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
闻传播学院鄢冬副教授编
剧、导演的话剧《山楂妈妈
的远方》，于日前在内蒙古
大学南校区小剧场成功首
演。该剧由鄂尔多斯市准
格尔旗乌兰牧骑队员李
斌、通辽市科尔沁区文化
馆演员刘家鹏以及内蒙古
大学学生共同出演，为观
众呈现了一场心灵碰撞的视听享受。

话剧《山楂妈妈的远方》的艺术特
色之一在于题材上的特殊性，这是一
部描摹作家生活的话剧。该剧讲述了
一位怀揣文艺梦想的农民与众位作
家、艺术家发生的摩擦、碰撞和交流，
最终赢得众人尊敬并成为一名诗人的
故事。从作家的主体身份出发，又能
运用旁观性视野，以第一与第三人称
的视角来观察作家，使得该剧赢得关
注。

话剧《山楂妈妈的远方》以“艺术
和生活”为戏剧核，是一部兼具讽刺、
幽默与温情为表现风格的话剧。该剧
的人物性格丰富：有率真明朗、命运多
舛却依旧热爱生活并勇敢逐梦的女主
人公李雨燕，桀骜不驯、敢爱敢恨的男
主角羊夫，敦厚喜感、敬业务实的班主
任夏先生，油腔滑调、活泼逗乐的搞笑
担当有才，多才多艺、正直自恋的唱歌
爱好者奥特，视儿子为生命、冷静理性
的母亲陈莉，富有青春气息的浪漫主
义者小云，风风火火的东北俏佳人二
妮，善良、质朴、孝顺的雨燕儿子等，他
们围绕作家学院这一群体发生了众多
悲喜交加的故事。

该剧线索清晰，矛盾冲突明确，围
绕李雨燕与羊夫的爱情、李雨燕与众作
家的身份认同两个矛盾展开。剧目开
篇呈现了作家学院学生们的困惑和迷
茫，班主任夏老师苦口婆心的劝说也无
济于事后，只能失望离场。女主人公李
雨燕以旁观者的身份入场，看到作家们
颓废的状态难过至极，她不理解为什么
大家要混沌度日。幻境与现实、虚假与
真实交织于舞台上。怎样才能成为作
家？群体认同与自我认同的矛盾闪现
其间。常人看来，作家是神圣的职业，
而在这部剧当中，李雨燕的出现告诉观
众，作家并不像圣人一样离我们很远，

农民也可以成为作家。
第二至第三场，该剧

围绕李雨燕群体身份认同
与自我身份认同两个过程
的实现展开，群体认同的
过程主要通过李雨燕与陈
莉、羊夫、二妮三人矛盾冲
突的解决予以实现。羊夫
与李雨燕第一次相遇的定
睛一瞥，就在彼此心中播

下爱情的种子，二人朦胧的爱情宛如
丝线，既绵长又脆弱。善良的雨燕与
舍友陈莉分享《母亲》杂志的征稿喜
讯，使得正处于创作瓶颈期的陈莉燃
起嫉妒之心。二妮出于对羊夫的喜
欢，对李雨燕一直心有隔阂。因此，陈
莉、羊夫、二妮三人共同联手，调查《母
亲》杂志的真假。在第四场中，编剧让
矛盾冲突升级爆发至最高点，三人经
过调查得知该杂志根本不存在，在众
人面前揭开了“真相”，所有人陷入到
对李雨燕的怀疑与失望之中。第五
场，李雨燕儿子的出现改变了这一潭
死水的状况，原来“假杂志”是儿子借
稿费之由让母亲接受自己的供给而伪
造的。真相大白，温情使得李雨燕与
众人对生活重拾希望，每个人都继续
追寻着自己的梦想。李雨燕农民作家
的身份终于得到大家发自内心的肯定
与承认，爱情与友情、理想与现实、质
疑与信任等人生的命题在这里得到了
解释。

该剧艺术特色之二在于舞台的极
简呈现，导演擅长用关键要素将情节
层层推向高潮。一本《母亲》杂志，设
置悬念引发大家疑问；一封信，解开了
所有谜团与误会，让观众恍然大悟；一
首诗，《山楂生活》是雨燕对生活的真
诚告白，生活就像吃山楂，不仅清新甜
蜜，也会酸涩味苦，点明主旨。

