。

对故土具有深挚之爱，对故乡的山川地理、风物人文
怀有骨肉之情，这是乌琼写作之所以成功的首要条件。舍
此，再高明的技法也是无源之水，必渐枯竭。我们看乌琼
写故乡，娓娓道来，并没有突兀的情节，只是像印象派画法
一样，每有所闻所想都能触发她写作的兴致。借用黎戈的
话：“因为真挚地爱着，所以这感情，让一切被浸润其中，有
了统一的情感基调，这使我想到安野光雅的游记画和原田
泰冶的素朴画，你说它是印象派，又多了拙朴，说它是版画
呢，却很灵动，说它是系列吧，每一场景都是独立的，说它
是孤立的，它又有某种统一的气味贯穿其中。”

呼伦贝尔是乌琼散文创作的鲜明标签，地域文化是她
创作的主要内容。一个作家只要找到了创造自己文学的

“故乡”，那她就一定能创作出好作品！

呼伦贝尔，心灵的故乡
——读乌琼散文有感

◎常耀宗

四 . 守望与突破时期（1990-1999）：呈
现出多元发展文化景观

20 世纪最后 10 年，中国政治一体化经
济市场化的进程加快，商品经济逻辑渗透影
响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个层面，也直接
作用、影响着 20 世纪 90 年代的中国电影。
内蒙古电影制片厂作为一个在守望中突破、
在桎梏中发展的民族地区电影制片厂，这一
时期也不断解放自身，试图融入时代的滚滚
洪流中。本时期内蒙古电影创作上承 20 世
纪 80 年代末电影审美文化的嬗变，下接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电影的复杂景观，呈现出
一派繁花似锦、多元发展的景象。该时期内
蒙古电影制片厂在电影创作上，注重新的生
命体验，关注现实，既有民族文化与大众审
美文化碰撞下的融合、市场经济渗入后的风
格转变，也有对艺术片的发扬光大、对类型
片的持续探索；面对市场和艺术的双重要
求，积极与香港合拍电影以达到合作共赢；
塞夫和麦丽丝的蒙古族题材电影，既有对草
原文化、民族气质的讴歌，也有对民族意识
的去奇观化表达。不同群体和话语的出场
与在场，使内蒙古电影具有伸向更优的可
能；而电影创作实践的解构与建构，使其超
越传统的疆界与局限，构成一种纵深感被延
伸、创新与浮躁兼存的活跃态势，内蒙古电
影制片厂成为本时期中国电影中一支重要
的力量。

1990-1999 年，内蒙古电影制片厂在
艰难中曲折发展。在全国电影创作管理体
制改革大潮推动下，内蒙古电影制片厂内部
体制改革也提上了日程，同时，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电影艺术创作观念多元发展的语
境下，内蒙古电影人也承受着电影创作观念
转型的压力。面对市场与艺术带来的挑战
与机遇，内蒙古电影人深知内蒙古电影只有
植根于厚重的草原文化，发扬马背民族的优
良传统，发挥地域优势和人才优势，才能立
足于电影市场；只有把握优势，与时俱进，拍
摄既有民族风格、地域风貌又洋溢时代风采
的内蒙古电影才能获得社会和经济的双重
效益，才是内蒙古电影走出去、在国内国际
影坛上占有一席之地的根本。1990-1999
年这 10 年，是内蒙古电影制片厂收获颇丰
的 10 年，也是电影厂商业类型片探索不断
深入拓展的十年，这期间共有 36 部影片过
审上映。其中，在内地摄制的内蒙古商业电
影 24 部，分别是《骑士风云》《浴血疆域》《女
绑架者》《铁血金魂》《义重情深》《英雄无泪》

《悲喜人生》《西部狂野》《祝你好运》《请勿打
扰》《飞越人生》《世纪之战》《女囚大队》《延
期审批》《东归英雄传》《鬼城凶梦》《神威天
使》《头发乱了》《特殊囚犯》《突围》《悲情布
鲁克》《龙闯中原》《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小
城牧歌》，其类型涉及西部片、警匪动作片、
喜剧及剧情片，可谓类型繁多，百花齐放，美
不胜收。

五 . 新世纪以来（2000-至今）：书写崭
新的内蒙古故事

著作中提到，在全球化的热潮冲击和中
国电影发展浪潮裹挟之下，新世纪以来内蒙
古电影制片厂的电影创作题材更加丰富，内
容更加多元，类型更加多样。电影的重心不
再局限于民族题材在个人记忆、族群意识中
的表达，更多的是将内蒙古置于整个现代社
会转型的语境中，讨论社会共有的阵痛与焦
虑；用现实代替情感、理性代替感性，将民族
化、本土化的多种元素转化到电影创作中，关
注人类社会整体的价值体系、精神世界与物
质世界。新世纪以来，内蒙古电影制片厂创
作的主流电影中，人性的丰富性在传统情结
和时代语境下衍生出更多耐人寻味的觉察，
更加凸显出人性人情的现代性。2009 年是
内蒙古电影制片厂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时间
节点。按照中央关于文化体制改革的要求和
自治区建设民族文化大区的总体部署，国家
广电总局和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建立

