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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科的《雪泥鸿爪——我的版画生涯》近日即
将付梓，文科的艺术创作涉及三个方面，版画、国画
和书法，就我个人而言，更喜欢他的版画，我以为他
的版画创作成就最高。

文科的版画创作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60年
代。1964年，在乡村小学任教的文科创作了木刻版
画《乡村小学》，作品取材于他身在其中的现实生活，
风格纯朴自然，生活气息浓郁。随后该作入选“华北
地区年画、版画展览”，这给年轻的文科以极大的鼓
舞，并由此奠定了他从事版画创作的信心和决心。

文科版画创作高峰期是20世纪80年代，在十
余年的时间里，他创作了百余幅木刻作品，可谓井
喷式地爆发。

20世纪90年代以后，文科有感于现代化进程
中版画从观念到形态所发生的某些变化，停止了版
画创作，把主要精力投入到中国画和书法的创作之
中。但我以为，版画（主要是木刻版画）是文科艺术
创作的最大优势，他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创作的
许多优秀版画作品已经载入内蒙古美术史册，在自
治区70年的美术创作长廊里熠熠生辉。

我以为，文科的版画创作至少有以下几点值得
关注：

一是浓郁的生活气息。文科坚持艺术来源于
生活的信念，不管在什么年代，他始终坚持深入生
活，坚持从火热的现实生活中发掘表现题材，绝不
凭空杜撰。如20世纪60年代的《乡村小学》、20世
纪70年代的《山村春早》、20世纪80年代的《家住
小镇组画》《小镇牛市》等都是其亲历生活的真实写
照。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他把主要精力放在表
现内蒙古的草原生活上。文科不但能够在独具魅
力、特色浓郁的草原生活中把握绘画题材，而且善
于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发现美的画面和美的瞬
间。其作品生动朴实，具有典型的生活场景、丰富
的生活细节和浓郁的地域特色与民族特色，生活的
气息扑面而来。如作品《春风》《接羔时节》《草原深
处》《新圈》《四月》《四级偏西风》等，以及许多充满
生活情趣的版画小品，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二是鲜明的时代特色。“与时代同步伐，以人民
为中心”是新时代党对文艺工作者提出的具体要求
和殷切希望。这是一个大命题，我的理解应该包括
两方面内容：一是一个文艺工作者的思想观念、情
感指向和心灵脉动要与时代的脉膊相吻合；二是你
的作品要为时代发声、具有时代精神，要与时俱
进。白居易说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
作”和石涛说的“笔墨当随时代”就是这层意思。文
科正是这一思想的坚定践行者，他的作品大多具有
鲜明的时代精神，散发着不同时代的鲜活气息。如
六、七十年代的《乡村小学》《山村春早》《北疆哨所》
等。改革开放以后，他聆听时代声音、把握时代脉
搏，用手中的画笔和刻刀为内蒙古大草原和新时代

而歌，创作了许多优秀之作，艺术创作进入一个新
境界。如《家住小镇组画》《小镇牛市》《牧驼人家》
《温暖的蒙古包》《浩特静悄悄》《巴德玛的羊群》等
颇具代表性。

三是积极健康的艺术品格。文科在其半个多
世纪的艺术生涯中，他始终坚持艺术为人民的使
命，始终以积极的人生态度来看待生活和艺术，所
以，在他的作品中总是洋溢着一种积极健康的情
愫。我以为，这不是文科对现实世界的问题视而不
见，相反，他深刻了解现代化进程中草原的处境，也
深刻理解草原人民的精神世界和精神诉求，他积极
的人生态度使他总是从正面来讴歌和表现草原，使
他总是对世界充满了美好的希冀。他用他积极健
康又充满人性光辉的画面来讴歌人与自然的和谐
相处，来讴歌真善美，呼唤真善美。如《入阵图》的
欢快、《草原的早晨》的希望和朝气、《离弦之箭》《牧
马人之歌》《远去的蹄声》的速度与激情、《晨曲·驼
声·牧歌》的抒情与诗意，以及《接羔时节》《四月》
《回娘家》《圣洁》的母性与温情等等。