在舞台布景与灯光音效方面，该
剧遵循简约精炼的原则，打造虚实结
合的舞台风格，在满足剧情的基本需
要之上，追求自然唯美之感。

“我本来以为，生活在无望的泥沼
中还要眺望太阳的姿势是孤独的，但
你们让我知道，每一个太阳底下的普
通人都渴望奔向远方。”这是李雨燕对
生活的真情告白，也是我们每一个人
对生活的期许与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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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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梦笔生花——当代语境中的文人艺术》
第二回展在北京杏坛美术馆举行。美术馆环境幽
静，20余位当代作家和诗人群体的60余幅书画作
品，被错落有致地用心陈列。文学家们的书画作品
令人赏心悦目，我看到不少熟人的作品，落笔行笔
都有个人的气质和风格，笔法的造型、字与字之间
的衔接，都有活灵活现的个性和特点，似乎让我看
到他们的精神和性情。

此次展览艺术家们与社会现实相结合，有对当
下社会现状的思考。杨争光书写字义
内容“天下为公”是立志为国的内容，宁
肯的参展作品《灵魂》在变与不变之间，
一如他的小说作品，继承传统又追求创
新。老树“窗外无飘雪，室内人数钱。”
有雪景映衬，“放下高原凌霄志，怀揣速
效救心丸！”在看病归途，看过他的绘画
作品，我相信越努力越有才华的真言。
白描书法功底道行深，在他用笔的方圆
和顿挫里能听到他的喘息和辗转，关仁
山一句“诗思间得道尘外逢”草书气势恢宏，内部奔
放外部张扬。

邹静之的隶书从形式上讲，有条幅也有横匾，
既朴素又有活力，邹静之作品《太平永年》浑厚有
劲，神采飞扬，就像他的戏剧作品一样，让人深刻感
受到他的艺术感染力，给人以强烈的冲击。艺术不
仅有潜移默化的作用，更源于他对生活的爱，他对
世事的关怀，形成他在艺术上脱俗雅致的风格。身
在琉璃厂附近观赏他的书法，《琉璃厂传奇》里的
人物一下从剧中仿佛跳出来，似乎还能听到他们心
跳的节奏，合着他的浓墨挥毫，让我感受到作者字
里行间的悲悯深情！刘恒楷书“笔走文学世界，心

游戏剧人生。”秀丽流畅，自然端庄。欧阳江河草书
抄录古诗苏轼《念奴桥赤壁怀古》和李白《登锦城散
花楼》，有古诗名句的荡气芬芳，让人看着就沁人心
脾。西川“山水”纸本水墨山线系列，通过笔墨的疾
徐和线条的粗细，塑造出画面形象的气质和内容。

被誉为“东方梵高”的陈子庄说中国画远看是
国画，分开看是书法，我通过这些纸质媒介，看到的
是文学家们心灵涌动的深邃思考！诗人车前子“大
烂漫之五”纸本水墨，传承着苏州画的写意神韵，画

笔勾勒层染相参，别人看来是随意的
乱涂，经过十多年的反复演练，他的画
作独辟蹊径，给人以生机盎然的感
觉。荆歌的小品之一和小品之二寥寥
几笔，既质朴天真又柔中寓刚。两位
女作家崔曼莉和葛水平的书画作品，
崔曼莉的画作看上去小家碧玉，“仙客
来”纸本设色风轻云淡，葛水平的“戏
剧人物”纸本水墨端庄秀丽，仅观赏她
们绘画的表面神韵，就能领略到别样

的女性风采。
擅长水墨艺术的兴安作品《穆天子八骏图》引

人注目，卡纸设色特别用心，以章草录晋人王嘉《拾
遗记》，他创作来自草原的马，那些马都有独特的生
命气质，不仅神态各异，姿势和表情都有故事有心
事，不是随意的涂抹绘画。几匹马组合也有讲究，
仿佛创作小说的运笔，有气在里面，或嘶鸣或叹息，
他将自己对草原对家乡的审美情绪投入到每匹马
的精神世界。瓷板画“八骏图”图案内容只有马，
我却也看到了人物和山水，润色特别充实鲜活，色
彩的配制和图案的布置上，彰显他独具匠心的笔
法。

文学与书画的携手
——“梦笔生花”书画展观后

◎鲁源

近年来，在国家相关政策的扶持
下，在互联网与数字技术的助推下，
网络漫画高速发展，原创作者涌现，
年轻用户占主流，发布平台从传统报
刊书籍转向网络，市场规模不断增
长，资本更趋理性，快看漫画、腾讯动
漫、微博动漫等平台努力布局产业。

