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春节的到来，有关春节的
话题一时之间成了人们关注的焦
点。时下，市面上写春节的著述很
多，但能够把古老的年俗与火热的
生活联系起来，让人们在长知识的
同时，还能体会到人间浓郁烟火气
息的作品却不多。而书法家、北京
特级教师何大齐所著的《北京的春
节》（北京出版社 2021年 1月出版），
以其风味独具的释古笔法，为年俗
文化的写作，带来了一股素朴雅致
的新风。

全书从腊八节写起，分述了祭
灶、办年货、除尘垢、贴春联、挂福
字、做年菜、祭祖神、祈福贵、放鞭
炮、驱邪祟、包饺子、团圆饭、压岁
钱、拜新春、逛厂甸、吃元宵、观龙
灯、猜灯谜、看花会等一系列年俗活
动，直至写到二月二龙抬头。这些
沿袭已久的春节习俗，不仅是北京
人传统的过大年方式，也是中华民
族几千年民风民俗的集中体现。

众多的过年习俗，实则寄寓了国
人对生活、对世界美好而热切的期
许。一个个年俗香甜了寒冬腊月，
也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滋养着我
们的灵魂。这些温暖可人的风习，
丝丝缕缕浸润在醇香怡人的腊八粥
里，带来迎喜接福的阵阵欢愉；它体
现在烟火袅袅的祭灶仪式中，一敬一
拜中，懂感恩知回报的礼信之道，便
在一代又一代人国人心中传承；它彰
显在除尘垢一清一扫的用心里，除旧
迎新，从此开启了一段闪光的航程；
它洋溢在百姓贴春联、挂灯笼时的倾
情祝愿中，一个福“倒”、一片片红彤
彤的烛光，映衬出多少平安、吉祥；它
意蕴在丰盛可口的团圆饭里，一杯酒
一生情，不问东西，无论南北，我们是
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它流连在观灯赏
花的欢歌笑语中，星河迢迢，何惧路
遥，直为奔赴那一场心灵的约定……

自小生于斯、长于斯的何大齐，
对北京有着虔诚般的喜爱。他走惯
了九曲连环的大小胡同，喝惯了馨香
爽口的豆汁儿，听惯了京腔京韵自多
情的京韵大鼓，也看惯了踩着高跷、
玩着杂耍的一场场庙会。那些火热
的生活场景，如过电影般，一年年在
脑海里翻腾回旋，特别是春节期间，

诸多热火朝天的“闹”年镜像，又会推
陈出新地一次次在原乡上演。于是，
那些文化的濡染和浸润，便促使他毅
然拿起画笔，摊开稿纸，绘制北京的
人文风情，说道京城的年俗故事。他
就像是一个操着地道京腔的说书人，
从看似细微琐碎的民风民俗里，从灯
火可亲的举家盛宴中，洞察着新旧时
代年味的迁演嬗变。他追怀着有关

“年”的历史，以北京为原点，采撷着
年俗文化中光彩灿烂的一朵朵奇葩，
以一事一题的笔法，将它们放置于整
个中华文化的大场域中娓娓道来。

作者既在追溯年俗，也更像是
在普及年俗中，进一步地“补白”年
文化。从他的笔墨里，我们不仅会
知道煮腊八粥的标配都有哪些，而
且，从他意味深长的言辞里，还能体
会到喝腊八粥竟有“年年有余”的意
绪。再如，贴“福”字大家都知道最
好倒着贴，但对于福字背后所蕴含
的“五福”，一些人则未必都了解。
读过此书，人们就会有透彻的了悟，
原来“五福”代表的是长寿、富贵、康
宁、高尚和子孙满堂。再如，旧时北
京人过春节，在置办年货之余，还喜
欢买一本黄历，又叫皇历。为什么
要这么叫？看了本书，方才大悟，原
来黄历也好，皇历也罢，据说历史上
都是由皇帝钦命颁订的历书。这些
意趣盎然的“补白”，在书中俯拾皆
是，既深化了全书的主旨，增添了浓
郁的文化韵意，又在雅俗共赏中传
播了年俗知识，让馥郁芳香的年味，
纾解了我们浓浓的乡愁。

