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 执行主编：海粼 责任编辑：许素红 版式策划：纪安静 制图：安宁 2020年11月5日 星期四 文艺评论文艺评论

仿佛，看见在春夏秋冬四季，科尔沁草原东西
南北的纵深中，有一位手里拎着开鲁二锅头，佐以
风云的汉子在其间踽踽独行，黑红的脸膛盛满太
阳的写意与抒情，把草原、牧场、老屋、马蹄、羊羔、
鸟鸣、孤愤……一一写入诗章。

朱光潜说：诗是人生世相的返照。他还说：
“诗对于人生世相必有取舍，有剪裁，有创造。必
有作者的性格和情趣的浸润渗透”。

读燕南飞《科尔沁的孩子》读出金石相逢所迸
溅的音质，有风雨雷电撕裂后缝合的意向。他的
诗对物有悲悯、对事有悲鸣、对命运有悲切，对诗
的精神构建并没有悲苦，诗行的长短处闪烁光与
火的明亮。悲在诗行得到空前的升华。

燕南飞之于诗创作，看似随心所欲，其实不
然，任何创作的实质都是精神的创树与构建。他
的创作是基于对世界、对事物、对世相的感知与思
考判定，站在精神高度不断反刍、凝练、撕裂、缝
合、抒发的过程。诗人对待现实与虚无之间的和
谐理解的程度与态度，难在超现实的情感投射，同
时辐射到读者与受众的心灵与精神的需要，这种
投射与辐射的呼应，既是他作品成功的站位。

读他的诗：
古道远。/它们背负红尘，多像苍天，身不由

己/和诵经声一起沦陷/牛羊慢。/等到花期近了，
可竖起耳朵，听呼麦/与一座破庙相见恨晚/我尚
有薄田百亩，若想我时/可带三五壶烈酒/取一枕
秋风入喉

试读诗中“古道、红尘、苍天……花期、破庙、
呼麦……薄田、烈酒、秋风……”，给你我留下一个
什么样的联想和画面，不言而喻，引人入胜。

燕南飞不避讳自己“牧羊人”的身份，这位大
地的行者，借风、电把诗行擦亮，以雷雨把诗意放
飞，用四季把诗凭空托起，穿越心灵的靶场，把诗
章筑造成自己独有的精神构建。扣响虚掩的门
栓，光与火撞击出诗怀的万千气象。他没有向生
活低头求饶，而是向劳作进取求索。他用羊铲向
群羊发号施令，掰苞米的耐心务实，对待诗歌的古
道热肠，出炉新诗的光电雷火，指挥诗阵的淡定自
若，超然自我，足够别样的倜傥风流。透着“我与
春风皆过客，你携秋水揽星河”的信手风流。

读燕南飞的诗，读到的是大地的广袤、草原的
辽阔、骏马的驰骋、羊群的洁白、美酒的飘香、劲歌
的嘹亮、鸟鸣花语的欢畅，大河奔流的汤汤、炊烟
飘散的茫茫。燕南飞的诗以小见大，不媚俗艳情、
少矫揉做作……他的笔触总会出其不意，击中读
者的内心，显示出他为诗的造化之工，视角多变又
能全景化地穿过复杂的细微，彰显不羁与放逐，诗
园的生命意识，物化的隐情，具体也抽象。善于在
不相关的诗素中升华诗意，矛盾双向词语的信手
拈来如探囊取物的使用，让诗更立体。可谓：观海
听涛怒，闻琴静子心。

再读诗：
似在诉说暗箭失去方向。/踌躇中，只好把美

人拉入尘世/曾在一匹马的想象里痛哭过。山河委
屈/她是柔弱小女子，却编织过许多战衣/一匹马喜
欢听她抚琴。/“沙场是最美的归宿。一条条命填
进去像填了一首好词”/下到一半的棋局。对阵者
还在酣睡/迟迟不肯将弃子收拾干净。……

