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冰风，出生于上世纪 60 年代，内蒙古本土
诗人，出版有《白鬃马》《草原的高度》两部诗集，
作品素以风骨峭峻、气概劲锐著称。刚刚捧读
到他的组诗《秋分辞》，是其一年多来扎实沉淀
推出的最新力作。我从中发现了一个震撼、两
个惊喜。

一个震撼是：13 首短诗有机链接，“吹奏”
出一曲铜管抒情长号式的多彩咏叹；两个惊喜
是：我透视和见证到了一次诗境玉化的历程和
光芒，体悟到了一位诗人温暖照人的现实主义
与浪漫主义有机交融的大家情怀。

细细品味，德国著名长号演奏家、作曲家、
指挥家塞巴斯·鲍德特的《著名咏叹调》，在心底
激荡回旋。长号的明亮恢弘与深沉婉转，在钢
琴不倦的流水和月光声的陪伴下，像深秋的长
风和苏醒的火山，浪涌般溢出心灵，升起、落下，
落下、升起⋯⋯

我惊叹于这正是一个如抒情长号咏叹调般
近乎完美的组诗结构，我惊喜于我的目光如凝
聚的光，穿透组诗的内蕴空间，发现了诗中深情
演绎的人生诗境跌宕起伏、一帧帧玉化的神奇
历程和内蕴光芒。

轻如一粒浮尘，在喧嚣的时空
随意飘浮
⋯⋯
纵然如此
四季的轮回，总会从大地
或天空 发出深沉或浩缈的歌吟
你可以是一粒尘，但你
无法阻止卑微的翅膀
伴随着岁月的荣枯和来去同频
震颤
今夜，我看见你的眼角
流下一滴泪
是白之露，抑或露之白

时维九月，白露践约。次中音长号声庄严
响起，穿越时空，渐入低音的凝重。开篇第一首

《白之露，抑或露之白》，开启了全诗咏叹的序
幕。在空灵唯美的调子中，“一粒浮尘”“震颤”
着，化作了心灵中凝结的一滴白露。诗境玉化
的情节由此壮阔展开。

接着，铜管加长了呼吸，诗境蒙太奇的视觉
冲击相继涌来。钢琴的激流也渐涌渐近，玉化
过程遇到了险阻，戏剧性的情节一幕幕动人展
开。

首先出现了两匹骏马，“一匹漆黑，一匹雪
白”，如两束快闪的华彩，但“凝脂的皮肤上划
出/一道长长的伤痕”“那一往无前的奔腾心动，
化作了马头琴弦上绝尘的喧滞”。好在有“马头
琴声”传来，“动人的长调”依在，“让两匹马和躲
在暗处的野生小动物同时竖起耳朵”。这两匹
骏马的心路，分明就是诗境艰难玉化历程的精
妙写照。在这里，现实主义的情怀得到绚丽彰
显，夜光下、寒风中，两匹如玉的骏马成为顽强
的精神坐标。

随之，“乌云密布，压垂了夜幕/天边正酝酿
一件大事”，在诗人的灵视中，玉化的诗境再次
笼罩不测，而“久旱不雨的茫茫原野”却“期待惊
雷炸响的耳鼓，比一阵轻风更急迫”。但最终，
暴风雨竟然“无声无息败退了”。回想着瞬间即
逝的闪电，诗人发出了质问：“黑暗中，是谁割断
了闪电的喉咙”。这质问何尝不是诗人心底的
闪电。

《秋分辞》作为主题诗的出现，标志着诗境
玉化在经历“伤痕”和“乌云”“夜幕”之后的初步
实现。铜管声奏出兴奋明亮的岩浆般的激情，
诗人在欣喜之时，不忘揭示“泥土的果实喂饱了
所有饥渴的嘴唇/白云的纱巾抚慰着所有依然
在途中漂泊的身影”的深厚情怀。此时此刻，在

“秋分”面前，诗人静静沉浸在心灵获得自由后
的“时光之美”中，心灵比任何时候都阳光自
由。这“时光之美”不恰恰是诗境玉化的完美境
界吗！

到这里，咏叹调式的三层结构似乎已经完
成，但诗人显然并未尽兴，而是转身回望，让乐
曲再次回旋起来。低音的铜管乐声潜入心灵，
如往事絮语的潮水，一浪浪闪回传来。《五月纪
事》，一段刻骨的心灵记忆的回放，抑或巧妙点
明了诗境玉化的真正诱因；《深秋的黑胶唱片》，
是“一场挥之不去敲打心扉的细雨”和内心珍藏

