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浩是内蒙古文博事业的开拓者，也是
内蒙古自治区第一代雕塑家。他的雕塑创作
是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的。他早期最具
代表性的作品是1956年为内蒙古博物馆建
筑外顶上创作的腾飞的大白马雕塑。这件作
品不但是文浩的代表作，也是内蒙古博物馆
的标志性形象。洁白的骏马和内蒙古博物馆
洁白的建筑一起，一经落成即成为呼和浩特
的地标性建筑，也成为无数内蒙古人心中的
美好记忆。

新时期开始，文浩的雕塑创作迎来了新
的春天。当年9月，内家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了《文浩雕塑选》，收入其各个历史时期创作
的代表性作品45件。我国现代雕塑的开拓
者、著名雕塑家刘开渠先生在给文浩的信中，
对他这个“从未进过专门学校，也未受过专业
训练，只是在党的关怀下，经过自己努力学
习，坚持业余创作，达到了这样好的艺术水
平”，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文浩雕塑创作的题材内容大多取自内
蒙古的历史文化和现实生活，如革命先烈、英
模人物，工、农、兵及各行各业的人物形象。
他采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和写实的雕塑语
言，塑造了众多朴实亲切且具有时
代精神的人物形象。文浩善于通
过典型的生活场景和生活细节来
塑造人物，表达主题，如作品《汲
水》《草原小姐妹》《爱畜如子》《土默
特一家人》《拾蘑菇的牧童》《二人

台》等，作品细节饱满，人物形象生动自然，造
型结实有力，雕塑语言朴实自然，都是十分成
功的作品。在文浩为数不多的群像作品中，
《学习》尤值一提，作品以钢城包钢为题材背
景，采取整体而又富有节奏感的造型，成功地
塑造了五个炼钢工人的形象。五个炼钢工人
个性鲜明，特征突出，体现了民族团结的主题
和鲜明的时代风貌。文浩尤擅肖像雕塑，在
这一领域他创作了许多优秀作品。如《王若
飞》《共青团书记赞登》《劳动模范莫尔格策》
《老马头琴手——色拉西》《民间艺人毛依罕》
《婚礼之前》等。

文浩生前最后的雕塑创作，是他呕心沥
血完成的北方民族历史人物系列。从1985
年开始，文浩历时五年，完成了100个北方
民族历史人物的肖像雕塑。这是一个北方
民族的群英谱。他们都是不同历史时期中
对推动历史进步和科学文化的发展做出过
重要贡献的人物。1992年这批作品结集为
《文浩历史人物雕塑注史》由内蒙古画报社
出版。“注史”以人物形象雕塑和人物生平文
字介绍相结合的新颖方式，对北方民族的历
史文化进行了通俗而又形象的诠释，受到广

泛好评。
文浩的这些优秀的雕塑作

品，成为内蒙古美术园地一笔珍
贵的财富。2005年 10月，文浩
女儿将父亲生前最后一批雕塑作
品捐赠给了内蒙古档案馆。

雕塑光阴
◎王鹏瑞

10 执行主编：范永 责任编辑：许素红 版式策划：纪安静 制图：安宁 2021年7月22日 星期四 文艺评论文艺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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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张电视剧创作要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是基于目前
的一个现实问题，即“好看的电视剧太少了！”一方面是近年
来类似《闯关东》《亮剑》《士兵突击》《大宅门》等现实主义经
典之作少有出现；另一方面如古装剧《花千骨》《三生三世十
里桃花》《楚乔传》这类故事背景随意化、情节发展任务化、角
色定位游戏化、画面造型虚拟化的作品领尽风骚；再如《甄嬛
传》，虽然让人们“看了又看”，但其思想担当似乎缺失了一些
重要的东西。那么，缺失的是什么呢，是深度的道德体验，是
对社会问题的深入思考，还是对社会发展规律的准确把握？
如果尊重艺术创作的经验，那么，现实主义原则就可以帮我
们找到答案。

悬念有根，思想才有力量

说实话，观众追剧主要是故事或演员具有吸引力。故事
的吸引力主要在于悬念，悬念的吸引力，是真实性与构思巧
妙的合力。毕竟，催生观众对情节发展和人物命运的“特别
关切”，剧情虚假是不行的。因而，悬念有根，故事才可信，思
想才有力量。这个根，就是生活逻辑、情感逻辑、思想逻辑体
现出来的取决于现实生活的真实性。