诗句中的格局、格调尽在诗语表达的深处，一
句“踌躇中，只好把美人拉入尘世……”是诗者的
风流。诗格如有好坏、高下、优劣……之分，燕南
飞的诗无疑在以上词组的词素前位，毋庸置疑，他
诗作的遍地开花，得奖的消息雪片一样前赴后继
是最好的说明。

他善于制造物象词语的冲突，在矛盾中寻求突

破抵达诗歌所要传达诗意的肌理，使人读后恍然。
读燕南飞的诗不流俗、不流气、不流里，保有质朴、
素朴、纯朴。诗中折射出泥土的芳香，春风的味道，
散发着大原的恢弘、荡气回肠与诗道宣言。

阅读看到的长短诗行，使读诗与写诗的双方
的理解达到高度同一，完美契合。读者与诗者在
相对独立的二元世界，达成认知与思辨的一同，诗
人这样写了，读者这样读了，是诗人为诗的能力。

还读诗：
送我出关。再送我一匹老马/眼见狼烟迷路，

塞外断刀谎报军情/烽火是筹码。马鞭醒/快把美
人送出绝境/破庙还在。修心的佛陀踪影全无/却
沿途留下记号木门关紧。群山已走失在迷途中/
若梦中惊起，可铺开宣纸/替我拟一道长文，诉说
军情

诗人的干净就在诗中，你送我出关，我自然要
你送我战马，他诗意中没有谦虚和不好意思，正是
诗人的大气。假如，没有“再送我一匹老马”这样
的托引，诗境会黯然许多。他在不客气中提出了
必要的需求，必要的需求并没有超出奢求，只要送
我一匹老马，这需求不是为诗中的出关人服务，而
是为整首诗服务，照亮了这首诗的不是迷途，豁然
开朗，提振诗歌的气象。

诗意是诗人通过对内心世界的精神提炼，与
对外部世界的敏锐洞察，所传达给读者具有独特
意义有别于“他”的新鲜感受。把物象与世界联系
的秘密揭示出来，呈现给读者，让诗作感动读者这
是好诗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冷静的质感。燕南飞
的语言穿透力极强，一方面致力诗境的选择，一方
面善于将诗元素图景化引入，如同棱镜下的影像，
平实复杂，相互交错。对诗象进行貌似漫不经心
深度挖掘，在矛盾中生成诗歌意象的张力，这是诗
人的诗能力。体现“自喜轩窗无俗情，亦知草木有
真香”的诗真意。

他作诗如演兵，集合、立正、报数、向右看齐……
一串口令后，诗章如阵，恣意点兵。他的诗不受诗外
在形体几何格式的束缚、求得风格美的舒放，长直指
未来的辽远，短戛然当下的存在，有抑扬顿挫的大珠
小珠落玉盘的律动与韵感。

且看：
我是西辽河的骨肉。/每一次干涸时，/它的

眼眶中，已无泪水——/干/透/了……
体会“干透了”三行三个字，立起来与趴下去

的异同。
与一些诗相逢是偶然，与诗人的邂逅是偶然

之后的必然，知道燕南飞的诗有些时间了，遇见诗
人是不久前同在鲁院学习的机缘。燕南飞作诗如
做事，一本正经，心无旁骛地对待一件事就是一首
诗，初中文化的燕南飞把诗与事作的体面也堂皇，
不仅是诗界的荣光，也是诗人的荣光。诗与诗人
的阵营不小，能产好诗的诗人，如鸡群之鹤。

燕南飞脑中有诗思、眼中有诗情、胸中有诗
意，笔下有诗路，纸上有诗篇。

燕南飞的诗不气馁，不傲娇，不轻慢，不媚俗，
是诗歌向远向好的生态文明，愿他执著地向着高
远挺进，别求止境，诗无止境。

最后，我说：燕南飞的长诗是穿越心灵靶场的
精神构建。

穿越心灵靶场的精神构建
——读燕南飞长诗《科尔沁的孩子》

◎温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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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的荧屏，不时激荡起雄浑的爱国乐章，也
充盈着满满的正能量。从《2019年阅兵盛典》《我
和我的家乡》《最可爱的人》到《金刚川》，一一相继
登场。纵然视角不同，反映的时代和内容也各不
相同，但各有各的精彩。特别是《金刚川》，作为纪
念抗美援朝出国参战70周年主弦律影片，更是突
出彰显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敌、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的英雄品格。

