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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专业是编剧，也写过扶贫剧，对眼下央视
热播的电视剧《枫叶红了》很感兴趣，尤其本剧还是
在蒙古族人口比例较高的科右中旗拍摄，更感亲
切，所以未播出前就充满期待。

该剧现代感十足，似乎每个画面都具有强烈的视
觉冲击力。一棵棵盆景似的五角枫，集中凸显出丰润
辽阔的科尔沁草原明丽清新、蓝天白云、莺飞草长的特
质，以党的“乡村振兴、脱贫攻坚”政策光耀下的乌喇岱
嘎查为背景，以我们身边的农民脱贫故事为主线，该剧
展现出新时代美丽乡村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

主动请缨到嘎查担任驻村第一书记的韩立与
嘎查书记宝峰，两人坚持党性、密切配合，誓要让贫
困户都“脱贫摘帽”富裕起来。无奈“小村庄大世
界”，嘎查里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利益关系，以及
陈规陋习、不求进取等等现象与思潮导致扶贫工作
痛点、难点很多，给脱贫攻坚造成了诸多困扰。为
了实现“一个都不能少”的脱贫目标，他们以“钉钉
子的精神”，咬紧牙关，以点带面，各个击破。

剧中脱贫攻坚最难的四个家庭有寡妇高娃、酒
鬼白银宝、赌徒刘长利、懒汉包七十三的家庭。他
们可谓各地贫困农户的代表，有着不同的弱点和难
处。加上原嘎查主任张志龙父子搬弄是非、挑拨离
间，使这几个穷家个个成为脱贫攻坚中难啃的硬骨
头。村民高娃虽说是女性困难户，丈夫病逝后家里
有老有小负担重，还要偿还不少债务，但这个自强
不息、不怕吃苦的女子有志向，热盼改变，就是缺少
扶贫引导和帮助。于是村里想尽办法帮她成为了
建档立卡贫困户，成为了可以直接帮扶的对象，高
娃更是通过学习民族刺绣手艺，出类拔萃地走出了
脱贫之路；酒鬼白银宝因遭遇一些不幸、不公，从而

破罐破摔、嗜酒如命，老婆也忍受不了他的行为跑
了。后来是韩立书记一次次“真扶贫”的态度，甚至
是“豁出命”的帮扶表现，感化、征服了这位老人，他
下决心要“活出个人样”来。白银宝戒酒后一再拒
绝村人的恶意诱惑，精心饲养起了奶牛；村民刘长
利好赌成性，整天琢磨赌钱，家里穷的叮当响，妻子
愤然离家。在韩立与宝峰两位书记的多次帮教下，
刘长利逐渐有了转变，村里安排他做饭的工作，发
挥了他的特长。

剧中最令人挠头的要数懒汉包七十三了，他们
夫妻俩是“享受型”，已经懒到了“油瓶倒了都不扶”
的境地，上面给钱给物，他俩很快就大吃大喝挥霍
掉。他们家破土房、黑屋子，他们整天围着破被褥
呆着，脑子里全是不劳而获、盼着天上掉馅饼。而
且这夫妻俩任谁劝说都没用，加之坏人挑唆，他们
跟村干部对立，成了“针扎不进，水泼不进”的贫困
钉子户。尽管这样，第一书记韩立也憋着劲的“不
抛弃不放弃”，多次登门循循善诱，用诚心打动他，
用耐心劝说他，想办法帮助他……

草原枫叶美，映红扶贫路。今年是全面打赢脱
贫攻坚战的收官之年，是冲刺脱贫“最后一公里”的
紧要关头。电视剧《枫叶红了》拍得接地气、入人
心，把精准扶贫大时代背景下，广大扶贫干部沐风
栉雨、步履艰辛的奉献与拼搏精神展现得活灵活
现。是的，挫折压不垮扶贫一线的领头雁们，像剧
中韩立和宝峰两位嘎查书记就是现实生活中脱贫
攻坚的优秀代表。为了乡亲们尽快脱贫摘帽，他们
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着干劲，把“钉钉子精神”
发挥到了极致。借此剧，让我们向所有奋战在一线
的扶贫干部致敬。

草原枫叶美，映红扶贫路
——评电视连续剧《枫叶红了》

◎陈小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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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不久，表演艺术家奚美娟在上海戏剧学院
2020毕业典礼上分享了自己的班主任、上戏已故
教授徐企平在《戏剧导演攻略》一书中关于《演员十
诫》的内容。一时间，在网上引起热议，网友纷纷点
赞，不少年轻演员也积极转发。可见，“十诫”说出
了人们的心里话，也道出了社会对演员乃至表演行
业的期望。

