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艺评论

【编者按】

日前，荣获第十二届中国舞
蹈“荷花奖”舞剧奖的《骑兵》在
呼和浩特市公演。该剧由内蒙
古民族艺术剧院组织创作，何燕
敏任总导演，是中国首部以骑兵
为题材的大型原创舞剧。

《骑兵》以蒙古族青年朝鲁
成长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骑兵战
士的历程为主线，较真实地再现
了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中，内蒙
古骑兵不怕牺牲、勇往直前，与
敌人进行坚决斗争，保卫国家、
保卫民族的大无畏精神，讲述了
内蒙古骑兵将个人信念与蒙古
民族崇高理想紧密相连，最终成
长为勇敢无畏的骑兵英雄、为新
中国建立和保卫祖国北疆做出
历史性贡献的动人故事，折射出
内蒙古人民的家国情怀和精神
风貌，蕴含人性之美、万物和谐、
人类和平的愿景。

“荷花奖”是中国目前专业
舞蹈艺术最高成就奖。“《骑兵》
是一部能够让人热血沸腾、充满
民族情怀和民族特色的出色作
品”，“内蒙古骑兵乘马捍刀的英
雄形象将鼓舞新时代人民奋勇
向前。”

日前，舞剧《骑兵》在内蒙古民族艺术剧院再次
上演。这是《骑兵》在上海获得“荷花奖”后回到家
乡的首场演出，一票难求，盛况空前。该剧看得人
热血沸腾泪眼婆娑，令人不由得为舞者鼓掌，为音
乐叫好，为服化道灯光舞美点赞！对导演，更是心
生敬佩：一部舞剧，试图为内蒙古骑兵立传，起承转
合均有出处，一招一式总关乎情。以情动人，是这
部戏的关键词，也是导演的匠心所在。

一.人马情未了
红鬃马尕腊出场即震撼。一段单人舞率性狂

野，汪洋恣肆。它是男主朝鲁送给女主珊丹的礼
物，最终成为珊丹的亲密朋友。朝鲁参加解放军出
征，红鬃马尕腊又是朝鲁的伙伴，人马融为一体。
战争间隙，他们有共同的牵挂，月夜思念，人、马、远
方的姑娘珊丹，构筑起一个完整的情感小世界。

一场恶战后，朝鲁苏醒，首先找自己的坐骑。
红鬃马尕腊睁开眼睛，首先寻觅的，也是自己的伙
伴朝鲁。一段双人舞，人挣扎着站起来，寻找马；马
挣扎着站起来；人马互相扶持着站起来。结局是，
马死，人活。痛不欲生的朝鲁，对生充满眷恋的红
鬃马，和他们生命与情感密不可分的女主珊丹，人
与马，马与人，人马一体互相救助共同扶持相依相
恋的情谊，让人泪目。彼时，人与马不分，舞蹈语汇
写实，人马肢体依恋互相救助同呼吸共命运的情景
再现逼真，你来我往中，浓情弥漫。

老年珊丹和朝鲁，常常回忆起他们的红鬃马尕
腊，仿佛尕腊从没有离开过。一段三人舞，珊丹，红
鬃马，朝鲁，展示出人世间另一类的意难平。

单人舞是个人抒情，双人舞是势均力敌与水乳
交融，三人舞则展示心意相投与灵魂相同。群舞时
万马奔腾，体现草原上热血男儿的壮志凌云。

野马被驯服时的群舞；骑兵上战场时的壮观；
战场上人马一体同进共退，尤其是展示黑山阻击战
中，骑兵陷入重重包围，骑兵与敌人短兵相接，被逼
入绝境跳崖时的惨烈。

舞蹈再现一场著名战役，又能让人感同身受、
血脉贲张，音乐的力量功不可没。

舞剧《骑兵》的音乐，采用内蒙古民歌《四岁枣
骝马》作为主旋律改编而成，哀而不伤，忧而不怨。
鼓声的加入，平添了雄浑与壮美感，对推动情节渲
染氛围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士兵，战马，战场，生
与死，整部剧浓郁的壮烈味道，和音乐的风格密不
可分。

