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丰 建 国 的 文 学 创 作 始 于 1982
年，至今已在区内外报刊杂志刊发散
文、小说、随笔 500 万字。他的散文
创作已形成特色鲜明的思想艺术风
格：贴近人类的生存之地，表现记忆
库存中的人和事，像乌云过后的太阳
一样，给人一抹亮色，洋溢着人性的
温暖气息。

对文学的挚爱催生创作激情，乡
土和城市提供了充足的写作养料，这
一切沉淀了丰建国的思想，使他在小
说、随笔，特别是散文写作中奋力攀
登。他像一位勤奋的歌者，把对生
活、对故土的眷恋，把已经远去却仍
留芳菲的故乡情韵、生活的酸甜苦
辣，变成明丽优美、给人启迪、陶冶
情操的文字，让我们听到了对过往
追念里寄寓着的感慨，令人“悠悠我
思”。

怀想、追忆乡间事物、经年往事、
风土人情，始终是丰建国笔下最得心
应手的描写主题。收入散文集《御风
而得》中的文章，几乎涵盖了他童年、
少年、青年、中年时期农村的、城市
的、在他心灵上留下深刻烙印的各种
事物、乡风民俗、劳动场面和生活趣
闻⋯⋯在他的笔下，老屋、门墩儿、火
炕、甜苣儿，饮马河、小城、车站、街巷
等风物生动翔实；播种、收获、割草、
打石子、搂树叶等劳作灵动呈现；马、
麻雀、狗、小兰花等城乡动植物，妙趣
横生、真切动人。在《碎屑穿串》《故
土情韵》《亲情无言》三辑中，丰建国
描述了对于大地“精灵”们、对于亲情
的喜爱与敬畏，观察细致入微，语言
灵动优美，由物及人，充满无限爱意
和感恩之情。尽管他目前诗意地栖
居在城市，但我们仍能听到他来自乡
间的吟唱，温暖着在城市里“曾经沧
海”的心，给这个世界带来弥足珍贵
的慰藉。

文学理当顺应时代呼唤，自觉融
入历史和时代发展的洪流中去，为社
会发展和文明进步注入正能量。《御
风而得》打动人的是其形式背后富含
的思想感情和人文关怀。丰建国用
优美的语言赞美故土、反思人生、歌
唱生活、怀念亲人。他把真情凝结成
催人奋进的长歌，昭示着博爱与真
诚，关乎着灵魂与真我。他让我们看
到了一位有担当的作者心中那泓清
澈的泉水，听到了那一腔高亢的歌
唱，通过幽雅而深邃的意象传呈给读
者，让人思绪绵绵，每生颖悟。丰建
国的散文关注百姓冷暖、未来生活方
向。他的眷恋，常常牵系着人的栖
居、人的生存状况。他的散文，或咏
物或怀旧，或忆故人或阐释人生，往
往通过描绘社会现象，揭示生活本
质，道出哲思启悟，给人以阅读享受
与精神馈赠。

比如，《唢呐声声》：“在这北方之
地听一曲哀乐，才能有真的哀，真的
切肤摘心的悲伤，才能淋漓尽致地宣
泄大彻大悟的珍爱生命、善待人类之
情。”又如《逝去》：“正因为我们经历
过逝去了的一切，才会更加珍惜。生
命的过程就是在于积累，生活的意义
也在过往之间，把遗忘的一些极具人
情人性的逝去，重新收拾，让它灿烂
一路美丽。虽然这些逝去不是物质
的，所以才显得生动无比。因为这是
触及灵魂，牵引精神和感动过心灵
的。”丰建国表现逝去，并非只为表现
而已，表现过后给人的感觉不是空落
落的，而是让人看到光明、看到希望，
心存念想。在这个消费时代，这些文
章宛若心灵鸡汤，是我们急需的人生
智慧，对于我们的人生道路有极强的
指导意义。