综观“十诫”，语言平实，文风质朴，开门见山，
直截了当，并没有深奥的理论，也没有华丽的辞藻，
但否定短句的运用产生了律令话语自带的威严，如

“不要轻易地接受一个剧本”，再如“不要埋怨你的
对手，永远不要埋怨”；警示话语显示出一针见血
的锐利，如“脱下服装卸完妆以后，不要演戏，不要
纵欲，不要把鼻子翘得高高。要时刻留神你的脚
下，小心别陷入泥浊，坠落峡谷”；箴言话语则带有
意味深长的隽永，如“导演的话不可不听，无论他是
老是少是大是小。你不可轻信也不可不信。因为
你看不见自己。而他正是映照着你的一面镜子”。

诚然，“十诫”是律令，是警示，也是箴言。它们
是表演伦理和表演理论的凝练，彰显了表演艺术的
内在规律，同时又是表演实践的智慧结晶，走入表
演史的千峰万壑，我们会在表演大师那里听到“十
诫”的声声回响。比如，京剧大师梅兰芳向来主张
转益多师，修习各种艺术所长，化用到表演之中。
这不正是“十诫”中说的“对于那些似乎与表演不相
干的知识，不要以为与我无关而置若罔闻”吗？“话
剧皇帝”石挥、表演艺术家于是之在谈及艺术经验
时，十分强调生活的重要性，也正与“十诫”中“要多
多地观察，多多地体验，时时刻刻观察生活体验人”
互相印证。演员特别是年轻演员品读、遵循“十
诫”，是向前辈大师的致敬，也是沿着他们开创的
道路继续向艺术高峰攀登。

“十诫”之所以引起广泛反响，除了自身蕴含的
丰富道理，还因为击中了当下表演行业的痛点。毋
庸讳言，一段时间以来，演员中出现了一些不良现
象，“流量明星”大行其道，流量压过演技，“念数字”
代替说台词，面瘫式表演，抠图式表演，以及天价片
酬、阴阳合同、涉毒涉黄、江湖习气、艺德沦丧等，不
但激起了舆论批评，也引起了行业自省。特别是不
少“老戏骨”出于行业责任心和文化使命感，挺身而
出，仗义执言，在不同场合，或语重心长规劝，或义
愤填膺地“怒批”，积极推动表演行业澄清风气，和
行业主管部门的努力互相呼应，已经取得了初步成
效。此次，“十诫”刷屏，可谓正当其时，也必将有助
于巩固和深化表演行业的建设成果。

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诫者，戒也。“十
诫”也可理解为十条规矩。每一个行业都有自己的
规矩。作为行业伦理，规矩集中体现了行业准则和

行业道德，也是行业自律的基本准绳。一般而言，
规矩具有专业性，包含着一个行业在技能方面的特
定要求；也具有伦理性，涵盖着某个行业处理各种
关系的准则，比如“十诫”中不但有演员专业技艺修
习的内容，也谈到了演员应如何处理与导演、与观
众、与同行，以及与自我的关系，而这些正是一个演
员最基础的社会关系。规矩往往还有深刻的时代烙
印，体现出行业的文化传统，以及一些约定俗成的要
求。因此，对于从业者而言，规矩首先是一种约束，
为其言行画出了不可逾越的红线。恪守规矩的从业
者，才能回答“我是谁”的问题，从而确立行业意义上
的“自我”，否则，名气再大、流量再多，也是个“外
行”，用句通俗的话来说：“不是干这个的”。

值得注意的是，不能把“规矩”理解为单向度的
约束，而应看到，“规矩”也是对从业者的爱护。心
有所守、行有所戒的人，才能在专业的道路上走得
更远。仍以“十诫”为例，第一条便是“假若别人比
你长得漂亮，你不要悲哀不要生气。因为这不是你
的过错，用不着惩罚你自己，迁怒于他人”，第二条

“如果有人比你演得好，你不要泄气。要看到前面
的路很长很长，你要抖擞精神，迈开大步，大胆地往
前走，走过他，走过你自己”。毋庸讳言，“颜值”对
于演员十分重要，可能没有哪个行业比表演行业更
需要“看脸”。但是，最以超越“颜值”为目的的行
业，恰恰又是表演。同样，做演员常被看作“吃青春
饭”，表演行业竞争激烈也是世所公认，然而实力
为王的艺坛常青树也非罕见。这两“诫”简练地说
明了这些道理，给演员特别是不那么“漂亮”的演
员，树立了职业信心，指出了发展方向。再如，第三
条提醒演员“一两个坏剧本将抹去你昔日的光辉，
玷污你曾经为之艰辛创造的美好形象”，显然，这
是提醒从业者把艺术放在第一位，作为人生最高最
重要的追求。