“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
是年。二十三，糖瓜粘……三十晚上
守一宿，大年初一扭一扭。”听着耳熟
能详的儿歌，在喜庆祥和的年味中，
悠然捧起《北京的春节》，共鸣共勉
中，对“中国年”的认知，对中华文化
的认同，会变得愈加清晰而深刻。

灯火可亲赏年俗
——读《北京的春节》

◎刘昌宇

不喜欢的剧情就长按屏幕“加
速”，不错的地方就松开。如今，倍
速追剧越来越受到不少网友欢迎。
不仅如此，“二倍速”追剧似乎已不
能满足一些人的追剧需求，多家平
台先后推出了“三倍速”功能。

从曾经的电视播什么就看什
么，到如今在网上想看什么就选播
什么，而且还能自主决定怎样播，移
动互联网时代，技术的进步不断赋
予观众更为便捷的追剧自由。这看
起来挺不错的，不过，对此不妨一分
为二看待。

倍速追剧堪具一定的灵活性，
可在影视市场供需双方之间达成某
种默契，寻求一种“最大公约数”。
它有助于观众跳过一些自己不喜欢
的桥段，节省追剧时间，提高观赏效
率。而对于影视剧制作方及相关网
站而言，则可借此最大限度地留住
观众，保持相对较高的点击率、播放
量，凭此赢得更为可观的经济效益。

然而，就其不利的一面来看，看
剧开倍速，是会令人上瘾的，并且往
往，这种“瘾”将越来越大。这无疑
会对观众的追剧习惯、审美意识等
方面形成一种悄然腐蚀。当开启倍
速日益成为了人们追剧的“标配”，
那么，于不自觉中，很可能会助推不
少观众在碎片化、快节奏的轨道上
越走越远……

与此同时，通常情况下，需求决
定供给，观众倍速追剧，难保不会使
得影视剧制作方绞尽脑汁采取应对
之策，比如，以牺牲艺术创作规律为
代价，用过快的剧情呈现节奏、过于
碎片化的情节来迎合市场。事实
上，当前，由倍速模式带来的负面影
响，已在综艺节目中有所露头。据
观察，为了适应观众倍速、片段化的
观看方式，一些综艺节目的时长被
拉长，尤其是网络综艺。倍速追剧，
原本想节省时间，无奈可能最终根
本节省不下来，反倒是无端耗费了
双方过多的成本与精力。

一边是倍速追剧，另一边却是
剧集、节目遭致扭曲，由此带来的，
只能是影视节目供需生态的日渐破

坏。纵观上述种种，窃以为，倍速追
剧，尽管有利有弊，可总体而言，弊
多利少。

既然如此，追剧，何必总要开启
倍速模式？对于观众来说，偶尔“倍
速”一下没什么不可以，可如果，真
的是由于对剧情打不起精神而一再
祭起“倍速”利器，那么，倒不如不看
的好。当前，文化娱乐的方式不少，
可供观赏的影视节目太多太多，惟
有属于自己的时间相对稀缺，这种
情况下，学会选择，的确重要。在影
视节目方面，有意识地选择那些口
碑颇佳，具有一定观赏价值的内容，
努力让自己安静下来、沉浸进去，或
可使得有些观众逐渐回复“原速”追
剧的正常状态，因“用心”而得到更
多。

当然，改变倍速追剧的常态化
模式，光靠观众单方面努力显然不
够。时下，确实有太多的影视节目
因内容注水、剧情奇葩、节奏拖沓、
演员演技欠佳等原因，迫使那些尚
未想着“以脚投票”的观众不得不
开启“倍速”模式。所以，改进之上
策还在于，制作方要本着对观众负
责的态度，多拿出一些剧本过硬、
制作精良、演技在线的好作品，以
之 吸 引 观 众 不 知 不 觉 中 慢 下 来 。
除此之外，围绕构建相对更高品质
的观影文化，不断提升社会公众的
文化娱乐消费层次，社会相关职能
机构多探寻一些有效途径，多开展
一些教育引导，从而以公众文化素
养的进一步改善，倒逼影视制作方
严把影视质量关，多出精品，也很
有必要。