作家铁凝曾说过“文学是灯”，意
思是文学要有悲天悯人的情怀，要有
烛照人类前行的力量。丰建国的散
文已具有了这种姿态。他对于农民、
对于家园的那种眷恋和怀念，对于农
民进城打工、陪孩子读书，致使农村
成了空巢老人村、农田渐渐变得荒
芜，显示出极大的忧虑和深深的思
考。我们从《乡村渐失田园诗》《农

民》等这些细微生动的散文里，可以
看出作家悲悯的人文情怀。“多少次
到乡下，那落寞老人和夕照，那哀伤
老柳和孤鸦，那荒凉院落和断墙，这
些仅是片断的流转，让我为村庄的失
落而满腹茫然和忧伤。”（《村殇》）“大
部分农民除了刨闹土地，他们也想在
农闲之时进城凭力气靠本事挣点钱，
但这又谈何容易呢？⋯⋯谁叫他们
是农民呢？”（《农民：沉重的称谓》）透
过他的言语，可见一种精神上的矛盾
在纠结着作者，这是多么痛彻心扉的
无奈啊！在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
型的大背景下，对于城乡关系的发展
演变，他有自己独特的感受和价值取
向。“如今的老城处处是工地⋯⋯南
沙地的变化是随着电厂的诞生而有
所改变，不再沉寂也不再荒凉了。高
大的厂房和日夜轰鸣的机声使南沙
地走出了田园诗意的境地⋯⋯从而
有关南沙地的许多旧梦已被无情驱
退。逼视眼前的是时代发展所带来
的梦幻将显的现实⋯⋯”（《桑梓忆
旧》）南沙地不在，新城已诞生，按理
这该欣喜，可在丰建国的笔下是喜也
是悲，留给我们的是有关城市建设与
生态环境保护的思索。

写人喻物、借景抒情是丰建国散
文写作的又一特色。王国维认为，写
物是具体有形的，感情是虚幻无形
的。只有以无形求有形，以实显虚，
以客观物象显主观情感，移情入景，
情景交融，抒情作品的创作才是可能
的。在《秋风掠过玉米林》中，丰建国
写道：“又是一季秋风拂过玉米林。
收获的人里也不见了老岳父。去秋
的玉米林里，他默默地掰玉米⋯⋯而
今却只有风过耳。”“秋风拂过玉米
林，那是不尽的挽歌在唱，回荡着袅
袅不绝的哀伤⋯⋯”特定季节、特定
环境、特定情景连在一起，勾勒出一
片特有的荒凉景象⋯⋯它表现了作
者痛苦的心境，凉秋与悲愁融为一
体，妙合无限地构成了情景交融、虚
实相生的艺术境界，读来使人身临其
境，产生强烈共鸣，由此诱发和开拓
出的诗意空间是巨大的。

此外，文集中“友情天地”“读书
说文”两辑，是他为文的又一领域和
恣意表达。尽管有些文友至今未曾
谋面，但从中可见他异常坦率和诚恳
的态度，更见他关注文坛的热诚情
怀，同样是回忆花园中的奇葩，芳香
怡人。

我们读丰建国，读他的才气，读
他的人气，其实，更让我耐读的是他
的赤诚。他就像原野上的那棵默默
生长的大树，从不张扬和做作，深深
地汲取生活中的养料，不断壮大自
己，用一抹绿色——那种蓬勃向上的
生命颜色，为芸芸众生献出一份生
机。相对于文学艺术，回忆是首永恒
的歌。其间的情绪和感觉的力量正
是回忆的趣味。只有在回忆中，我们
才可以体验当时无法体验的一切，才
能通过遗忘和想象双重的迂回和曲
折达到回忆，才能从散碎的记忆碎片
中开掘出有意味的空间。