二.爱情
男女主人公青梅竹马，几次分别又相聚：
男主朝鲁厌恶伪满军官学校的生活，参加完

“八一一”起义后返回家乡。朝鲁扔掉带血的白衬
衫，换上蒙古袍，一段女主帮男主缠腰带的双人舞，

展示两人久别重逢后的欢愉。
日军撤离中国，河水里洒下病毒，鼠疫在草原

上泛滥，女主珊丹奄奄一息。得到解放军医疗队的
出手相助，珊丹病愈后的一段欢庆舞蹈。

朝鲁要参军远征，珊丹没有混杂在人群里送
别，而是在朝鲁的失望情绪后，突然现身。红花送
别情人，一条长长的红绸带，牵动男女主人公的深
情。与上一段系腰带的舞蹈构成排比、形成互文关
系，抒情写意遥相辉映。

这涉及道具的使用。道具使用符号化，是舞剧
《骑兵》的匠心所在。

比如，珊丹手中高举的、和红鬃马沟通情感的
小铃铛，后来转移到朝鲁手中。红鬃马战死沙场，
朝鲁把小铃铛交还给珊丹。小铃铛身上，赋予了太
多的情感和意义。人马情在剧中人物的舞蹈中呈
现，也移情到现场的每一位观者心中。战马的精
神，历久而弥新。

再比如，朝鲁想参军时，对军帽的喜爱；珊丹传
递深情时，把绣好的荷包放在军帽之下。

三.乡情
每一次的久别重逢，和乡亲的群舞，编导会刻

意编排舞台对角线的远远对视、相认、融为一体的
群舞。通过灯光、舞美，背景的LED屏幕场景展
示，草场、朝霞、落日，渲染出草原干净、静谧、唯美
的氛围。

四.军民鱼水情
解放军来，帮忙消灭鼠疫，救助牧民；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提出，军民一体，纷纷参

军，解救家乡于水火；
骑兵远征，亲人送别。
乡情、军民鱼水情，多是群舞展示。群舞中让

人泪目的一场戏，是战后，鼓声密集，战士们伤亡惨
重。光线暗淡，战士们在地下滚动。有担架来，立
起，转过正面，缠满绷带的战士扑地，担架上一个人
形血迹，鲜红。第二副担架来，转过正面，又一个缠
满绷带的战士扑地，担架上一个人形血迹，鲜红，浓
郁。第三副担架来，转过正面，又一个缠满绷带的
战士扑地，担架上一个人形血迹……

舞蹈的形式重现，音乐的回环往复，鼓声的疏
密轻重，直接把观众带入战场，不言情，情难抑。

导演何燕敏真的是一位调“情”高手。故事结
构安排，场景情境重现，细节精益求精，道具筛选启
用，一切，都是为了表达浓情：忘不掉化不开的骑兵
情结。

因为情浓，展示在舞台上的，是刚柔并济的
舞蹈风格、大气磅礴的音乐旋律、波澜起伏的骑
兵故事。雄浑、壮美，应该是舞剧《骑兵》的舞台
美学追求。

壮美骑兵史，赤诚儿女情
——舞剧《骑兵》观后

◎刘金梅

“万马奔腾”“战马嘶鸣”千军万马”“一马当
先”……如果一部舞剧的名字叫做《骑兵》，你会
不会想到这些字眼？的确，由内蒙古民族艺术
剧院倾情打造的大型舞剧《骑兵》，就以他们精
湛的艺术呈现，完美地用舞蹈诠释了这些词汇。

舞剧《骑兵》是以一位蒙古族青年最终成长
为一名勇猛的人民骑兵的故事，为观众勾勒出
一幅血与火相交织的战争画面。以男青年与他
的恋人以及姑娘的爱马之间的浓情挚意，传达
出创作者对于这一选材的偏好。舞剧中特定的
时代和地域特色，都在创作者的精心安排下，呈
现出十分准确且极富审美效能的场景，旌旗猎
猎、火光冲天、马刀霍霍、杀声震天的“大”场面，
成功地艺术化再现了那个让我们不能忘却的年
代和那群为了人民解放而勇于出生入死的蒙古
族马背英烈。

