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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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切地说，早在 20 多年前，我便喜爱上李巨的诗文
了。至今，我的剪贴本里仍存有他的诗文，那是我写作上的
典范。

李巨的诗稿集名为《四季风》，分春之情、夏之韵、秋之
歌、冬之魂、风之声五辑。翻阅李巨的400首诗稿，发现他
的诗歌大多以乡愁为主题，抒发了他对家园和乡土的一片
眷恋之情。他把诗书写在了他生活的这片大地上，质朴、厚
重、沉稳，富有生命的活力。

大地之诗：展现乡间四季多彩图

春，萌动着活力与生机。李巨在《三月，在北方的土地
上》这首诗中说，土地睁开了眼、昂起了头、风筝飞满天、犁
牛遍地走。最后，诗人总结：“北方的三月/是鸟歌大赛的朗
朗三月/是杨柳媲美的柔柔三月/是山花竟艳的窃窃三月/
是犁铧争播的融融三月。”从中可触可感到，三月是一年中
开始闹腾的季节，是充满希望的季节，是催人奋进的季节。
在此意义上，三月让情怀任意滋生，被春天激情点燃。

诗人依靠一种朴实、诚恳、本色，把春天先从乡村动起
来这样一幅春意闹的图画呈现出来了，让人蠢蠢欲动，无由
地产生一种向上的力，想跟这满园春色赛跑了。这就是孔
子说的：“诗，可以兴”吧。

夏，流淌着奔放与热情。“夏天，是从树林里/浓绿浓绿
流出来的/是从山野、园圃的花苞上/娇艳娇艳流出来的/是
从叶荫下知了的口中/灼亮灼亮叫出来的/是从小溪明快的
舞蹈中/轻轻柔柔跳出来的/是从落满露珠的禾田里/郁郁
葱葱长出来的/是从百鸟清脆的歌喉里/婉婉转转唱出来
的/是从数不清的芭蕉扇上/清清凉凉摇出来的/是从创业
者的额头/淋淋漓漓滴出来的。”读《夏天》，一连串动词的运
用，让人觉得夏是一种生命的展现，“万类霜天竞自由”，好
像不动荡就不足以证明各自的存在和来过这世上一遭。接
下来，诗人以层层递进，由小到大的方式，突出了夏是奇异
变化、色彩繁杂的季节，是生机盅然、热烈奔放的季节。

整首诗诗人采用“分总总”的结构形式，把客观景物拟
人化，把自然神韵那种生命的律动传神地传达出来了，使人
不能不感到这是一个充满了生命情调、空灵动荡的世界，显
示出意境之魅，正如清人王夫之说的：“自然之华，因流动生
变而成绮丽，动人无际矣！”

秋，收获着成熟与希冀。《山乡秋韵》第一节写了秋熟透
了是山乡最美的风景；第二节写了秋是四季中的一季，是承
上启下的一季。年年盼秋年年秋，或许秋的可贵正在于其
循环往复，令人充满期待和无限向往吧。

《深秋的呓语》是诗人以“我”的名义对秋的深度解读，
是为秋拨乱反正，是秋绝不“坐以待毙”的宣言书。它告诉
我们：只要心存梦想，就该奋起直追。要学会换位思考，跳
出事物看事物，最终会别有一番风光。

冬，袒露着纯洁与无私。《冬曰书》尽显了冬风、冬寒、冬
长、冬闲，一幅十足的冬日全景图。“农家，窗台上/红番瓜黄
南瓜正玩叠罗汉/屋檐下，裸袖的玉米在练拳。”诗人描写冬
日之长是借景抒情，寓理于象。“炖羊肉还未上桌/十年老窖
直喊/它想解馋”，此节写人不见人，以物代人，增强了亲切
感，使被描写的对象生动、形象、可爱起来，从而将冬闲的色
彩更鲜明地表现了出来。通过此诗，我们不难想象，冬天外
面风大天寒，可是农家粮丰食足，有酒有肉，足见他们生活
和谐稳定、幸福安康！这正如孔子讲的：“诗，可以观。”