四是纯朴多样的形式语言。在艺术表现上，文
科版画给人的突出印象是造型生动纯朴，构图丰富
多变，黑白概括鲜明，刀法简洁有力。这显然得益
于他坚实的造型能力和对版画语言的谙熟。在文
科那些张弛有度的画面上，不但具有整体的审美追
求，而且具有多样的形式语言。文科善于根据不同
的题材内容采用不同的表现形式，从而取得内容和
形式的高度统一。如《家住小镇组画》刀法的灵活
多变很好地表现了小镇生活的丰富多彩。《小镇牛
市》人与牛的造型处理及圆口刀的运用，把北方小
镇独特的生活形态表现的纯朴而浓郁。《入阵图》人
与马的错落交织及满构图气势，把草原上赛马前的
情景表现得淋漓尽致。《草原的早晨》压低的地平线
及拉近的儿童与骆驼，生动地表现及寓意了草原上
初升的太阳的生机与朝气。水印木刻组画《晨曲·
驼声·牧歌》用色彩和木版肌理营造画面氛围，迷蒙
而动人。《牧马人之歌》采用三联画的形式，通过对
型体的概括和抽象化处理，生动地表现了草原骑手
的飒爽英姿。《大风天》《新圈》《家乡的河》《远去的
蹄声》《巴德玛的羊群》通过简洁概括的形式处理表
现浓郁的草原生活，突显了版画的独特魅力。《敖包
相会组画》《圣洁》《七彩飘带》的构成意识和现代感
等等，不一而足。

也许在有些人看来，文科这些创作于30余年
前的木刻版画和今天的时风相去甚远，甚至有些过
时和老套。但我以为，在今天功利和浮躁的社会环
境下，文科这些充溢着真情实感、散发着纯朴之光
的优秀作品自有其动人之处和当代价值，对今天的
内蒙古美术创作也具有启示和借鉴意义，因为说到
底，艺术的本质不是形式的游戏和技术的堆砌，情
感与精神的力量才是永恒的。

生活、时代与文科的版画世界
◎王鹏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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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斌的长篇小说《狼甸子》讲述的是：上世纪
70年代，“我”高中毕业，回乡务农，因生性耿直倔
强，处处碰壁，既当不上会计，也做不成售货员，想
当兵，又体检过不了关，最终因恢复高考，走入人生
新的世界的故事。

小说以“我”的人生经历体验为主线，塑造了一
系列以农民为主的底层人物形象：吃苦耐劳的父
亲、勤俭持家的母亲、爱才惜才的陈部长，以及“我”
的红颜知己李芳红和专横跋扈、一手遮天的大队书
记于小个子……小说以朴实而细致入微的笔墨，真
实地再现了那段特定历史时期的北方某地农村的
社会生活图景。

农村物质生活的贫穷，生产力水平的落后，农
民精神文化生活的贫乏，被作者的传神笔墨，描绘
得淋漓尽致。我和三哥冬日冒寒风拾粪、跟父亲上
山搂柴草的情节，写尽农民的艰辛，毛驴吃掉干粮
的细节就有3次，读了让人酸鼻！小说中的“我”为
什么要逃离？当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
农再教育，我作为当时回乡的高中毕业生，为什么
未能扎根农村一辈子呢？读了小说，你就会知道，
读过高中的我，大部分时间，学非所用，写一篇批判
稿，还被大队书记于贵德歪解，被当成偷奸耍滑的
反面典型批判。当不上老师、会计、队长倒也罢了，
连做个基干民兵，还是因为当年的老师、后来的武
装部陈部长力主通过。大队书记于贵德个子小，没
文化，但嗓门大，架子大，精于算计，也懂得上级政
策，所以在村里一呼百应。他的评价就是导向，他
的照顾就是恩赐，顺我者提干脱产，逆我者轻则受
穷受累，重则被打被关。在于小个子的痞子文化导
向下，很多乡民不是凭个人真才实学和高尚人品得
到提拔重用，而是靠着后台、门子、溜须拍马捧臭脚
出人头地（如郑海峰、林有洋、齐志才之流）。善良
本分的母亲也受这种酱缸文化浸染，想通过请客的
方式让“我”获得于书记的照顾。小说中也有不甘
屈服的硬骨头，如成风财，但他人单势弱，斗不过于

小个子，不能像《嫁接》中的林树德以其人之道，还
治其人之身，斗智斗勇，整垮了梁嘎达。还有，行得
正走得直的李芳红，但即便是她，在于小个子物色
儿媳时，也不敢公然拒绝。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
无疑是一种煎熬。如果不“逃离”，前途、理想、个人
价值，就全部都是肥皂泡。即便是善良、美丽、有文
化、勤劳能干而又贤惠的三嫂，嫁到“我”家来，如果
没有国家政策的改变，最后也会重复母亲的命运。

而“我”是不甘沉沦的。人往高处走，是人之常
情。“我”要逃离狼甸子，是想寻找一片适合自己成
长的土地，一个能够实现个人抱负的空间，尽管

“我”当时对自己的未来并没有清醒的规划，就像当
年的下乡青年仅凭一腔热血一样。招兵的机会来
了，我本来样样合格，却因为没有体检经验，上了于
小个子儿子的当——饿着肚子体检，因心跳过速，
被误诊为有心脏病，尽管有陈部长帮忙，重新检查，
却不能更改既定检查结果，令人扼腕。