影片由管虎、郭帆、路阳三位导演联合执导，
张译、吴京、邓超、李九霄、魏晨担纲主演。讲述的
是1953年志愿军发动金城战役之前，为在指定时
间到达，向金城前线投放更多战力，英勇顽强的志
愿军将土，冒着敌机的狂轰滥炸，在湍激的金刚川
河道，用鲜血和生命守护和架设木桥的故事，最终
确保了后续战役的顺利实施，充分展现出中国人
民志愿军气壮山河的英雄气概。

整场电影虽然没有成建制的大兵团作战的宏
阔场景，也没有更多电脑特技之类的雕饰加工，但
却以真切、朴实的视角，小中见大的思想蕴意，生
动呈现出抗美援朝战斗的残酷激烈、帝国主义侵
略者的嚣张跋扈、中国人民志愿军将士的誓死如
归和大智大勇。一路观来，影片纵然没有什么扣
人心弦的悬疑情节，也鲜有令人血脉偾张的爆燃
画面，但却以强烈的现实主义风格，张译等一批实
力派演员的本色出演，慷慨激昂的主题曲《英雄赞
歌》的情感烘托，于朴实无华中张驰有度地推进着
整个剧情向前发展。全片以其特有的镜头语言，
丰润饱满地诠释着中国军人的血性和担当，热情
讴歌了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当密集的炮火，一
次次将志愿军将士拼死修好的木桥炸断，尔后又
被钢铁战士们用血肉之躯高耸起这座“生命之桥”
时；当张译扮演的高射炮兵，满腔怒火地扣动板
机，从枪管里喷射出复仇的子弹，一次次击落侵略

者的飞机时；当片中的主题曲随着音乐的起伏，时
而高亢时而深情地吟唱时，影片中所展现出的爱
国情怀，早已深深叩动了大众的心弦。观看本片，
不仅可以管中窥豹地了解抗美援朝的鲜活历史，
还可以通过影片的真情演绎，切实感受到一次深
刻的爱国主义教育。

客观而言，本片在艺术构思、剧情设计、人物
塑造等方面，虽难言与《上甘岭》《英雄儿女》等抗
美援朝经典影片相媲美，但从立项到摄制完成，两
个月的时间能一气呵成，并用独特的视角，展示出
志愿军将士“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崇高精神境
界，已属不易。特别是张译操纵高炮，猛烈轰击敌
机的一幕，由于过于投入，在表演时几欲晕倒；吴
京为了更好地融入角色，与戏中炮兵连兄弟们共
同训练、交流感情；李九霄、魏晨为了更好地表现
志愿军将士们的英雄风骨，也提前接受了军姿、施
工等特别训练；而邓超为求更加真实自然的人物
呈现，首次挑战家乡方言对白……正是这些对艺
术的严苛追求，加之演员们孜孜不倦的精雕细刻，
让影片的内在张力充分得以释放，最终，从整体上
达到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艺术效果。

“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
为什么大地春常在，英雄的生命开鲜花”，就让我
们循着《英雄赞歌》这熟悉的歌声，追怀70年前的
那段光辉岁月，并向我们心目中最可爱的人，致以
崇高的敬礼！

一部现实主义的英雄赞歌
——观影片《金刚川》

◎刘昌宇

近两年时间，一直听萨仁托娅
念叨说阿木兰老师带领一个团队
拍摄纪录片《内蒙古骑兵》，特别期
待。我也是骑兵的后代，我的许多
长辈、包括同学的父母亲只要有过
部队生活经历的几乎都与内蒙古
骑兵有着不解之缘。