《聆听雪落的声音》一诗，诗人把雪落的声音比喻为脚
步，又把脚步比喻为花开的声音、暖风拂过琴音、绿叶上的
清露。最后，把“我”比喻为阳光，愿与雪论婚，见出诗人爱
雪如爱人一样。末节：“在窗口，看见你的倩影/不由得走出
门，仰脸向天/让你，一次次/将我热吻”，再现了“我”爱雪爱
冬爱大自然的博大情怀。

一年有四季，四季在诗人的眼中是如此富有画面感，如
此色彩斑澜，令我们充满了奇异的幻想，美不胜收。

故土情深：牵动思乡思亲片羽情

乡情、亲情、爱情历来是诗人创作的母题。对于李巨来
说，这三种情感他看得更重。

首看乡情。《山里人的性恪》是诗人对乡人直爽、诚实、
厚道、耐劳、坚强性恪的生动诠释。特别是方言的运用，既
符合本土风情，又贴切、生动。

《庄稼汉》采用先抑后扬、欲擒故纵的手法，把庄稼汉这
一形象塑造得很有地域特色。该诗先写种子逢土就能生
长；次写种子盼播种，喜欢阳光雨露；笫三用反证法，称怕
晒、不喜土地的种子没资格做种子；笫四写真正的种子是无
所畏惧的。结尾：“汉稼汉/一棵抱土的种子”，一个比喻点
题破题，水到渠成，教人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恍然大悟。

其实，细思量，诗人把庄稼汉比喻为种子，具有新、奇、准
的特征。新，我们初次听闻。奇，与其说这是诗人想象丰富，
不如说这是诗人深刻体验乡土生活的结晶。准，种庄稼可不
就是种种子，道出了庄稼汉劳作的实质。总的来说，这种描
写细致入微，活灵活现。无疑，没有真实的经历和刻骨铭心
的记忆，是写不出如此富有生活气息、乡土气息的诗歌的。

其它如《一把黄土》写意故土情深；《回故乡》展现乡恋
情结；《故乡岭》《老家》《初心》《用我的余生爱你》等诗，皆

是诗人久久注目且难以释怀的乡人与乡村之歌，文字之间，
透出深长牵挂、百转千回之留恋，对于有共同记忆的人来
说，容易激荡起记忆深处的涟漪，在情感上引起共鸣。

诗人紧贴脚下大地，怀着对家乡无尽的眷恋和热爱，坚
持把农村、农民、土地作为他诗歌书写的对象，从宽广的乡
土中汲取源源不断的鲜活灵气，致使他的诗歌创作题材生
动、真实、丰富，读来温暖感人。

次看亲情。试读《牵挂》：“（1）蓝幕上，星/眨着眼睛思
忖/翻山的太阳，是否/已投宿入梦//太阳，仍在/摸黑赶着
路程/举首，翘望夜空/星啊，千万要站稳/别一失足/滑入谷
中（2）母亲，看见/脚手架上摔下一个人/心一颤/冷汗把梦
浇醒//儿子，听见/救护车在自家门前笛鸣/梦一跃/掉地的
茶杯将梦割疼。”应该说，这是首情景交融、出类拨萃的好
诗。好就好在景中藏情，情中见景，情景并茂。具体来讲，
（1）为景，（2）为情，（1）为（2）做了铺垫，（2）为（1）做了延
伸，二者互相映衬，美美与共。

该诗不是正面歌颂子与母、母与子的彼此牵挂，寓示了
做子女的要多孝敬父母，关心他们的生活，照顾他们的饮食
起居，千万别让“子欲养而亲不在”的悲剧发生，追悔莫及。
《牵挂》是一诗唤醒梦中人的喻世名言，它更能击中人心，更
有深刻的教育意义。