让每一帧画面都能吸引观众，
让倍速追剧越来越淡出人们的视
野，如此愿景，期待早日实现！

追剧，何必“倍速”？
◎周慧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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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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由内蒙古文联、内蒙古美协主办的“弘扬乌兰牧骑
精神——内蒙古乌兰牧骑主题美术作品展览”在内蒙古美术
馆开展。展出的80余件作品从不同的角度表现了“红色文
艺轻骑兵”乌兰牧骑的生活，赞美了乌兰牧骑服务基层、服务
人民的精神，体现了强烈的时代色彩，深受观众好评。

乌兰牧骑，蒙古语原意为“红色的嫩芽”，它是指活跃在内
蒙古大草原上的红色文化宣传队。1957年，第一支乌兰牧骑
诞生在内蒙古苏尼特草原，那是一支仅有9个队员、两辆勒勒
车、4件乐器的活跃在草原上的文艺团队，因而被誉为“一辆
马车上的文化工作队”。他们不畏风雪，顶着烈日，深入草原
深处，为牧民送去歌舞，传递党的声音和关怀。戈壁、草原是
他们的舞台，蓝天、白云是他们的幕布，多才多艺的乌兰牧骑
队员们放下马头琴能拿起盅碗跳盅碗舞，报幕员也唱得一手
好歌曲。走下舞台，他们为农牧民洗衣做饭、修理家用电器、
传播科学文化知识，被农牧民亲切地称为“玛奈（我们的）乌兰
牧骑”，队员们则被唤作“玛奈呼和德（我们的孩子）”。乌兰牧
骑的演出大多为自编自演，题材取自于农牧民生活，演唱的歌
曲也是农牧民喜爱的，所以很快得到了普及和发展，乌兰牧骑
在内蒙古遍地开花。1964年，乌兰牧骑进京汇报演出，受到
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接见与肯定。随后，按照周总理的部署，
乌兰牧骑在全国进行巡回演出，受到热烈欢迎，引起强烈反
响。在半个多世纪的演出实践中，乌兰牧骑不但给基层传递
着党的声音和关怀，而且创作出许多优秀的节目，如《顶碗舞》
《筷子舞》《鄂尔多斯婚礼》《炒米飘香》《腾飞的骏马》等，同时
也培养造就了一大批优秀的文艺人才，如牧兰、拉苏荣、德德
玛、巴达玛、金花、图力吉尔、朝鲁等。

对于乌兰牧骑所坚持的先进文化的方向，几代党和国家
领导人都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毛主席、周总理亲切
接见乌兰牧骑队员，周总理叮嘱他们：“不要进了城市，忘了
乡村，要不忘过去，不忘农村，不忘你们的牧场”“望你们保持
不锈的乌兰牧骑称号”。邓小平同志题词：“发扬乌兰牧骑精
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1997年，江泽民同志也题词：“乌
兰牧骑是我国社会主义文艺战线上的一面旗帜。”2017年，
习近平总书记给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队员们回信，对乌兰牧
骑精神予以充分肯定，给乌兰牧骑队员和内蒙古广大文艺工
作者以极大的鼓舞。总书记在信中勉励文艺工作者要扎根
生活沃土、服务基层群众，推动文化创新，努力创作更多接地
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这封回信，为基层文艺工作
者做好新时代文艺工作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为了深入贯彻总书记给乌兰牧骑队员回信的精神，内蒙
古文联和内蒙古美协组织我区美术家30余人赴呼伦贝尔、
鄂尔多斯、锡林郭勒，深入当地乌兰牧骑体验生活、搜集素
材，进行以乌兰牧骑为主题的美术创作。画家们亲身体验了
乌兰牧骑队员的日常工作，与队员们共同学习总书记的回信
精神。