心中有“诫”天地宽。“十诫”是针对演员而言
的，作为一个演员，应该把包括“十诫”在内的表演
行业公约准则当作一面镜子、一把尺子，经常照一
照、比一比，缺则补之，错则改之。“十诫”的意义又
超越演员个体。“规矩”的确立和遵守，捍卫的乃是
整个行业的尊严，提升的是行业的整体影响力、美
誉度和吸引力，从而增强所有从业者立身处世的硬
气和底气。

心中有“诫”天地宽
◎胡一峰

关于儿童与艺术间的关系，古今中外言说
者很多。其中，予以肯定者居多。如，从儿童一
方说，多认为其纯真、稚拙、可爱以及不合常理
习见的想法与言行等，颇有些艺术的特性；从艺
术一方而言，看到和听到最多的是这句话：“艺
术家要保持童心”（或曰“保持赤子之心”）。这
两个方面合在一起，便自然地形成了一个有生
命潜质的整体，那就是艺术的感兴与生趣。

在此方面，丰子恺先生的体认似乎尤为深
切。这是我们从他的创作实践与理论表述两个
方面都可以见出，并获得启迪的。他有一篇题
为《美与同情》的文章，主要是讲艺术家的同情
心。他认为，一个人一旦做了“理知的奴隶”，

“成为所谓‘无情’的人”，是可悲的。相比之下，
“不得不赞美儿童了”。“因为儿童大都是最富于
同情的，且其同情不但及于人类，又自然地及于
猎犬，花草，鸟蝶，鱼虫，玩具等一切事物，他们
认真地对猎犬说话，认真地和花接吻，认真地和
人像（玩偶，娃娃）（doll）玩耍，其心比艺术家的
心真切而自然得多！他们往往能注意大人们所
不能注意的事，发现大人们所不能发现的点。
所以儿童的本质是艺术的。换言之即人类本来
是艺术的，本来是富于同情的。只是因长大起
来受了世智的压迫，把这点心灵阻碍或消磨
了。”在丰子恺先生看来，“同情”是儿童身上的
天生之真，也是天生之美，纯洁无瑕，真率无邪，
是他们的心灵底片；“人同此心，心同此情”，是
他们眼中的世界。因此，其思维是感兴的、诗意
的——有无数的好奇与无限的爱在其中。

丰子恺先生有一幅画，我为之命题曰《儿童
问绿》。画面上一个约四五岁的小女孩，手指着
地上已经发绿的小草，向对面的阿姨（或为幼稚
园的老师）提问，面部表情是好奇和恳切的。小
女孩旁边的比她小一点的男孩，以似乎更为好
奇和恳切的表情，也向着对面的阿姨。在画面
上端有近二分之一的留白处，两只燕子飞动。
画面很简约，给人以整体上的单纯感，加之作为
整幅画的有机组成部分的题画诗：“儿童不知
春，问草何故绿”，点出其内在故事性：小女孩带
着小男孩在户外玩，突然发现路边的土地上有
了一小片一小片的绿草，觉得很新奇——因为
前几天这里还没有绿草！他们自以为这是个很
大的发现，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于是便急匆匆
去问阿姨。这就是儿童的感受，儿童的发现。
他们对外界的认识不是依凭概念，而是靠感
兴。如画面上的小孩，他们的脑海里一定还没
有“春”的概念，更不知道“春”与“草绿”之间的
关系，他们看到的是眼前的景象——景象有了
新的变化，便自然引起了新的好奇心。再如《荷
叶盖头》一画，也是表现儿童纯净的心理与诗意
化的状态的。这幅画表现得很美，也很抒情：背
景是西湖一角，人物是两个小孩，他们每人头上
盖一个大大的、像遮阳帽一般的荷叶，正满心欢
喜地离开湖边向前走去。他们以同样的步调并
排而行，想必是对现在的样子相互欣赏，并且心
中有同样的得意。是的，画面左上角的题画诗
点出了他们此时的心境：“折得荷花浑忘却，空
将荷叶盖头归。”他们原本是到湖边去折荷花

的，可在玩耍间，竟然对一片片大大的荷叶有了
兴趣，以至每人头上盖了一个荷叶，美滋滋地往
家里走去，而把折到的荷花统统忘掉了脑后。
这不正是孩子的可爱之处吗？他们是率性的，
他们的快乐是不受目的性所限制的。如果搬用
康德的“审美无功利”（无目的性）理论来说，儿
童的“无功利”，是最自然的，也是最纯粹、最彻
底的。