再看爱情。纵观《想你》《又是七夕》《突然想起你的温
柔》《祭奠》《想你，在这寒冷的冬夜》等爱情诗，可知诗人痛
失我爱，一度处于悲思愁绪的漩涡中难以自拨，令我们无由
悲着诗人的悲、愁着诗人的愁。诗人以失去方知珍惜的心
态告知我们关于他的爱情故事、爱的箴言，那是过来人的经
验之谈，足以抚慰、启迪我们以后的人生路。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无论是写亲情还
是爱情，李巨总能站在他的角度去观察、表现，因而形成了
他与众不同的思亲观，给我们回想、思索的东西很多。

家国情怀：饱含拳拳赤子之心

有家才有国，家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地方。因之，家园的
点滴变化都会引起李巨的关注与呼吁。

《这个夏天》是诗人借夏天天热天旱、洪水泛滥的发生，
抨击了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发展的错误做法。《黑土地
流泪》第一节看似写城市嘲笑农村，实则是反问我们没有原
来土气的农村，哪来今天洋气的城市？第二节写城市化的
推进，使农村渐行渐远……于是，黑土地流泪我们痛心，痛
过之后我们是否该思考一下：没有了以农村为根的黑土地，
农民们又将何去何从呢？诗人对脚下大地的生存与发展充
满担忧，这恰是他深沉乡愁情结的表露，它警示我们，在城
市与乡村的建没上，要处理好过去与现在的关系，既有所保
留又要有所创新，从而使乡愁这份独特的情感能够在新时
代中得以绵延发展。

“诗，可以怨”，怨在这里的宗旨是呼吁全社会提高环保
意识，守护好我们的美丽家园。

长城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它象征中华民族坚不可摧的
意志和力量。《长城断想》是反思之作。长城如一面历史的
镜子，可照容颜变化，可鉴国家盛衰。读此诗，长城撞击着
我们的心灵：人并不仅是为自己活着，还担负着对他人、对
祖国的责任。长城是一面镜子，它告知我们挫折是人生的
惠赐，人生应该有更高远的追求。《长城魂》是对中华儿女秉
承长城精神，跻身科技领域大显身手、大有作为的赞歌，鼓
舞我们风物长宜放眼量，直挂云帆济苍海！

有人说，认知历史是开启尘封历史大门的钥匙。生长
在这片大地上的诗人，常常从历史中吸取精华，体现他们拳
拳爱国、报国之心，体现了他们对民族命运和国家命运的高
度关注。

诗歌《打开史门》讲的是中华民族、中国共产党人之
所以能立于不败之地、立于世界之林，在于倡导清廉、
反对腐败。所以，勿忘历史、借古知今是国之昌盛的一
大法宝，任何时候都不可以丢掉它。启示我们继承发扬
这种精神至关重要，因为它关乎国运。《读史有感》提醒
我们的是：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事物都是在循环往复
中发展的。《重阳登高》中，诗人从历史云烟中寻觅到执
政要诀：得民心者得天下，解百姓之苦者长留人间，这
是亘古不变的道理，鼓舞我们不忘初心，继续前行！

罗曼·罗兰曾说：“伟大的艺术家永远是自己时代的眼睛”。
李巨以他的目光观照农村生活，怀着浓郁的乡情对他脚下的大
地给予严肃思考。他的诗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及其真实生动
的农村图景，隐现着乡愁，为当下诗坛注入了丰厚的内涵。

不忘记根，不忘记土地，李巨用诗歌在大地上写下了自
己生命的真迹，给我们的诗歌创作提供了有益的启示：诗人
要有自己创作的“心灵故乡”，因为地域环境对文学创作的
塑造有深远的意义。

把诗章书写在大地上把诗章书写在大地上
——读李巨诗有感

◎常耀宗

前些天，我受邀在内蒙古艺术学
院演艺厅欣赏两场别开生面的音乐
会。第一场是“在那百花盛开的草原
上（二）——乌兰牧骑经典歌曲舞蹈
作品展示会”；第二场是草原音乐诗
画“蒙古马”。

“蒙古马”主题音乐会，让我感受
到极大的震撼和感动，心里久久不能
平静。诗、画、音乐三者融合的艺术
形式，在内蒙古舞台上极为罕见。晚
会的策划中，导演构思精妙。这是一
场高水准的晚会。我一生中观摩过，
也亲自参加过很多场晚会，像这样让
我的心灵如此震撼的演出，屈指可
数。