散文集《御风而得》是丰建国成
长的见证，亦是他为文的总汇。通过
它，我们看到了丰建国的创作才能和
实力。《御风而得》是生活的浓缩与生
命的结晶，其中包含的反思当下、回
望来路的启示，对当代人是极重要的
精神食粮。希望丰建国继续关注农
村正在进行的历史变革，触摸新农村
建设的历史脉动，创作出现实性和艺
术性相融合的文学精品。也希望他
能在创新特色上下功夫，能开掘更新
颖的主题、更深邃的思索。在语言和
艺术上，能够更出新意、更有内涵，更
耐人寻味。

留住芳菲启新程留住芳菲启新程
——读丰建国散文集《御风而得》

◎常耀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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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现 中 华 民
族伟大复兴，需要各
民族手挽着手、肩并
着肩，共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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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和是一位阿拉善籍蒙古族汉子，满口地道的蒙古
语。30 年间他使用汉语潜心创作，出版了汉语诗集《蒙
古马》，在诗界引起不小轰动，在铸牢民族共同体意识、传
播民族文化方面做出了有益探索。

首先《蒙古马》诗集的名字起得好。毋庸置疑，蒙古
马既是草原的“精灵”，又是草原民族精神化浓缩的图腾，
是草原民族的精神和物质深度融合的产物和情感寄托。
这个诗集的名字好在响应了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蒙古
马精神”，《蒙古马》的诗集名呈现给读者极具文化内涵的
导读和引领。

呼和的诗作在其诗歌美学向度（现实主义、浪漫主
义、古典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归类方面，存在着
不同程度的美学交集，这反映出优秀作品本身所具有的
丰富复杂的思想情感内涵。《蒙古马》诗集中诗歌的美学
类别，在各种美学风格上都有或多或少的展现。

《梦》这样写道：“昨夜有梦/梦见自己黄昏时分走进
一所庭院/庭院里长满了各色花草/有一只蝴蝶，栖息在
一朵不起眼的花朵上摇摆/近看，翅膀上写满了古老的文
字/我一个字也不认得/再仔细辨认，文字逐渐演化清晰/
读出来：你是一个来自第一个雨天不打伞的人/我不明就
里，恍惚间/一道微蓝色的月亮门吸引了我/当我靠近它/
恰好有一轮新月升起/透过月亮门，我看到的是满月皓
影/和一只寻找弯弓的金雕。”无限风景和如梦诗情在长
短不一的诗行里纵情恣肆。这首诗中的诸多不相关的，
或者说风马牛不相及的诗素，把一个极为浪漫的文学场
景铺开在人们面前。让人闭上眼睛，几秒钟的回味，却是
气象万千的感受。这就是诗人的能力、诗歌的魅力。诗
的场景有栖息于花朵的蝴蝶在摇摆，这里有一个宏大的
诗歌意象，栖息我们能不能认为蝴蝶睡着了？肯定能！
奇怪，这只蝴蝶为什么在不起眼的花朵上养神？还会摇
摆？这是“蝶欲静，风雨不止”。没有风蝴蝶能摇摆得动
花朵？岂不是蚍蜉撼树！接下来一道“天书”般的文字，

或许是嗔怪，实质是最难风雨故人来。更可贵的是第一
个还没有打伞的人来了，来了不重要，重要的是发现，并
读懂了翅膀上的文字。接下来一连串的景物，月亮门、微
蓝色的，我们可不可以理解为“蒙元文化”的基色？！在升
起的新月过渡到满月皓影，这里有一个时间过渡，符合事
物发展的需要，也是诗歌的需要。最后提振诗歌的主题，
看到了一只寻找弯弓的金雕。远古草原民族真实的生活
场景，让人怀念、追忆和缅怀远去的民族风，感受马蹄声
里山远去的豪放与壮阔。