我流着眼泪看完纪录片《内蒙
古骑兵》，被影片深深感动。这份
感动首先来自影片内容，也来自于
整个团队渗透在影片中的那种责
任感、使命感，整个影片的拍摄体
现了骑兵精神：锲而不舍、一往无
前、无私无畏、不达目的不罢休。
父辈已远去，出现在片中的有些人
留下了他们声音和面容，但没有看
到片子最后的呈现。作为骑兵的
子弟们，都已年届六、七十，如果不
做这件事，内蒙古骑兵的辉煌历史
就会断片，甚至翻篇，或者只能以
碎片的方式悄悄地躺在文字堆
里。特别感谢和敬佩阿木兰老师
和她的团队，呕心沥血地克服了不
知道多少困难，用影像手段精心地
复现了这段弥足珍贵的历史，展现
了父辈们的身影，展现了内蒙古骑
兵部队对中国革命做出的巨大贡
献。纪录片是活态的历史资料，它
可以永久保存，随着时间的推移，
《内蒙古骑兵》的意义和价值会得
到更充分的显现。

《内蒙古骑兵》高度的真实性
与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形成了很好
的契合。影片通过人物口述、文字
音像资料、实地拍摄等纪实方式，
翔实地呈现了内蒙古骑兵部队的
历史，发掘出许多感人肺腑的故
事。整个影片的基调客观冷静，没
有过分的言辞、音效、音乐渲染，没
有刻意的煽情，镜像话语很朴实，
画外音的“讲述人”声音好，情感内
敛深沉，符合影片恢宏却不事张
扬、深情但十分把控的风格。影片
的真实性，不仅在于大量资料和口
述的呈现，更为重要的是画面组织
和讲述过程中所体现的历史深
度。编创者把对内蒙古骑兵深刻
的理解、独到的认识渗透在实实在
在的视觉形象、听觉传递背后，观
众看过必然会被打动，并有所感
悟。

也正因为创作团队深刻的情
思所在，影片在艺术上也是精益求
精的，叙事流畅、起承转合过程紧
凑，天安门阅兵骑兵的阵容、黑山
阻击战、王海山魂归黑山阻击战烈
士陵园等场面，不断地形成叙事高
潮，对观众有强烈的心灵震撼力。
五集的编排各有侧重点，人物讲
述、历史场景、文字图像很丰富，编
辑剪切起落有致，时代和地域跨度
大，却没有让人产生凌乱跳跃的感
觉。特别值得称道的是，编创人能
够从许多内蒙古革命题材和骑兵
题材的电影中选取镜头，衬托纪录
片的内容，如《内蒙人民的胜利》
《骑士的荣誉》《祖国啊，母亲》《蒙
根花》等艺术片的相关画面，与人
物讲述的故事背景巧妙地融合在
一起，增添了《内蒙古骑兵》的观赏
性，使影片产生出诗意美学效果。
上述影片本身就是现实主义的，是
内蒙古历史文化艺术化的记忆，有
效地用在《内蒙古骑兵》中合乎情
理，符合历史真实，并不牵强。影
片的艺术性还体现在诸多感人的细
节性画面，如奔腾的马队的腿部特
写、骑兵部队即将开战时马眼睛的
大特写：警觉、机敏、明亮，从战场上
归来的马脸上挂着霜花，马背上战
士手中的战刀从不同角度多次复
现，似乎不经意闪现的战士的蒙古
靴。再如，胡昭衡的日记、黑山阻击
战老兵讲述时的泪水、表情、手势等
等细节，强化了影片的抒情性。《内
蒙古骑兵》的场景，有战场、会场、街
景、日常生活场面，有四季景观变
换，有内蒙古地域特有的沙地和草
原，使史诗性的叙述产生出诗画相
融的意境之韵。总之，《内蒙古骑
兵》在艺术上也是精良的，制作者具
有很高艺术创作水平。

《内蒙古骑兵》的叙事视野开
阔，将内蒙古骑兵的历史置于中国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建设
的宏阔背景中展现，并在一定程度
上深入到了蒙古民族深厚的文化
传统之中。我认为这部影片具有
四个方面的价值：