审美经验证明，电视剧中，当人物的一切都能证实其教
养和生活环境时，他（她）才是真实可信的。所以，看一个人
物是否塑造得真实，就要看“使这个人物之所以成为这个人
物”的外因与内因。如果一个人物出现在剧情中是30岁，那
么，他（她）的言行举止必然带着以往30年生命的烙痕，即“个
性”，这样，作为“熟悉的陌生人”形成的悬念才真实可信。

看电视剧《潜伏》，主人公余则成与陈翠萍的命运走向是
最大的悬念，围绕着大悬念又出现了一个个小悬念，而悬念
的落定则取决于人物性格的发展。比较二人的性格不难发
现，陈翠萍命运的悬念显然比余则成更可信，因为她是带着
以往全部生命历程出现在观众面前的。作为农民出身的游
击队长，她朴实、倔强、率真、自信，却因过不惯官太太的生活
闹出了一些笑话，从把睡衣当外衣穿到叼着烟袋抽旱烟，从
盘着腿往席梦思上坐到穿上旗袍就不会走路，这些细节都曾
危及到她，可能暴露身份。但当她自告奋勇要狙击险恶的特
务头子陆桥山时，悬念也令观众提心吊胆。然而，游击队长
就是游击队长，临危不惧、机智过人、沉稳过人、枪法过人等
品性，使她在复杂情势下胜利完成了任务。而这一切，无疑
都是她独特的“教养”和“生活环境”造就的对敌斗争的潜力
和能力。于是，悬念导致的结果才令人叹服。

无论重大革命题材还是谍战题材，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
型人物，都是现实主义电视剧的灵魂。悬念能否紧系时代脉
搏，紧系人物命运等诸多因素，则是检验主创人员哲学思辨
能力和美学担当是否弱化的尺度。

要在“真”与“正”之间发力

在电视剧创作中，只有具备了“真”的品格，“正”才有价
值引导性；只有具备了“正”的品性，“真”才有现实批判力和
针对性。一种理论只有说服人，才能掌握人，电视剧何尝不
是如此。所以，处理好“真”与“正”的关系，不仅是现实主义
创作的美学担当，也是诠释“生活本来的样子”与“生活应有
的样子”之间关系的首要任务。

在电视剧《跨过鸭绿江》里，刚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为什么要派兵“抗美援朝”？这是一个剧情中必须讲清楚的
大问题。从国际形势看，以欧美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与以
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正在进行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
的博弈。朝鲜与南韩的战争对于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
发展的中国，就不仅仅是一个“邻居家的矛盾”了。从国内形

势看，美
国 为 了
巩 固 在
亚 洲 的
既 得 利
益，不仅
搅 动 其
联 合 国
军 队 发
兵朝鲜，
而 且 插
手 台 湾

问题，这就触及到了中国的根本利益。本着“人不犯我，我不
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跨过鸭绿江势在必行。
经历了八年抗战、四年解放战争、刚刚成立一周年的新中国，
一穷二白，百废待兴，如果抗美援朝，就要面对军事实力无比
强大的联合国部队，那是巨大的压力。于此，从党内形势看，
是否出兵，意见也不统一。怎么办？看到这里，“大国担当”
几个字就会闪现在脑海里。70年前，积贫积弱的大国和今天
繁荣富强的大国相比，无论硬实力还是软实力，都不能同日
而语。但当时为什么还要抗美援朝呢？其答案显现出的便
是“正”向的思想引领。

曾几何时，《甄嬛传》与1987年版电视剧《西游记》是各
大卫视重播率最高的电视剧。而现在，《西游记》依然在播，
《甄嬛传》却不见了，为什么？深究原因，会发现一个事实，剧
本的编写技巧是不错的，悬念迭生、丝丝入扣、扣人心弦；演
员的演技是不错的，不要说男女主角扮演者陈建斌和孙俪，
即使配角苏培盛的扮演者李天柱，其表演都无可
挑剔；同时，服装、化妆、道具与声光电，其质量也
是非常高的；即使音乐也因刘欢的加盟而锦上添
花。但就在一系列“不错”的基础上，剧作的主题
思想却出了问题。纵观甄嬛的一生，从一个善良、
清纯、诚实的姑娘，经过76集剧情的发展，最终变
成了一个无恶不作的皇太后。她的命运虽不乏对