诗集《蒙古马》近 120 首诗歌，全景呈现了呼和诗歌
创作的心路历程。一个诗人为诗的苦与乐，尽在其中。

作者呼和的诗歌取材宽泛，没有拘泥于眼下生活和
过往，以及单一的民族元素，而是通过不同的视域、不同
的视角，及时扑捉那些一闪即逝的诗歌材料，激发并丰富
诗歌创作，有着强烈的探索痕迹。这是一位诗人成长成
熟不可或缺的创作尝试和创作履痕，体裁的多样性使诗
集有了宽广的纵横感。

诗作中要有风雨，有汗水，有泪水，有烟火，有韧性，
有那种掩藏在心灵深处的苦心孤诣和一往无前，方能到
达诗歌的烽火彼岸。呼和使用汉语创作诗歌的情怀是难
能可贵的，这对于传播民族文化是很好的尝试。该诗集
在语言的干练程度、诗意的美学向度、诗歌的逻辑处理方
面尚存在一些微小的瑕疵。相信诗集《蒙古马》不仅是呼
和诗歌实践的总结，也是他百尺高竿、再上层楼的起点。

诗集《蒙古马》浅谈
◎温智慧

《一秒钟》是一个关于电影的电影，和所有人的记忆
都有关系。片中的《英雄儿女》相隔十年父女相认，家庭
小伤融入民族大义。而《一秒钟》整部电影却是，个人创
伤大过天，这样的伤痕文学表现手法是张艺谋独有的美
学特征。

《一秒钟》故事虽简单却动情，从张九声、刘闺女、“范
电影”3 个人物出发，串联起 3 人因为放映电影《英雄儿
女》机缘巧合引发的一系列事故。劳改犯张九声千里迢
迢为了看电影里女儿最后的影像，屡次三番被偷胶片做
灯罩的刘闺女阻挠，最后在“范电影”的帮助下，张九声终
于看成了。可是电影散场，张九声想要珍藏的女儿那帧
胶片，却被掩埋在黄沙之中，张艺谋的胶片情怀，也永远
藏在电影中。

写给电影人的情书

导演张艺谋说《一秒钟》是他“写给电影人的情书”，
和一个父亲对于女儿念念不忘的真挚情感。这是物质贫
瘠的年代，电影给予的精神馈赠，和张艺谋以往作品讲述

“纠结的坚持”有异曲同工之妙。上世纪 70 年代，被人构
陷成“坏分子”的张九声从劳改农场逃跑，只为在电影片
头《新闻简报》看女儿一秒钟的画面，却阴差阳错碰到了
孤苦伶仃的刘闺女姐弟，以及放映员“范电影”。

该片演员范伟饰演的放映员“范电影”，代表着“电影
人”的具象。该片宛如《天堂电影院》的阿尔弗雷多和多
多，梦想成为放映师的男孩，长大后懂得生命的真谛。但
也有人说这部电影并不是“写给电影人的情书”，因为 3
个小人物纠结在一盒胶片闹得“鸡飞狗跳”，而电影里没
有一个人真正爱电影。建国后，电影给缺乏精神食粮的
人们带来希望，人们通过电影可以看到另外一个世界。
万千光影带来的是纯粹的烙印，但当时人们没有“电影”
的概念，所以谈不上爱电影，他们爱的是老范能放映电影
的尊贵地位。而“范电影”爱的其实是电影放映员这个职
位的权力，基于群众精神贫瘠年代的条件反射，被观众们
期待的市侩荣耀。

老范具有多年电影放映员的经验，引以为傲的是的
他在电影放映过程中从未出现放映事故。古老的胶片盘
在放映过程中，部件过热易起火。“范电影”对工作细致入
微，抢救胶片一丝不苟，片段剪辑大循环操作行云流水，
这些细节完成了代表那个年代“电影人”的鲜活亮相。老
范承担《一秒钟》中电影人对于电影的情感和记忆，张艺
谋也似乎完成了“写给电影人的情书”这个自主命题。