“内蒙古电影集团”。集团的成立是内蒙古文
化体制改革的一项重大突破，是电影业发展
进程中体制、机制上的重大创新，是国家和自
治区政府对内蒙古影视产业给与的充分肯定
和有力支持。梳理 2000 年之后内蒙古电影
制片厂的发展历程，近 20 年的时光里，有对
国家电影体制改革、电影市场化大潮的努力
适应，有改革自身、反省不足的勇气与魄力，
有精诚团结、开拓进取的团队精神，有精心

打磨、与时俱进的诚意之作，内蒙古电影人，
一直在路上，一直在前行。

正如著者所述，新世纪以来，与中国电
影、中国少数民族电影的大语境合拍共鸣，
内蒙古电影的创作理念、创作美学发生了深
刻变化，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气象，成熟导演
的创作表现出从电影抒发意识形态的单一
过渡到对电影本体的更多关注；新锐中年导
演的创作从对本土景观的简单描摹到开始
关注本土文化深层意蕴；崛起的青年导演关
注生命本体意义上的人，凸显人性人情的现
代化，注重表现蒙古族人潜在的生命意识和
家国情怀。这期间内蒙古电影文化特征较
以往更加磅礴厚重，表现为“生命意识复苏”

“家国情怀彰显”“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融
通”。在民族电影创作上颇有建树的塞夫、
麦丽丝、卓·格赫等成熟导演的创作风格延
续，以及新锐中年导演哈斯朝鲁、郁晓鹰、宁
才、巴音、冯亚平、赵国桦、徐成林、周玉鹏等
人的含蓄蕴藉，新生代青年导演德格娜、张
大磊、周子阳、忻钰坤等人的现代性反思，几
代优秀的内蒙古电影人奉上了多样的电影
创作，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艺术品貌、艺术格
局，为内蒙古电影优秀传统的传承与新时代
的发展注入生机与活力。内蒙古电影人共
同致力于在电影作品中重新书写现实的、当
下的、崭新的“内蒙古”故事，再现内蒙古辉
煌历史进程中鲜明的“蒙古人”形象，抒发蒙
古族民族深沉的家国情怀，这是新世纪内蒙
古电影最独特也是最鲜明的印记。

六 .思考与展望：集体创作的综合艺术

时光荏苒，岁月变迁。光影交替一甲
子，匠心筑梦内影人。正如云照光先生在序
言中所说，著作从电影艺术创作的层面对
60 年来内蒙古电影制片厂的发展历程进行
多向度、多层面、多方位的梳理，对内蒙古电
影制片厂电影艺术创作进行全景式、立体化
述评与研究，深入探讨在此过程中形成的优
秀传统、积累的成功经验和良性模式，认真
总结内蒙古电影艺术创作与其所处的民族
区域、时代生活和社会历史条件的紧密联系
及电影创作生存的基本规律，彰显内蒙古电
影制片厂 60 年来取得的电影文化成就，在
电影艺术的文化品格、美学形式、精神价值、
叙事话语、景观美学等角度展开理论建构，
在民族电影的文化生态、传播途径、功能诉
求、全球视野等方面解析内蒙古电影生存与
发展的走向，描绘未来发展景观，为内蒙古
电影制片厂成立 60 周年献上一份文化厚
礼，在内蒙古文化艺术史上具有非同一般的
意义。

作者在后记中提到，艺术实践是对历史
的书写，我有幸作为这段历史的梳理者，著
书过程自有艰辛与不易，但更多的是热爱、
使命和责任。作者认为，学术应该有温度有
情感的，电影是集体创作的综合艺术，他们
的名字，不只是出现在影片字幕中，更应该
出现在本书中，在内蒙古电影史、中国电影
史上永远留存。所以，尽管琐碎，尽管有些
内容非学术，我依然愿意为他们书写，这份
书写，是对历史的敬畏，对影视先辈的敬仰，
对内蒙古电影制片厂的敬重。张芸 2011 年
从北京师范大学取得博士学位以来，一直致
力于对内蒙古电影的相关研究，2013 年出
版 的《中 国 西 部 电 影 嬗 变 研 究（1984-
2012）》、2015 年出版的《内蒙古电影口述
史》以及笔者这次所谈到的《内蒙古电影六
十年艺术创作史》就是最好的例证。这也让
我们看到了一位学者的执着、坚守与责任，
就文化地域而言，她始终聚焦内蒙古电影的
发展，从电影创作的审美变化、口述史到艺
术创作史的层面去书写地域文化。就研究
方法而言，她始终坚持从历史资料的维度来
解析社会语境下内蒙古电影的文化景观。
时下，当在各地、各学科的学者们被工具主
义评估体系倒逼着走短平快路线的年代，这
样的坚守的精神，格外难能可贵。总而言
之，张芸是国内内蒙古电影研究领域的开拓
者和践行者。期待她将来有更多优秀的研
究成果分享给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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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张瑞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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