第一，人类学的文化价值。20
世纪30年代中国影坛兴起民族人
类学纪录片，拍摄者赴少数民族地

区进行社会调查，他们不仅采用传
统方法搜集资料，同时采用了摄像
机、照相机、录音机等影像设备记
录少数民族生活习俗，先后拍摄了
2000 多张照片和大量电影纪录
片。其中民族题材纪录片有《西康
一瞥》《雅安边茶》《川康道上》《省
会康定》《铁矿金矿》《草原风光》
《康人生活》《喇嘛生活》《民族万
岁》等，这些影片在直接呈现各民
族的风土人情，同时表现了蒙古
族、藏族、回族、苗族、彝族等各族
人民同仇敌忾支援抗日战争的事
迹。近年，内蒙古比较有影响的纪
录片有《啊，神鹿》《敖鲁古雅》《犴
达罕》等。以上比较纯粹的民族人
类学纪录片侧重于民俗文化呈现，
边缘性审美视角突出。《内蒙古骑
兵》的人类学文化价值在于它运用
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表
现蒙古族在中国命运转折的重要
关头，追求民族解放、追求进步统
一，发扬马背民族勇敢正直、勇于
献身的崇高精神品质，为建构中华
民族命运共同体做出的卓越贡
献。我们可以从中体会到：蒙古族
不但有悠久独特的民俗文化传统，
也是一个进步的民族。1920年代
初李大钊在北京建立蒙藏学校，一
大批蒙古族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
早期的骨干力量，如荣耀先、乌兰
夫、吉亚泰、多松年、奎壁、赵诚、佛
鼎、云润、云霖、高布泽博、朱实夫
等革命先辈；抗日战争又一大批爱
国的蒙古族青年拖家带口奔赴延
安；解放战争内蒙古骑兵立下了卓
绝战功。所以说蒙古民族是一个
随着历史进步不断前进的民族，并
对中国的历史进步和解放事业发
挥了推动作用。后人看到《内蒙古
骑兵》这样的影片，不会停留在单
纯了解少数民族生产生活方式及
民俗传统的层面，他们会走进蒙古
族及其他内蒙古少数民族的精神
世界，认识到蒙古族革命历史也属
于主流文化的一个组成方面。

第二，中国红色文化纪念价
值。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中国
近现代革命史的主旋律，内蒙古骑
兵部队指战员的热血、骑兵部队的
战旗为红色文化增加了不可磨灭
的光彩。《内蒙古骑兵》全方位的展
现，丰富了中国红色文化的内容，
扩展了红色文化的格局，为中国革
命史研究提供了大量鲜活的素材，
以立体的方式进入人们的视听记
忆之中。内蒙古骑兵部队在中国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都立下了赫
赫战功，内蒙古自治区的建立与内
蒙古骑兵部队在东部地区发挥的
作用分不开。

第三，中国军事文化价值。骑
兵，是蒙元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中国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离
不开骑兵部队特有的作用。新中
国成立后，骑兵部队不断扩大，直
到六、七十年代仍然被提到重要的
战略位置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骑兵条例》作为新中国第一部军
事条例，对中国军事现代化建设意
义重大。内蒙古骑兵的贡献，不止
于战场，也体现在新中国部队建制
发展、文化建设等方面。影片的全
面性和它深刻的意义由此而体现。

第四，文学艺术价值。文艺作
品如何讲述内蒙古的故事，讲好蒙
古族的历史和现实，《内蒙古骑兵》
树立了一个典范。编创者从历史
的和美学的高度编排组织叙述过
程，从“自觉主体”视角而不是“他
者”窥视的视角出发，怀着敬畏的
态度真情讲述，客观呈现、冷静叙
述的深处涌动着强烈的情感波
涛。片子所提供的材料为内蒙古
乃至区外文学艺术创作提供了十
分可贵的素材，可以不断地发掘和
呈现。

再就是作为重大历史题材的
纪录片，《内蒙古骑兵》已属上乘之
作，但也有不足之处，比如声画对
位处理不太细致，有些镜头剪切有
点生硬等等，不应苛求，希望能把
素材或毛片留存下来，非常珍贵，
以后也可以根据这个片子提供的
素材拍摄故事片等文艺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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