而张译饰演的父亲杨九声，通过期待看到女儿仅有
的“一秒钟”画面的坚持，呈现出普通人对于精神贫瘠年
代的光影迷恋，以及作为父亲，他对于数年不见的女儿所
怀有的那种亲情和思念，影射盗窃胶片做灯罩的刘闺女
身上相得益彰。两人并不是在找胶片，而是在印证，印证
每个人内心深处真正的人性良善。特别是杨九声通过放
映间小窗口，第一次看到女儿的一秒钟画面后，沧桑的面
容有两汪清澈的泪水照耀内心。

《英雄儿女》最后的父女相认情景，让绑在一起、头破
血流的杨九声和刘闺女都热泪盈眶。刘闺女说：其实我
还挺想我爸的⋯⋯杨九声点头回应，他觉得，这应该是

《新闻简报》中女儿对他说的话，这种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的父女关系让人动容。片末两人在沙漠重逢，张艺谋版
的老男人和小女孩的故事，就像刘浩存在片尾曲唱的《一
秒钟》那样：“再重逢一秒钟，须臾即永恒。”一边唱一边眼
泪簌簌落下，他们的倾情演绎带给人一种宽慰，两人的情
感最终达成和解。

反观当下，声称自己懂电影的人很多，电影不再是精
神贫瘠年代的稀有资源，很多人却没有那种纯粹的热爱。
在数字时代，没有人真正关心胶片、电影、张艺谋的用意，
失去了 70 年代胶片时代的情怀。胶片流转间追逐光影，
虽有颗粒状的不完美质感，但却是特殊情感的深深追忆。
如今电影市场浮夸，许多人只爱看爆米花电影用来打发时
间。而这部电影却用创造光影的电影人的视角，“给电影
人的情书”作为情感根基，打动电影创作者和普通观众两
个世界的人群，以身外身做梦中梦，极为贴切。

经典电影的文学底色

文学作为电影创作的养分，从文字到影像有一份隐
秘的契约，当中涉及导演、编剧、演员对文学的完美诠释，
不同时代映照不同的现实含义。因此文学和影视作品相
辅相成属于亲人关系。好莱坞中经典文学作品是优质
IP，而上世纪国内好电影都源自纯文学，中国电影的发展
根基在于先有好的小说，才有好的电影。张艺谋的《红高
粱》为中国电影首次摘得世界级大奖——柏林国际电影
节金熊奖，电影改编自莫言同名小说；姜文电影三部曲

《阳光灿烂的日子》《太阳照常升起》《让子弹飞》也都是由
小说改编。可以说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二者属于反哺与
被反哺的关系，为视听艺术平添语言魅力。

《一秒钟》像极了张艺谋 2014 年拍的电影《归来》，同
样改编自严歌苓的小说《陆犯焉识》的片段。读过《陆犯
焉识》的观众，似乎可以看见《一秒钟》和《归来》两部电影
的情节。《陆犯焉识》的前半部分带着《围城》方鸿渐的味
道，似乎严歌苓就是按着他的原型创作的。《一秒钟》截取
自陆焉识从劳改农场偷跑出来，想尽办法看望丹丹的卫
生宣传片的片段改编。该片是张艺谋创作心态回归的作
品，他希望大众能够看到这种回归，用删繁就简的方式，
反映这样一个大时代和有丰富历史沉淀的小说，虽是冰
山一角却包含千言万语。

张艺谋善于挖掘现实题材，诸如讲述父子和解的《千
里走单骑》，讲述夫妻爱情的《归来》《我的父亲母亲》，讲
述命运无常的《活着》，讲述“纠结的坚持”的《一个都不能
少》和《秋菊打官司》等，包括本片《一秒钟》都具有普世情
感价值，都代表着张艺谋的人文情怀和情感缺憾。场灯
暗下来，光影射出的投影，就是观众想要沉浸的另一个人
文世界。

《一秒钟》：写给电影人的情书
◎王珉

电影

《一秒钟

》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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