中国网络漫画作品数量和质量提
升，优秀作品和漫画家的影响力增强。
其中，“老树画画”（刘树勇）和“小林”
（林帝浣）等人的作品几乎篇篇阅读量
10万+；战“疫”题材漫画等阅读量过千
万。“夏达”“吾皇的白茶”“老树画画”

“左手韩”“陈小桃momo”和林帝浣的
微博分别有约482万、477万、252万、
225万和数十万粉丝。老树和小林颇
早接触网络，80后的夏达、白茶、左手
韩和90后的陈小桃等都是伴随互联网
及移动媒体成长起来的青年漫画家。
网络漫画里这批“老树”“小林”，作品体
现出鲜明的特色，造型简洁写意，故事
幽默暖心，文字风趣有爱。

但网络漫画业还存在部分作品
包含低俗等不良内容，原创作品知识
产权保护不到位等问题，尚处于祛除
虚火、走向理性的转型期。所幸，中
国网络漫画森林逐渐告别野蛮生长
的丛林法则，一批优秀作者作品启发
我们，创作要深植文艺为民、扎根生
活、传承创新这三大根脉。

坚持文艺为民，源头更有活水

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的网
络漫画，既洋溢着积极温暖的导向力
量，也体现出人民评判的价值取向。

漫画凸显温暖励志的“治愈系”风
格。2021年4月，为庆祝湖北武汉“解
封”一周年，陈小桃再推热干面战“疫”漫
画续集。微信公众号“小林”于2020年
1月23日起发布战“疫”漫画《武汉加油，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作者小林以所
学临床医学里的名言“有时是治愈，常常
在帮助，总是在安慰”作为网络创作准
则。“街上的人很少，心里的人很多”“生
活给你这么多磨难挫折，只因你本就是
主角”……他的一批作品，以充满哲思的
文字配上寥寥几笔水墨漫画，在全国
200多家定点医院展出，也得到《中国艺
术报》微信公众号等媒体精选推送。再
如2006年诞生的“国民IP”阿狸、2007
年前后的张小盒系列等一批治愈系漫
画，网上传播十余年而热度不减。可见，
优秀的漫画已经逐渐成为现代快速紧张
生活里抚慰人心的一剂良药。

人民成为网络漫画的鉴赏家和
评判者。“笔墨当随时代”，比绘画技
巧更重要的，是得到当代人的感情共
鸣。“老树画画”等作品通俗易懂，不
设专业障碍，《小林漫画：人间治愈术》
等作品也受到粉丝追捧。大众直接
参与美术创作、进行美术批评，在网
络空间获得新的艺术审美体验，美术
与生活的融合不断深入。但是网络
漫画尚未受到学界足够重视，相关研
究寥寥。文艺创作和理论评论出现
了“内卷化”、圈子化、阁楼化的倾向。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
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出，“要高度重
视和切实加强文艺评论工作”，“运用
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
评判和鉴赏作品”。人民需要文艺，
文艺也需要人民，要把人民作为文艺
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党的十九
大报告中再次明确提出“以人民为中
心的创作导向”。每一部文艺经典的
生成都要经过时间的淘洗和人民的
认可。与人民心心相印、同向同行，
网络漫画艺术之树才能常青。

坚持扎根生活，根深方能叶茂

进入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更为强烈，文化需求日益增长、
不断升级，审美趣味更为丰富。与跟
风奇幻题材和模仿日韩欧美风格不
同，一批优秀网络漫画家的原创作品
转向表现中国故事、中国形象、中国
精神、中国文化。小林的漫画《幸福
不是拥有最好的一切，而是把当下一
切变得最好》中，一轮圆月下，绿林街
道畔，两位白发环卫工人吃着盒饭，老
大爷正用筷子给大妈夹菜。“如果你不
丑，那就是漂亮”“原以为风花雪月才
是景，到头来柴米油盐皆是诗”……
小林以“好好生活，慢慢相遇”为主题，
用中国水墨漫画讲述暖心故事，赴日
本参展“京都国际动漫节”；同名漫画
展与作品集现身澳门等全国各地。漫
画家白茶独创“喵星人吾皇”“汪星人
巴扎黑”，则用爱心展现“萌宠”生活。
网络漫画在生活和艺术表现之间建立