的无数次回忆的漫步；《夜色，有无数重⋯⋯》，
展现了诗境玉化前夜审美的“挑剔”心情。

至此，镜头一转，诗情的场景又陡然摇移至
飞雪的北部小城，华彩的亮色调高了温度，一首

《阿尔山：繁华落尽的人间烟火》，使诗境在漫漫
长夜中回归于“一家人围炉夜烤的生活”，脚步
也“重新变得从容而淡定”。这“人间烟火”的从
容生活，恰如玉石品性的洁净至美，令人着迷神
往！

令人着迷神往的更是诗人心灵与精神的玉
化。于是又有了《寒冷，点燃我内心的火焰》，这
显然也是一首主打诗。铜管纯粹的金属之声如
心灵的火焰，傲然划过长空，“那白色的焰火/源
于骨骼深处的洁白”“白色的焰火，从生命深处
点燃”“体温恰恰是在此时骤然上升”，玉化的诗
境有了密实洁白的钙质的底蕴，同时浸润了幼
时家乡“老窑洞及石头墙”乡情的体温，玉化历
程在多重回忆的浸润中，有了美玉“包浆”的情
缘和温度。

正当玉化的历程圆满完成、淡定的心情悠
然弥漫之际，不测险情再次降临。钢琴声戛然
而止，亮丽的长号声陡然中断，一次《透明的伏
击》防不胜防，透明的玉质遭遇到“道貌岸然”的

“透明对你的一次最完美的伏击”。
至此，诗人玉梦重醒：玉化仅仅是玉化本

身，在现实中所有的事物都需要“迂回”，透明之
玉的诞生也不例外，而例外的只有“岁月”。在
岁月的咏叹调中，每一个人仿佛就是如蝉的一
生，也是如玉的一生，抑或蝉本身就是一块会歌
唱的玉，玉本身就是一枚透光的蝉，“不为飞
翔”，只为“化作对光明的歌唱”。

当我遭遇人生的至暗时刻
一想到泥土中的蝉蛹
浑身又重新充满不竭的动力

高光亮起，一场盛大的心灵之旅的咏叹调，
一次惊心动魄的诗境玉化历程，在清澈透亮持
久的铜管乐声中，在阳光下蝉鸣的合唱声里，圆
满落下了重重的大幕。

其实，每个诗人自身的“修炼”，都会经历长
期玉化的过程，玉化程度决定了诗作的品质。
冰风是新时代内蒙古走向全国的诗人之一，他
在创作中对内蒙古特质的挖掘和揭示历来犀利
深刻，这一次的深情咏叹，再次实现了其诗情燃
烧与演化的升华。

我以为，新时代诗坛应有如下的思考：
一是新诗以怎样的姿态走向未来。有识之

士一直有深入展开新诗未来走向探讨的意愿。
强劲的主流认识和精品力作的推出，需要更多
主流平台、实力阵容的鲜明支撑。

二是怎样树立更多的典型和榜样，怎样推
动学术批评的复兴，从而有效引导创作方向，实
现诗坛“不断代”的大计，这是弘扬诗坛、诗人、
诗作真正玉样品质的长久关键要点所在。

这组诗也有可以尽最大努力去完善的地
方：如，根据音乐意识和感觉的引领，可再做些
节奏微调，让组诗更加凸显旋律荡漾和回响上
的完美。

感谢诗人冰风，因了你，此刻内心有诗如
玉，有玉如歌。玉的光芒、温度和美好的夜色、
乡情、生活、诗意，在长号明亮浑厚的浪涛声中，
一起同频闪烁、幸福映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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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心底激荡回旋的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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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德莱尔在《哲学的艺术》中认为：“每一种艺术都表现出
侵犯邻居艺术的欲望。”某种程度上，电影之于游戏，正自表现
出这样的“侵犯”态势。

近些年来，“影游融合”的电影创作模式渐趋流行，从国内
《古剑奇谭之流月昭明》《微微一笑很倾城》《真·三国无双》，到
国外《生化危机》《古墓丽影》《头号玩家》等等，基于游戏 IP 改
编的影片相继亮相，带给观众有别于以往传统电影的观赏体
验。

不可否认，游戏是互联网时代传播效果强大、传播范围广
泛的娱乐工具，也是具有极大经济效益与盈利空间的文化产
品。此种形势下，电影创作向其借力，积极走影游融合发展之
路，既可以蹭 IP 热点，减少宣传营销成本，同时，又能够丰富
自身的素材来源，以此巧妙规避好剧本缺乏给电影创作形成
的掣肘。