最后一个机会，也是最公平的一个机会，我成
功通过高考，离开生我养我、又给了我人生诸多淬
炼的狼甸子。我最后想说的是，是非善恶，老百姓
心里确实有杆秤。但决定个体命运的，却不是老百
姓的善良愿望。“我”考上了大学，不代表我一定会
进入净土，大学里未必就与“我”高中时的经历截然
不同，大学毕业后，再踏进的领域，未必不会遇到一
个又一个“于小个子”。因为，真实的生活面貌，往
往不是按着会上讲的、墙上贴的东西呈现给我们
的。今天，我们的社会在努力营造公平正义的生存
空间。我相信，公序良俗也将被越来越多的人理
解、认同并全力建设。

呼唤公序良俗
——读长篇小说《狼甸子》

◎隋广华

鄂尔多斯民歌具有鲜明的地
域与民族特色，主体蒙古语传唱
部分，堪称世界民歌桂冠顶一颗
奇光异彩耀眼夺目的明珠。其历
史悠久，原汁原味，风韵独特，文
化底蕴深厚，是蒙古民歌宝藏中
的瑰宝。单从听觉感受，高亢悠
扬，自然天成，不难领悟到其优美
悦耳的鲜明艺术特色。若根据本
意翻译，用汉语言艺术表达出来，
更能发现其优势明显，风格独特，
意境奇妙，具有特殊的地方风
情。下面仅从地域特点、民族风
格、传承发展、艺术特色等方面浅
谈一下感悟。

显著的地域情韵 多元的文
化内涵

鄂尔多斯蒙古族民歌较之于
蒙古国、俄罗斯蒙古族民歌，呼伦
贝尔、锡林郭勒、阿拉善民歌，乃
至大西北青海、新疆的蒙古族民
歌，既有相通之处，又有鲜明区
别，更具独特风格。

鄂尔多斯高原地理位置特
殊，地貌形态丰富，受历史长河的
冲刷，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人文景
观。其三面环绕华夏母亲河，处
于黄河几字弯腹地，具有黄河文
化的坚实基础。境内的库布其、
毛乌素两大沙漠，又具有大漠文
化的固有基因。此处的草原因滔
滔黄河之水滋润并不贫瘠，不乏
牧草丰茂、牛羊肥壮、山河壮丽的
胜景，草原文化气息颇浓。与宁
夏、乌海相邻的骆驼山中，原始森
林茂盛，古岩画神奇，壮美峰峦可
见，有山脉文化的踪影。自清代
后期始，走西口的汉族百姓便逆
黄河而上，落脚于黄河岸边进行
农业生产。如今，黄河之滨良田
广阔无垠，村庄星罗棋布，阡陌相
通，庄稼喜人，具有完美的农耕文
化特征。特别是座落于伊金霍洛
旗的成吉思汗陵园，蒙古族定居
与活动之处绝无仅有，更有护陵
家族自元朝初期发端而逐渐形成
的特有歌舞举世无双。因此，鄂
尔多斯文化不是单一的文化形
态，具有孕育多元文化的土壤，更
有产生独特民歌的环境、“水土”、

“气候”。
鄂尔多斯民歌特别之处难能

可贵，文化底蕴独一无二。鄂尔
多斯高原与外省陕西、宁夏、山西
相邻相近，同自治区内的乌海、阿
拉善、巴彦淖尔、包头、呼和浩特
基本上皆一河之隔。其周边的民
歌分布奇特，仅蒙古族民歌便有
阿拉善、乌拉特两种类别，蒙古族
与汉族民歌的融合体又有巴彦淖
尔、土默特两个流派，而汉族民歌
更有陕北民歌、西北花儿、山西河
曲民歌。因此，中国西北的黄河
几字弯内，从民歌角度而言，可谓
众星捧月的中心。由于历史上黄
河河运非常重要，京包、京兰铁路
未修通之前，其一直处于青、甘、
蒙、陕、晋运输中的主要位置。这
条运输通道上四五个省的百姓以
河运为依托，进行密切的经济往
来、文化交流，促进了以民歌为主
要载体的民间文化艺术融汇。所
以，鄂尔多斯民歌各旗具有不同
风格，而中心地域却始终保持着
自己独树一帜的个性。南部与陕
北接壤的五审旗、鄂托克前旗，学
习了陕北民歌的长处；而黄河之
滨的鄂托克旗、杭锦旗、达拉特
旗、准格尔旗，则吸收了宁、甘、青
花儿，山西河曲民歌的优点。处
于鄂托克旗、杭锦旗、伊金霍洛
旗、乌审旗、鄂托克前旗中心地域
的民歌，不但保持了鄂尔多斯蒙
古族民歌的固有风格，而且汲取
了其它民歌、特别是其它蒙古族
民歌的营养。