回来后，经过近半年的酝酿准备，画家们创作出了众多
反映乌兰牧骑精神的优秀作品。此次乌兰牧骑主题美术作
品展览，就是这一成果的集中展示。为了使展览的内容更加
饱满，展览还展出了数件我区著名画家先前创作的以乌兰牧
骑为主题的美术作品。

展出的80余件作品包括中国画（30件）、油画（34件）、
版画（6件）、水彩画（8件）、雕塑（5件）等，形式多样，内容丰
富，主题鲜明，其中不乏优秀之作。如我区著名画家金高创
作于1975年的油画《周总理接见乌兰牧骑》，作品表现周恩
来总理会见乌兰牧骑队员时和大家学唱蒙古族歌曲的情
景。队员们围拢在总理的身边，领袖和群众亲密无间。作品
很好地发挥了油画的表现力，主观化的色彩处理亮丽而温
暖，作者有意削弱了阴影和体积感，在单纯、明净的色彩中追
求一种装饰味道，一种年画的感觉，从而使作品具有了民族
特色和地域特色，也衬托出了轻松愉快的氛围，更加切合主
题；老画家孟喜元的中国画《嘱托》描绘了乌兰夫同志和乌兰
牧骑队员在一起的情景。画面上，乌兰夫同志亲切地与队员
们互动，寄托了领袖对乌兰牧骑的嘱托。作品人物塑造真实
自然，主题鲜明突出；水彩画《草原上的红色轻骑兵》是老一
辈画家王玉泉的画作。由于作者成长的年代见证了乌兰牧
骑从诞生到壮大的过程，所以作品十分准确地还原了乌兰牧
骑在草原上的情景，充满了当时的年代感，是一件具有时代
特色的优秀之作。作品借用了中国画的表现语言，构图生
动，场面热烈，洋溢着欢快而美好的气氛。“一辆马车上的文
化工作队”被这幅画恰到好处地诠释了；董从民的作品《收
信》，表现乌兰牧骑队员收到总书记来信时的喜悦情景，十分
契合主题。作为油画家，此次作者采用了中国画的方法，这
种探索和尝试也是值得肯定的。

哈斯朝鲁的中国画《草原放歌》以山水画的形式表现乌
兰牧骑的主题，可谓匠心独运。作品构图宏大，视野开阔，大
面积的绿色将盛夏草原的绿浪滚滚描绘得淋漓尽致。鲜花
盛开，牛羊遍野，一片生机盎然。中景处一辆乌兰牧骑的大
巴车正在穿越草原腹地，将乌兰牧骑的主题点明。同样是表
现乌兰牧骑在演出路上，画家胡德尔的中国画《演出路上》与
《草原放歌》截然不同，这是一幅情节性的作品，描绘了乌兰
牧骑在旅途中艰难跋涉的场面：马车陷在了泥泞的路上，大

家齐心协力，各司其职，就连女演员推起马车来也毫不逊
色。作品构图跌宕起伏，人物动态生动夸张，充分表现了乌
兰牧骑不畏艰苦、服务基层的奉献精神。

此次展览中，有不少作品表现的是乌兰牧骑队员候场时
的情景，如林旺的中国画《草原文化轻骑兵》和经冠一的中国
画《乌兰牧骑——候场》。前者采用工笔重彩的形式，在仪式
化的构图中，深入细致地塑造了 6个乌兰牧骑女演员的群
像。作品人物刻画十分成功，女演员们不但美丽大方、端庄
优雅，而且精神饱满，洋溢着一股淳朴、自信的气息。后者采
用水墨写意的形式，通过情节性的画面，表现了乌兰牧骑演
员候场的情景。画面上有的人在交谈着，有的人在望着远
方。3位女演员在整理梳妆，有说有笑。画家虽然只是截取
了演出之前的一个瞬间，却让观众通过画中人物的视线，看
懂了画面之外的东西，使作品在充满生活气息的画面中表达
了乌兰牧骑的主题。