我们走进丰子恺先生的艺术世界，可以发
现，能够证实他的“儿童的本质是艺术的”说法
的作品有不少。一些作品虽不是直接表现儿
童，但也可以从中感受到，作者所推崇的儿童世
界作为一面镜子的存在，以此比照成人的世界，
成人的心理。

我认同并赞赏丰子恺先生“儿童的本质是
艺术的”这一说法，当然主要是与走进他的作品
而从中获得体认有关，此外，还通过我回想女儿
的童年生活而得到了印证。譬如，我女儿4岁
的时候，家里买了一个小鱼缸，养了四五条观赏
鱼。一天，那条原本最为活泼的“红剑”跃出鱼
缸——“红剑”是鱼种名称，我推想是因为其尾
修长——一如两把利剑而得名。待发现时，那
红剑已经因离了水干涸而死。女儿小心翼翼地
用一双小手捧着它，恳求我和妈妈把它救活。
当我告诉她，鱼死不能复生时，她哭了，哭得很
伤心。当时我和她妈妈受了她的影响，心里很
难受。还有，女儿看到小鸟在外面被雨淋，很着
急，想打开自家的窗户让它们进来避雨。夏天
到乡下奶奶家，女儿会在土坡上的蚂蚁洞前蹲
好长时间，细心观看它们的行动，还把她看到的
情形津津乐道地讲给我们听。画画似乎是女儿
天性中的喜好，大约在她刚满3岁的时候，一天
上午我讲课回来，她急匆匆从茶几上拿来一页
纸让我看，并说：“爸爸，看小鸡！”我看到上面确
有四五只姿态各异的“小鸡”，是用铅笔画的，笔
划很简略，但却稚拙传神，十分可爱。我郑重其
事地表扬了女儿的“创作”，并承诺给她买一盒
十二色的彩笔。有了彩笔后，女儿画画的兴致
更高了，我家的茶几几乎成了她的专用画案，经
常一边趴在那里画，一边自言自语地配着“解说
词”，如什么“小鸡吃虫”“会飞的鱼”等。她好像
很得意那幅“会飞的鱼”，多次举起来和我说：

“爸爸，这是会飞的鱼，飞高高的！”她画的那个
“鱼”修长，两侧伸出的双翅比身子还长，我惊讶
她的夸张！

西方哲人曾说过：“从天性上看，人人都是艺
术家。”“天性”是什么？直言之，即天生之性，是
未经世间造作过的，因而拥有纯净之心，自然之
趣。天真烂漫，奇思妙想，加之表达上的无拘无
束，率性而为等，这些属于人的“天性”中的东西，
不正是合乎艺术家应有的精神吗？只可惜因为
现实生活中过多的利益所诱，机心所扰，把这美
好的“天性”改变了，甚至蒙垢了，以至某些即便
是挂着“艺术家”招牌的人中，也有不少实则是借

“艺术”之名而另有所图，于争名逐利中早已丢失
了真正的“艺术家”应有的本心——本性！

任何人都不可能永远停留在儿童时代——
不光不可能停留，而是很快就会告别的，所以成
人之后保持童心，则格外重要。如何保持童心
呢？丰子恺先生认为，即使成人之后，也应做到

“不为物诱”，“能主动地观察世间，矫正世界，不
致被动地盲从这世间已成的习惯，而被世间结
成的罗网所羁绊”。（《学会艺术的生活》）他又
说：“童心，在大人就是一种‘趣味’。培养童心，
就是涵养趣味。”成人有了这样的“趣味”涵养，
虽然是告别了童年时代，则依然可以“不失其赤
子之心”（孟子语）。所谓“赤子之心”，就是孩子
本来的心。对于真正的艺术家而言，这是尤为
重要的。

显然，丰子恺先生讲“儿童的本质是艺术
的”，既不是说儿童生活可以等同或替代艺术家
所创作的艺术，更不是要以儿童与艺术家争荣
誉，而是表明儿童“天生有艺术态度的基础”，即
儿童的天真、感兴、自由及富有同情心等，与艺
术有着天缘之合。通过结合丰子恺先生的创作
实践来学习与领会他这方面的艺术见解，我想
到，如果我们当下的艺术家能多保藏一些童心
（“赤子之心”）、童趣，能真诚地去做“大小孩”，
那么，我们所见到的艺术中，是否会少一些急功
近利与浮风躁气，而多一些亲切可感与真情美
趣呢？！

““儿童的本质是艺术的儿童的本质是艺术的””
——我读丰子恺之四

◎宋生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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