可见，鄂尔多斯蒙古族民歌
因流传地域特殊，个性独特，内涵
丰富，是民歌汇聚的历史长河中
一股翻卷着美丽波澜的激流。

特殊的继承流传 自然的演
变发展

鄂尔多斯蒙古族民歌从歌词
到曲调，既保留了蒙古族民歌的
优良传统，又与时俱进，历史与现
实的奇光异彩耀眼夺目。其传承
至今仍然充满生机活力，为天下
人喜闻乐见，只因当地风土人情
使然而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广
泛的群众基础。其特别的继承流

传，自然的演变发展为天下人称
奇。

鄂尔多斯大草原堪称普天下
蒙古族心目中的圣洁天堂。北魏
时期“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
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
具有浓郁游牧民族色彩的壮美景
象，已经随时代的变迁由黄河北
岸、阴山脚下逐渐移至黄几字弯
腹地的鄂尔多斯。或许从元代开
始，鄂尔多斯的蒙古族便将这里
当作自己可爱的故乡。这里的牧
民引吭高歌，唱出了对家乡一草
一木一山一水自然而然的挚爱之
情：

乌干汗岱是我魂牵梦萦的故
乡，这里有寒暖适中而辽阔的牧
场。南有水草丰美的原野怀抱着
毡房，随处可见的累累野果散发
着芳香。北有阿拉泰草木茂盛的
无垠牧场，花果馨香伴芳草芬菲
沁人心房。

这是 52岁的牧民脑高花唱
出的长调。她的额吉是当地小有
名气的歌手，她童稚之年便跟随
额吉参加喜庆酒宴，耳濡目染学
会了歌唱。她的额吉与她一样师
承于自己的额吉，当然，她额吉的
额吉也是当地有名的歌手，她更
成长为当地名不虚传的歌手。每
次宴会的所有人个个都是歌手，
众人一个接一个轮流高歌，使她
学到不少的东西。或远或近的牧
民们在宴会上相互交流学习歌
唱，她年少时竟然受到已退休的
内蒙古直属乌兰牧骑著名歌唱演
员娜布沁花那老额吉的青睐，当
然，老额吉是当地颇负盛名的歌
后。

鄂尔多斯蒙古族民歌不但继
承了传统，而且在保留固有优势
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演进发展。
其传统的长调古朴豪放，悠扬绵
长，宛如大草原上起伏的沙梁，跌
荡的山谷。现当代发展壮大的短
调继承了传统长调的优势，在保
留传统的基础上加快节奏，加强
铿锵。生长于鄂尔多斯市杭锦旗
的著名蒙古族歌唱家拉苏荣，现
已73岁高龄，其艺术成就的辉煌
正依赖于长调。而生长于鄂尔多
斯市鄂托克旗的著名歌手腾格
尔，作为承接拉苏荣的后起之秀，
所唱的歌曲却基本上全是短调。

年仅 26岁的南丁毕力格受
家庭的熏陶，自幼喜爱音乐与唱
歌，曾留学蒙古国学习四载，对蒙
古国民歌有一定的了解。他的外
祖父是当地有名的民间四胡演奏
家，他的额吉、阿爸都是当地小有
名气的歌手。作为年青一代的鄂
尔多斯蒙古族歌手，已经进化到
以唱短调为主，他唱出的仍具自
然属性的短调是：

在北边茂密的芨芨中拾牛
粪，为的是给父母多把燃料储
存。游子要去遥远的他乡旅行，
请留在故土的父母多保重。

斯琴高娃是 82岁高龄的老
牧民，曾为鄂托克草原有一定名
望的歌手。聆听其引吭放歌，实
感宝刀不老，倍觉余韵绵长。她
的童稚时代，大草原人烟极其稀
少，各种野羊群出没，自然景观颇
具原始色彩。她跟随额吉牧羊，
伴随阿爸骑马，学习父辈乃至祖
辈举目湛蓝似海的天宇，放眼墨
绿无际的原野，放声高歌抒发情
感。她唱出的长调古朴豪放，可
谓毫无修饰，近乎自然天成：

严冬里白岩石上的积雪不会
融化，永远铭记白发苍苍的阿爸
扶我上马。严冬里黑岩石上的积
雪不会融化，永远不忘记慈祥的
额吉养育我长大。

斯琴高娃老人所唱的歌内容
丰富，若一坛坛陈年老酒，耐人细
品，余韵绵长。她以下唱出的歌
所表达的情意，分明是额吉、阿爸
应和女儿的对唱，是对女儿的痛
爱、眷恋、珍惜：

哈日琴布吉梁是美丽的故
乡，可爱的女儿会嫁到异地他
乡。呼和琴布吉梁是无奈的故
乡，娇惯的女儿将要生活在远方。

潜心琢磨以上老中青三代歌
手的歌唱，不难发现其家族性、群
众性、地域性的特殊传承，原生
化、生活化、感情化的演变进化，
一条清晰可见的脉络，令人感悟
到特色鲜明，不同凡响，神奇异
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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