不过，影游融合也是一把双刃剑，相关电影创作者若是
拿捏失度，则可能弄巧成拙，得不偿失。就拿今年“五一”档
由同名经典游戏改编的影片《真·三国无双》来说，其演员阵
容可谓“星光”灿烂，上映档期倒也赶趟，然而结果事与愿
违。豆瓣得分区区 4.4 分，票房收入仅仅 1000 余万元；与此
同时，在豆瓣评论区中也充斥着类似“一部根据历史改编的
小说改编的游戏改编的电影”“毫无悬念的烂片”这样的讽
刺评论。

尽管，游戏改编的影片中，并非所有都像《真·三国无双》
这样陷于折戟沉沙境地，不过，能够很好地赢得观众认同，一
跃而成为票房“黑马”的影片，似乎也不怎么多见。或许，对于
一些影迷而言，游戏改编电影这种商业“类型”，有成为“烂片”
代名词的危险。若真如此，那可不利于电影行业的创新与可

持续发展。
电影是视听的盛宴，可视听盛宴的外壳下终究得要有电

影艺术的革新元素令人耳目一新，尤其最好有一个能打动人
的故事引发观众共情与共鸣。在此意义上，对于游戏改编的
电影，仅凭刻意营造的视听奇观，毕竟无法掩盖故事内容的平
庸与尴尬。而事实上，由于影游融合趋势在我国出现时间较
短，相关电影创作人员的经验积累尚欠丰富，以至于一些游戏
改编的影片“炫技”有余，“故事”的内核不足。也可以说，“拿
来主义”有余，创新创效能力不足。

相比之下，国外相对成功的经验值得借鉴。斯皮尔伯格
在商业上大获成功的影片《头号玩家》，虽然确实讲述了一个
关于电子游戏的故事，影片的叙事结构被清晰地分割为 3 场
不同类型的游戏挑战，却有意识地在电影的形式层面排除了
任何可能具有“游戏性”的视觉语言，比如始终避免使用游戏
角色的“第一人称”视点镜头。像这样注重将游戏与电影较好
地“融”起来，而不只是简单“合”在一起的处理方法，国内电影
创作者若想学会创造性地“再现”游戏，则不妨从中仔细琢磨，

“举一”而“反三”。
事实上，影游融合不只体现在以游戏内容为传统电影所

用，基于电子游戏本身的可交互
性，游戏改编的电影还可在呈现
方式上付诸探索与实践。那种由
观 众 选 择 剧 情 走 向 的“ 互 动 电
影”，有别于单向传播媒介的传统
电影，一定程度上倒是契合游戏
的参与特性，或许不失为影游融
合的可行探寻趋势。

别让游戏改编电影成为烂片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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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实主义题材电视剧《经山历海》——

描绘山海巨变的时代画卷
◎张瑞坤

著名导演杨亚洲执导，雷娟编剧，张国强、王丽坤、邹延威、侯岩松、高珑
珂、刘芳毓领衔主演的现实主义题材电视剧《经山历海》于日前在中央电视台
综合频道黄金时间圆满收官。该剧是继《跨过鸭绿江》《觉醒年代》之后又一
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的献礼剧。该剧聚焦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
两大时代主题，讲述了性格直爽的市区干部吴小蒿为了梦想毅然报考楷坡镇
副镇长，入职后与经验丰富的镇长贺丰收深入群众、扎根基层一起工作、奋斗
的平凡故事。该剧以小切口反映大主题、小人物反映大时代、小故事反映大
情怀的艺术创作手法，诉说了基层党员干部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无限忠
诚，反映了基层党员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治情怀，书写出一部鲜活
的当代基层史。

小切口反映大主题

电视剧《经山历海》以乡镇基层党员干部之间的互补共进关系为切入点，
反映出基层党员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治情怀。广大基层党员干部
是党在基层执政的主体，是与群众接触最多、离群众最近的人，他们的一言一
行直接影响到党员干部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密切关系，是反映党的作风建设的
一面镜子。电视剧《经山历海》中的主人公吴小蒿和贺丰收任劳任怨、甘于奉
献，为楷坡镇的发展按下“快捷键”。电视剧塑造了一群饱满的基层人物，吴
小蒿、贺丰收等只是千千万万基层党员干部的缩影，正是这些基层党员干部
始终保持着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无私奉献的优秀品质，折射出中国共产党
人的初心和梦想。