我在这里想说说女高音艺术家其
其格玛的演唱。

其其格玛的歌声，就像一股清澈
的山泉，甜甜地流进你的心里。

她的声音，上下走动非常通畅，
柔和，光滑，松弛，声音的位置极高，
每个音、每个字都在一个点上唱。

她的音色、音质，纯净，甜美。一
张嘴，就能抓住观众的心，一个歌唱
家，音色很重要，它是歌声的灵魂。
其其格玛把美声唱法——深呼吸、打
开后通道与民族唱法——明亮、甜
润、开放的要素，二者巧妙地结合在
一起，形成了她独特的演唱风格，掌
握了高超的演唱技巧。

邹长海先生在《声乐艺术心理
学》一书中曾提到“最好的唱法就是
发音非常自然”“像说话一样歌唱，
这是歌唱家最高的艺术造诣。”我认
为其其格玛的演唱已达到这个境
界。

最让我感受深刻的是，晚会的
压轴节目——其其格玛演唱了一首
电影《最后的猎鹿者》中由著名作曲
家色·恩克巴雅创作的主题歌《我的
森林》。歌曲讲述了鄂伦春这个祖

祖辈辈以狩猎为生的民族，离开大
兴安岭，搬迁到新的定居点后的生
活。最后回望故土，恋恋不舍的心
情。

从演唱艺术的角度来看，这是一
首很有难度的歌曲。全曲其其格玛
都用弱音（弱声）唱，从事声乐艺术的
人都知道，唱弱音远比唱强音难，难
在喉头的稳定，气息的控制。

尤其让人惊叹的是，歌曲的最后
一个音，音高是高音“”，这么高的音
在弱唱的基础上再唱出渐弱，而且是
一个很长很长的延长音。此刻，我的
心也随着她那蚕丝般的妙音，轻轻
地、轻轻地飘向大兴安岭上空的九霄
云天……

全场观众，静静地、静静地聆听，
许久，观众的心、魂回到现场，爆发出
雷鸣般的掌声、叫好声。

再说说其其格玛的台风：
稳稳重重地走上舞台，没有穿华

丽的服饰。头上戴着那顶标志性的
帽子，穿着一件暗灰色的布里亚特蒙
古袍，上身搭了一件短短的坎肩。朴
素，大方，沉稳。与这个晚会的主题
思想和色调非常吻合、协调。

歌唱时的肢体表演，简单，干练，
温柔，举手投足之间，尽现出蒙古族
女性的高贵、典雅与大气。透视出她
的知识，文化，艺术修养，智慧。

我认为，其其格玛是当代民族声
乐艺术的领军人物。艺术无止境，希
望她永远保持良好的状态，以不急不
躁的心态，再接再厉。

歌唱的真谛 歌者的修养
——听其其格玛演唱有感

◎金花

创办于 1981 年的中国电影“金
鸡奖”，是我国电影界最权威的奖项
之一。今年是评奖周期恢复一年一
次后的首个“金鸡奖”，热爱电影的
人们对它的期待更加强烈。

金鸡奖的优势在于业界权威和
群众基础的影响力，不同于百花奖
的大众投票，它的评选由中国权威
的各类电影专家组成，评选更侧重
讲故事、讲情怀、讲制作。据报道，
本届“金鸡奖”共计收到各片种报名
影片 155部，其中故事片 48部、中小
成本故事片 57 部、儿童片 12 部、美
术片 9 部、纪录片/科教片 17 部、戏
曲片 12 部。值得关注的是，往年的
最佳纪录片和最佳科教片两个奖
项，合并成“最佳纪录/科教片”。今
年最佳导演的比拼异常火爆，《我和
我的祖国》中 7 位导演的实力不可
小觑，是最闪亮的那颗星。