女画家要红霞的中国画《乌兰牧骑到嘎查》，作品没有正
面表现乌兰牧骑的演出与生活，而是通过对乌兰牧骑所用的
演出场景、设备和道具的描绘，从一个侧面表现了乌兰牧骑
的主题，体现了画家独特的视角和构思的巧妙。整个画面被
纵向分割成4个大小不同的区域，每个部分都画着不同色系
的不同场景，看似不同的场景之间又有着内在的联系。画家
仅仅只是描绘了演员们堆放的演出服装和乐器、蒙古包内的
桌椅、演出过后空无一人的场地和几把叠放的塑料椅子，以
及乌兰牧骑巴士在路途中的身影，巴士的反光镜上还绑着一
条白色的哈达，画面中没有出现一个乌兰牧骑的演员，但却
通过这一系列的场景和道具，表现了乌兰牧骑虽然演出条件
简陋，演出奔波劳累，但是队员们执着的是乌兰牧骑精神本
身，为广大牧民送上欢歌笑语，带来文化与知识。

青年画家张可扬的油画《舞动草原的巴尔虎乌兰牧骑》
是整个展览最为优秀的作品之一。作品表现的是乌兰牧骑
为牧民表演节目的场景，但作品构图大胆独特、主体突出。
画面正中以特写的形式塑造了一位正在舞动着的女演员形
象，演员身着大红色的蒙古袍，宽大的裙摆占了大面积的画
幅，非常突出和夺目，很好地烘托了主题。作品用色鲜艳、明
丽，笔触豪放泼辣，挥洒自如，写意性的油画语言让画面中的
女演员真的舞动了起来。画面周围是观看演出的牧民，有拿
着手机拍照的，有开心鼓掌的，有跟着音乐起舞的……这幅
作品充分地展现了当下乌兰牧骑的精神风貌以及牧民幸福
美好的生活；青年学子李梦桐的油画《最美的沙漠在夏天》，
表现了乌兰牧骑在那达慕上演出时的热闹场景，画面中的人
群形态各异，有抱着小孩的妇女，有忙着拍照的外国游客，有
站在车顶拍照的摄影师，还有卖气球的商贩，以及远处的建
筑物、广告牌，作品既表现了乌兰牧骑的主题，又从一个侧面
反映了今日草原的真实生活，具有时代气息；青年画家程非
的油画《吉祥草原》，是一幅看似平淡、实则具有表现力的作
品，画家采用写意的手法，描绘了草原上乌兰牧骑演出时的
情景，绿色草原上有几个舞动着的身影，丰富多变的线条将
女演员们扭动的身姿，表现得富有韵味。观赏此画，仿佛听
到了马头琴悠扬的琴声，闻到了马奶酒的清香；雕塑《醉琴》
表现了一位正在演奏马头琴的乌兰牧骑队员肆意洒脱的身
姿，作者充分发挥了雕塑的表现力和语言魅力，人物动态生
动夸张，充满激情，富有张力，虽然是瞬间定格，但却是一件
值得回味的、很有力度的雕塑作品。

此次“弘扬乌兰牧骑精神——内蒙古乌兰牧骑主题美术
作品展览”，通过众多优秀作品，生动地诠释了乌兰牧骑“扎
根基层，服务人民”的理念，让观众对乌兰牧骑不怕苦、不怕
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有了更深层次的体会。此次
展览让乌兰牧骑昨天的回忆变成了激励和鼓舞人们前行的
力量，让乌兰牧骑精神更加深入人心。展览开展后，观众络
绎不绝，好评如潮。相信乌兰牧骑精神定会薪火相传，生生
不息。

画笔挥洒乌兰牧骑精神画笔挥洒乌兰牧骑精神
——“内蒙古乌兰牧骑主题美术作品展览”述评

◎海薇

（本文图片为“内蒙古乌兰牧骑主题美术作品展览”
上的画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