该剧总导演何燕敏对于这样一个题材的偏
好是显而易见的。剧中所有的一切，都充分体
现出了她所倾注的全部心力。这种心力是那种
呕心沥血抽筋断骨般的熬炼，是那种长期郁积
在胸不得不吐的至深感悟。父辈们在那个血雨
腥风年代里的无畏牺牲，让何燕敏长久以来咀
嚼着那份深重，并久久挥之不去。终于，她将自
己的认知和炽烈的情感通过舞剧《骑兵》一鼓作
气投到了舞台上，于是，一个活生生的蒙古族英
雄的艺术形象便诞生了——他是儿子，是恋人，
更是普通人中的英雄代表；他从草原走向沙场，
用战刀所向披靡，把那股蒙古族特有的豪气放
大到极点，为新中国的诞生而不惜一切。最终，
他在恋人的盼望中，独臂返回了草原，天幕上，
那一行行英烈名字，像一根根银针扎在了观者
的心上。为了新中国，他们的牺牲何其悲壮；为
了后代，他们的献身永载史册！

舞剧《骑兵》采用的是传统的写实性舞剧叙
事模式，通过故事的交待和情节的推进分六幕
结构了整体叙事及其逻辑，环环相扣，层层递
进。六幕的篇幅让创作者拥有了较充裕的时空
去挥洒自己恣肆的才情，也推动整个剧情跌宕
前行。值得注意的是，写实的叙事是在一个写
意的空间内完成的，虽然画面中有战场，有草
原，有清流，但巨大的舞台效果和宽敞的演区为
观者提供了一个特定与非特定相交叉的视觉意
象，忽而是星光下的情意缠绵，忽而是血光四起
的尸横遍野，舞剧《骑兵》在舞美主色块不变的

情况下，折射出各种情境，舞美设计上的用心及
其用力可见一斑。最难忘的是那一曲主题旋
律，温暖而动人的曲调既让主人公的精神世界
获得了灵魂，更为该剧带来了听后萦绕脑际久
久挥之不去的回味。

“战马”是该剧的另一大亮点。“骑兵”，怎么
可能少得了“马”的参与。剧中女主人公送给心
上人的战马，在剧中既扮演了他们之间情感交
流的媒介角色，更突出勾勒出主人公宽厚的丰
沛心胸。蒙古族人民对马的那份敬重和爱恋，
以及人马之间休戚与共、同仇敌忾的关联，都在
这之间让彼此拥有了相互依存、相互烘托的至
亲灵性。剧中无论是独舞的马还是群舞的马，
无论是青青原上草的马还是酣畅遍疆场的马，
都给人的心灵带来了无比的柔情和无限的震
动，更加强了观者对于蒙古族人民人马情感纽
带这对关系之必然性的深切认知。马可以是勇
猛无敌的，也可以是可爱诙谐的，更可以是无悔
赴死的，舞剧《骑兵》以丰盈的笔触，将英雄与战
马一并给予了极高的礼赞。

观看该舞剧，人们无疑会期待着看到蒙古
族舞蹈语汇使用上的主动性和能动性。于是，
舞剧《骑兵》中那些看似寻常的蒙古族舞蹈元
素，全都化成了为塑造人物服务的音符，飞扬在
为特定人物而量身设计的舞动之中，灵动而传
神，忠实而超越，促发了全剧在审美风格上的进
步。而作为内蒙古地区一支优秀的舞蹈表演团
队，内蒙古民族艺术剧院的舞者阵容十分到位
地配合了该剧的舞台呈现，他们自信而自如的
舞动和饱满而投入的表演，都让该剧锦上添花，
呈现出一种朝气逼人的鲜活气场，紧紧地牵着
观者的注意力，并用他们的角色来肆意抒泄着
他们那无法遏制的青春动能。