“金鸡奖”向来是一个有态度的
专业奖。今年最佳故事片提名中
《我和我的祖国》《夺冠》都是在商业
市场中喜获丰收的主旋律电影，反
映出观众强烈的家国意识和爱国主
义精神。《春潮》似乎是从小家庭的
伦理着眼，却触及更深远的历史内
容，各种隐喻游走于历史与现实、梦
境和回忆之间，抒发对个体与集体、
国家、时代关系的不断追问。《白云
之下》也是一部直戳内心的作品，它
就像草原版的《摩托日记》，草原上
的暴雨就是天和地在抱着膀子摔
跤，天地之间代表中国人熟稔的情
感和审美。《少年的你》和《误杀》这
两部电影都是敢于揭示社会丑恶现
象的题材，前者涉及中国敏感的校
园欺凌问题，对校园暴力现象的写
实聚焦，让家长更加重视教育，也使
边缘青春在绝望中开出美丽的花
朵。这些电影都是 2019 年到 2020
年中国院线电影的翘楚，在接地气
的同时，也让观众深深体味了精湛
的艺术性，这是“金鸡奖”对电影人
最美的邀请函。

今年疫情对影视行业冲击巨
大，所幸疫情后，2020年中国电影市
场复工的 100 天，电影生产的各个
环节逐渐恢复。票房超 120 亿，这
样的票房成绩单，虽只是去年的一
半以上，但无疑是一剂良药。再加
上“金鸡奖”评奖临近，厦门的街头
巷尾均能感受到电影文化的浓厚氛
围。在白鹭洲公园周边、厦门海边
的地标性楼宇上，“金鸡奖”元素图
案与海洋交相辉映。“金鸡闪耀、光
影厦门”等文字星星点点挥洒在鹭
岛上空，诉说着厦门对中国电影的

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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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系列活动于 11 月 25 日至 28 日在
厦门举办。事实上，厦门很早就和
电影结缘，鹭岛是有口皆碑的国内
热门影视拍摄取景地。从最初的厦
语电影，到 4年有 300多个剧组在集
美取景拍摄，到厦门影视拍摄基地
启用，到五届 10年“金鸡奖”落户鹭
岛，一次次星光熠熠的电影盛会，10
多部热门影视作品的主要取景地，
厦门和影视之间的亲密关系从未疏
离，这座城市承载着的不仅仅是秀
美风光，更是一扇电影之门，一扇锁
着梦的电影之门。

“金鸡奖”让厦门市民有了大众
文化的亲近方式。11 月末厦门的
夜，点缀的不仅是和缓的霓虹灯，更
是“金鸡奖”的佳片之光。厦门多家
影院，在映前都会展示本届“金鸡
奖”总宣传片《我和我的电影》，重温
中国电影以及“金鸡奖”的发展变
迁。另外，金鸡国际影展今年在厦
门展映 30 多部优秀国际影片。这
些电影开放了观众售票渠道，我在
影城偶遇了从外地赶来观看的人
们。影迷感言，金鸡国际影展带来
鲜少在院线上映的国外佳片，给观
众打开了解世界电影的窗口，也提
升了“金鸡奖”的亲民性，让小众文
化也可以成为大众节日。而我也被
知乎网络平台推举为“大众评审”，
与专家评审一起，从影片综合得分、
男主角表演得分、导演表现力得分、
女主表现力得分 4 方面，评选出国
际影展的最佳奖项。这些电影都是
反映社会现实的公路电影，大多数
主人公都在片末与亲朋好友达成和
解，在不断上路和遇见的人、事转变
中，找到一个叙事主题，那就是亲情
与爱情的真谛，让人感同身受。

30 多年过去了，无数电影人依
旧在“金鸡奖”上仰望星空赴光影
之约，而“金鸡奖”也始终站在鼓励
优 秀 作 品 和 引 领 创 作 的 潮 头 浪
尖。雄鸡起舞，寓意中国电影正昂
首阔步走上新征程。而中国的电
影工作者们正以深厚的中华文化
为底蕴，以曼妙光影描绘着新时代
的星辰大海！

“金鸡奖”——

让电影成为大众节日
◎王珉

蒋希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