“漫”意，精巧展现职场家庭场景，生动
体现日常生活美学。

在漫画家笔下，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与现代人温馨相遇。老树和小林
等的漫画多采用水墨这一极具本土
特色的文化与艺术符号，加以有趣汉
字生发，体现诗、书、画、印同源的传
统。丰子恺的“古诗新画”

“大树画册”“恩狗画册”与
“护生画集”，都得到了不
同程度的当代传承。中国
二十四节气在 2016年正
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小林的一组水墨画在
申遗过程中成为跨文化传

播的重要助攻。老树和小林的漫画
频频现身央视《中国诗词大会》等节
目，展现了“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梅
子黄时雨”等中国传统文化的古雅醇
厚意境。

网络漫画家立足中国现实，植根
中国大地，用诗意诠释着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与日常见闻感悟，比如慕容引
刀两幅以霍去病、辛弃疾为主角的漫
画《新保护神》传递战“疫”力量。传
统写意造型，画不尽乡土民俗、故乡
家园，充满生活小情趣、大智慧。山
长水阔，画里相见。打捞尘封的时
光，升温丰子恺漫画韵味。世间如罗
网，水泥高墙下，脸朝向阳光，坚守纯
真善良的童心和赤子之心，体现“温
良恭俭让”等传统美德。

坚持中国画派，出新更能出彩

20世纪初，漫画这种兴起于西方
的艺术传入中国；20世纪60年代至80
年代，融汇水墨、剪纸、皮影动画等的

“中国动画学派”走出民族化道路。百
年中国动漫，产业重心已从纸质、影视
转向网络，内容及传播渠道正从价值
洼地向高地攀升。爱心、诗心、童心共
得民心，融合、网络、交流出新出彩。

美术与科技融合发展。2021年
4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到清华大学
考察，首站来到美术学院，并发表重
要讲话，指出“美术、艺术、科学、技术
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多
位漫画家所学和所从事的设计学即
是艺术与科技结合的产物，具有学科
交叉融合的属性。漫画家不设限

“界”和“圈”，在文学、摄影、书法等多
种艺术媒介和水彩、版画等不同画种
之间自觉汲取营养，在手绘、电脑和
数字动画间开拓创新。例如2006年
中国摄影家协会成立50周年之际，
表彰了刘树勇等“突出贡献摄影工作
者”。林帝浣作为中国摄影家协会会
员，2013年以来多次再版摄影书籍
《时光映画——镜头中的二十四节
气》。“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艺
艺跨界、艺文兼顾、艺工融合、艺管相
契，更能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

从笔端到云端，网络传承艺术风
格。相比中国画、油画、版画等大画
种，通俗易懂的漫画、连环画、海报设

计与速写、素描等“小画”，在网络传
播中表现更突出，成为网络文艺中的

“轻骑兵”。网络漫画更加轻量化、简
约风，适合移动端、碎片化的轻阅读
与快传播。老树常画戴帽子的长衫文
人，如长衫文人拿着手机，配上文字

“人生就像打电话，不是你先挂，就是
他先挂”。形象简约，自由“混搭”，穿
越于田园与都市、传统与现代、理想与
现实之间。寥寥数笔，拙中藏锋，这种

“简拙”体现了中国传统艺术手法和精
神，传承了文人画的情趣格调与造型
表现力，形成了独特的中国漫画风
格。近年来，网络漫画更是频频孵化
影视IP，例如《滚蛋吧！肿瘤君》《如果
历史是一群喵》《长歌行》《画江湖之侠
岚》等，同时融汇了当代丰富扎实的造
型艺术语言或电脑制作技能。

中国动漫百年，归来仍是少年。
网络漫画在漫画本体、传播平台、投
资机构、收益渠道、市场变化等方面
大力革新，稿件网络化、IP版权开发、
联动合作、海外发行等多种路径不断
拓展。在传承与创新、本土与世界的
融合中，国产动漫传承“中国动画学
派”精神，努力重塑“中国学派”之
路。复兴漫画“中国学派”，精髓在

“原创”。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
中国气派的精品力作是要义。从漫
画到动画、影视、游戏、乐园、潮玩和

衍生品周边，创作者们秉
持文艺为民、扎根生活、传
承创新的精神，使“老树”
发新枝，“小林”更繁茂。
只有艺术结构上不断突
破，影响力持续输出，文艺
茂林才能在社会主义文化
强国建设中迸发更强大的
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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