可以说，大型舞剧《骑兵》尽现中国人的气
节与豪情，以浓重的气势和激情澎湃的演绎，为
中国舞剧艺术事业贡献了又一个生动可感的成
功例子。

用舞蹈向峥嵘岁月致敬用舞蹈向峥嵘岁月致敬！！
——看舞剧《骑兵》

◎江东

内蒙古民族艺术剧院为了弘扬“蒙古马精神”，
经过慎重选题、立项、创排，打造了中国舞台艺术历
史上首部以骑兵为题材的大型原创民族舞剧《骑
兵》，把内蒙古骑兵的革命历史用艺术的形式在舞
台上真实呈现。

一.舞剧《骑兵》是弘扬“蒙古马精神”与传承
“骑兵精神”的纽带

《骑兵》是一部红色革命题材舞剧，是我国舞台
艺术史上首部以内蒙古人民骑兵为题材的舞剧作
品，在题材选择上具有原创性、独特性。该剧由序
《威武的骑兵》及《男儿归》《草原殇》《从军别》《战马
情》《英雄泪》《骑兵魂》6幕构成。作为一部蒙古族题
材和战争题材舞剧，该剧在创作过程中充分考虑民
族特质和地域特色，整个剧目用肢体语言充分表达
了深刻隽永的革命历史与文化背景。通过这部舞
剧，表现了蒙古族骑兵的英勇无畏、勇于牺牲精神，
彰显了整个蒙古民族的英雄气质、民族大义、家国情
怀。传承“骑兵精神”与弘扬“蒙古马精神”的目标任
务是一致的，两种精神在舞剧《骑兵》中都有体现，都
是草原文化和草原人民最重要的精神写照和心历路
程。这两种精神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拥有丰富的
精神内涵，包含着内蒙古人民历代传承的草原优良
传统和道德情操，以及草原人民勇往直前、攻坚克
难、追求卓越的奋斗、拼搏精神，是我国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舞剧《骑兵》展现的时代精神
（一）舞剧《骑兵》展现了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

区域自治制度的优越性。内蒙古骑兵是一支在党
的领导下以蒙古族占大多数，包括汉、满、达斡尔、
鄂伦春等多民族组成的军队，这支骑兵部队于战火
中诞生、成长、蜕变、成熟。《骑兵》第二幕《草原殇》

中，一场突如其来的鼠疫让草原陷入了灾难，危机
时刻解放军的医疗队来到草原治病救人，宣传中国
共产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当民族区域自治的牌
子立起来的时候，草原各族儿女欢欣雀跃，党的民
族政策得到草原人民的拥护和支持。

（二）舞剧《骑兵》展现了“人马合一”的生态文
明理念。第四幕《战马情》中，演员通过惟妙惟肖、
精彩绝伦的舞蹈，将河边饮水的战马姿态表现的淋
漓尽致，真正呈现了人中有马、马中有人的完美、和
谐的人马合一，给残酷的战争增添了一丝大自然的
和谐与美好，展示了万物和谐、人类和平的愿景。
第五幕《英雄泪》中，战士们抚摸着心爱的战马，人
与马对视中彼此坚定了生死与共的决心，心爱的战
马尕腊的牺牲把整部剧推向了高潮，在草原人民的
心中，马是草原文化图腾和文化精神的象征，亦是
人类的朋友、兄弟。

（三）舞剧《骑兵》展现了内蒙古人跟党走的坚
定信念。舞剧《骑兵》中主人公朝鲁在重大抉择的
时刻选择了共产党，选择和人民站在一起，最让人
难忘的是第三幕《从军别》中的横幅“跟定共产党、
参军保家乡”。

（四）舞剧《骑兵》展现“一息尚存、战斗不止”的
拼搏精神。舞剧《骑兵》第五幕《英雄泪》真实再现
了70年多年前战争的惨烈。那些死而不倒的烈士
们刺激了观众的泪腺，舞剧在铭记历史、还原历史
的同时展示了内蒙古骑兵横刀立马、顽强抗击、坚
韧不拔、视死如归的英勇形象。

（五）舞剧《骑兵》展现了内蒙古文艺工作者打
造“高峰”作品的决心。舞剧《骑兵》精彩地呈现了
蒙古民族独特的文化和艺术，准确地传递了蒙古民
族的精神品格和草原文化的核心理念。

论舞剧《骑兵》的时代意义
◎刘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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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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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