封建专制集权的批判，却渐显出一个明确的主题，即“学坏
吧，不学坏，没法活”，这是绝大多数观众都会意识到的非正
向的思想倾向。

当然，不论把《甄嬛传》视为古装戏还是历史剧，在揭露封
建王朝的道统和阶级压迫等方面不乏真实性，就作品批判现
实的深刻程度也有目共睹，只是主人公甄嬛的性格发展和命
运结局却背离了“明德，以引领社会”的艺术宗旨。因为，地基
挖多深，是由建筑物要搭建的高度决定的。只有深度，没有高
度，地基就变成了大坑。同理，批判的深度只有与引导性的高
度匹配，深度才有意义。即使批判的对象具有一定的“真实
性”，而缺乏“正确性”思想引导，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实主义
作品。因为任何已然性都蕴含着可然性，而可然性预示的事
物发展趋势，是要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即使社会规律是“波
浪式前进”，也是在前进；“螺旋式上升”也是在上升。所以，现
实主义创作中也会有正向的理想主义因素，这是健康精神高
涨时，不可避免的。

如此看来，一部作品能否揭示事物本质和社会发展规
律，离不开植根生活的艺术想象力。而想象出来的结果，不
仅标识着作者的思想深度，而且还标识着作者的思想高度。
即使是批判现实主义作品，这样的深度和高度也应相辅相
成，深度，追求理性即真；高度，追求理想即善，二者结合起
来，现实主义的力量就会引导人们向上向善。

就历史题材而论，“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强调的是在保
证主要人物和主要事件必须真实的前提下，拥有艺术想象的
自由。前提是，历史，不能胡编滥造，否则就难以承担“学史
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的时代责任。

不诚则不独，不独则不彩

诚，是指诚实的创作态度；独，是独特、独有的创作资源
和创作对象；彩，则是艺术创作的结果和社会效果。坚守现
实主义创作原则的根本，在于艺术家的创作态度，只有“诚”
的态度，才可能尽享独特的
艺术资源，捕捉到“独”有的
创作对象，生成“彩”的艺术
效果。因为，世界上没有两
片一样的树叶，也就没有两
个完全一样的人。一片树叶
可以折射大树的风采，一个
忠实于自己人生经历的人也
就可以反映出属于他的那个
时代和他独特的人生感悟。

回眸我国优秀的电视剧，《大宅门》堪称典范。编剧郭宝
昌以诚恳的创作态度和独特的人生经历写出了一部现实主
义大剧，也写出了别人难以企及的“独”和“彩”。

剧中，刘佩琦扮演的白颖宇，是人们习惯称为“三老太
爷”的人，却被观众定格为“一辈子活得混蛋，死时刚烈灿
烂”。为什么？因为郭宝昌用真实的笔触还原了那段历史，
用真实的情感解读了那段历史，用真实的思想点燃了那段历
史。

抗战题材的电视剧，往往会出现一个相同的情节，即日
本侵略者为既得利益而收买人心，就会强迫中国商界的名人
出任所谓“商会会长”。当日本人和汉奸给白景琦施加压力，
要他出任北平药行协会会长时，混世魔王的三老太爷竟挺身
而出。按惯性思维，观众以为他要当汉奸了，没成想，三老太
爷剑走偏锋，让观众唏嘘不已。

那天，一手拿着酒壶，一手托着“驴肉”（其实是大烟膏）
的三老太爷走马上任了，他的“就职演说”竟是要求各个药铺
不许卖日本药，也不许把祖传秘方交给日本人，因为“你干什
么都行，就是不能当汉奸！”一边说，一边喝着酒吃着“肉”。
就在日本人还没做出反应时，他又声音朗朗地说：“大烟膏子
就酒，小命立马没有。”以此宣示他要用自己这条命来警醒国
人！说实话，如果没有在同仁堂大宅门里成长的独特经历，
就没有剧情中的药理学常识；没有经历过抗战硝烟，郭宝昌
就写不出这样的情节。可见，只有从独特的年代和生活积累
中提炼出的独特故事情节，才能在同样是“选会长”的故事情
节中跃然而出，令人难忘。