在电视剧中，吴小蒿原本在隅城区政协文史委工作，她通过乡镇干部
遴选考试，考取楷坡镇副镇长。她工作报到第一天竟然忘记女儿（点点）的
存在，把女儿忘在车里，差点酿成大祸。随后，石屋村的异地变迁、安澜村
的小冷库爆炸、平湖村的移风易俗等一桩桩与百姓息息相关工作的推进，
把“没有工作经验”的副镇长历练成“乡镇干部的楷模”。贺丰收作为经验
丰富的乡镇基层干部代表，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工作强人”。工作中，他作
为“一镇之长”，面对“人情”与“原则”之间的矛盾，也曾愁闷难解；生活中，
他作为单亲爸爸，面对青春叛逆期的儿子（贺铮）束手无策。“一正一副”组
成风格迥异的“乡村振兴”的工作搭档，一路过关斩将，同心协力，带领百姓
走向脱贫之路。

小人物反映大时代

人物是电视剧创作过程中的重要“意义载
体”。电视剧中人物性格的彰显、人物情感的交
融以及人物命运的走势是表现作品主旨的内在
肌理。电视剧《经山历海》从小处着手，以“小人
物、大主题、大情怀”为创作理念，运用宏观与微
观相结合的叙事手法推进剧情发展，节奏张弛
有度，时空纵横交错，展现出大时代背景下的个
体命运、行业兴衰、社会发展与国家进步。在电
视剧《经山历海》中，年轻知识女性吴小蒿：在百
姓眼中她是为人民服务的好干部；在父母眼中
她是永远长不大的孩子；在丈夫眼中她是娇气
可爱的妻子；在孩子眼中她是温柔善良的妈妈；
在同事眼中她是一位雷厉风行的乡镇领导。正
是这样一位“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的基层

党员干部扛起发展乡村、振兴乡村的时代大旗，体现出基层党员干部的使命
与担当。

小人物连接大事件，小事件彰显大主题。在电视剧《经山历海》中，剧情
围绕“山”与“海”展开交互叙事。在地理空间层面，“山”和“海”指的是高山与
大海。在现实生活层面，“山”和“海”指的是乡村振兴道路上的艰难险阻。

“山”代表着经济相对落后的石屋村，“海”代表着经济相对富裕的安澜村。乡
村振兴的道路上，无论是落后的石屋村，还是富裕的安澜村，都将面临着转型
发展的时代考验。石屋村从“异地搬迁项目”到“种植金银花项目”，安澜村从

“小码头养殖项目”到“海洋牧场项目”。这些“惠民项目”的实施都是时代发
展的产物。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吴小蒿、贺丰收、
周斌、慕平川、刘贤达等楷坡镇基层党员干部把百姓内心向往的美好生活作
为工作的奋斗目标，正是在这种大时代、大情怀的驱使之下，楷坡镇百姓最终
走上幸福之路。

小故事反映大情怀

电视剧《经山历海》通过“小故事、正能量、大情怀”的创新表达，将当下中
国新农村的真实面貌与基层党员干部的真实生活展现在电视荧屏之上，将真
实生活中的基层党员干部融入情感叙事之中，讲述基层党员干部扎根基层，
努力工作，无私奉献的感人故事，进而彰显故事背后的时代情怀。

在电视剧《经山历海》中，我们除了看到吴小蒿与贺丰收两位主人公的变
化与成长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带病工作的党委书记周斌，他临终前还依然
牵挂着楷坡镇的百姓；作为改革开放先富起来的代表安澜村村支书慕平川，
为了落实“碧海行动”同意炸毁小码头的故事；倔强耿直又爱面子的石屋村村
书记刘贤达，动员全村村民义务照顾“傻聪”的故事；石屋村 80 多岁的老党员
花鼓爷爷，为了传承石屋村的红色基因，用实际行动保护着“楷树”的故事
⋯⋯正是这一位位尽职尽责的基层党员干部，一件件感人的故事，记录下基
层队伍工作的实干历程，让观众进一步感受到基层党员干部工作中的酸甜苦
辣，映射出基层党员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治情怀。

经历山海方春暖，守得云开见明月。现实主义题材电视剧《经山历海》将
镜头聚焦基层党员干部，记录乡村振兴中石屋村、安澜村、平湖村在转型发展
时期的巨大变化。谱写出一曲基层党员干部的奋斗之歌，描绘了一幅乡村振
兴的生活图景。概而言之，该剧是一部新时代情境气象、新时代精神气韵、新
时代人物气质的精品力作。

白敖敏

摄

（本文图片为电视剧《经山历海》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