当然，“环境创造人，人也创造环境”。郭宝昌在一次接
受采访时说，创作《大宅门》是生活阅历使他深谙“尊严”的重
要性。无论一个人、一个民族还是一个国家，尊严是至高无
上的。如果丧失尊严，生命就没有意义。而“忧患意识”则是
维护尊严的根本。于是，三老太爷英勇就义后，郭宝昌写了
这样一段戏。白景琦召集全家族开会，要立遗嘱：“三老太爷
走了，他走得惊天动地！他没向日本鬼子弯腰，他没有卖祖
求荣……他为咱们全族增了光，为咱们全北平的药行增了
光！谁心里都明镜儿似的。下一个就该轮到我了。日本鬼
子不会放过我。不就是个死吗！我不怕死！可死以后的事
我不放心，我要立遗嘱！”对白景琦而言，三老太爷只是个配
角，而配角不仅在自己的位置上是主角，而且会不断用自己
的力量托起主角的高度。因而白景琦的遗嘱就是每一个矢
志不移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中国人的心声：“如今，日本鬼子打
到了咱们家门口，逼死了三老太爷，我立誓，宁死不当亡国
奴！我死后，本族老少如有与日本鬼子通同一气者，人人可
骂之，人人可诛之！我死后，本族老少如有将祖传秘方交于
日本鬼子者，照着我这口刀说话！”这就从侧面印证了三老太
爷血脉里同样的家国情怀。列宁曾说过，工人阶级是在自己
的切身利益中领会革命精神的。换言之，沦陷区的百姓也是
从切身利益中领会抗日的伟大精神的，所以，生于1940年的
郭宝昌创作的《大宅门》才会因“诚”而“独”，因“独”而“彩”。

由此可见，凡经典的电视剧，都是以独特的人物在独特
环境中的独特经历为基础的，《亮剑》是这样，《士兵突击》是
这样，《闯关东》也是这样。那些“手撕鬼子”的电视剧之所以
成为人们的笑柄，其原因就是无视历史的真实性，丧失了

“诚”的创作态度，无视于“独”的创作资源，使严肃的题材变
成了毫无历史重量和思想重量的“戏说”，从而背离了现实主
义的原则，自然也就无“彩”可言。

从艺术发展史和艺术创作实践来看，现实主义，是一个
开放性概念，既有批判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
义、革命现实主义，又有魔幻现实主义、超级现实
主义、温暖现实主义，等等。但无论怎样开放，只
要主创人员在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之间，在真与
正之间，在诚、独、彩之间下足功夫做好文章，坚持
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坚定文化自信，用文艺振兴
民族精神”的电视剧就一定会多起来。

唐德亮的长诗《惊蛰雷》作
为一部重量级的政治抒情诗，跨
度大，思考深，分量重，影响大。
纵览全诗，洋溢着一股激越的政
治情怀和浓郁的诗性气息。从
这首诗本身看，唐德亮是一个颇
具儒家精神、有勇气、有担当的
诗写者。他关注时代，心系民
众，视野宏阔，气势如虹，这在他
的长诗《惊蛰雷》中，有着充分而
具体的体现。

逾百年国际共运史，暴风
骤雨，跌宕坎坷，路途曲折，波
诡云谲。对之，诗人经过深入
思考，给出了他的诠释和表
现。《惊蛰雷》的诗意表达，决非
莺歌燕舞式的粉饰太平，而是一
种充满现实主义精神的大胆揭
示，是对惨烈的历史真实的诗性
还原。比如，在书写国企改革内
容时，诗人不避讳官员的腐化堕
落、管理者的奴颜卑膝、国企大
贱卖、私企老总的残酷、下岗工
人的悲酸……唐德亮的诗写，不
是一个待在“舒适区”的轻音乐
诗人所为，不是以四平八稳的姿
态对话这个世界，他勇于冲撞那
些在他看来不合理的存在，他的
政治抒情长诗《惊蛰雷》是一种
直面社会人生的诗歌文本。

4600多行的长诗《惊蛰雷》
以书的形式由出版社出版后，引
起热烈反响。诸多诗评家纷纷
赞叹：这首诗让人“读得热血沸
腾”，它是“平地一声惊雷”；“读
了那么多底层诗歌，只有《惊蛰
雷》这部长诗站得高，看得远。”
《惊蛰雷》的巨大反响，暗合爱尔
兰诗人威谦·勃特勒叶芝所言：

“诗是奔流在一起的血、想象和
才智。”美国诗人康拉德·艾肯
说：“诗是额上流汗、手上流血、
心里痛苦的人的绘像”；艾略特
也说，诗是“变血为墨迹的阵
痛。”这些外国诗人的话，与鲁迅

“诗是血的蒸气，是醒过来的人
的真声音”高度契合。长诗《惊
蛰雷》是对上述诗人作家论述的
真诚实践。《惊蛰雷》中的诗句：

“面对变幻的世界/我是三月的
杜鹃/啼出团团殷红的鲜血/心
底的颤音/不知/有多少人共鸣/
有多少个知音？”实乃诗人化痛
苦思考为时代强音的心曲呈现。

应该看到，中国当代文学发
展到今天，已然出现多元分流，
诗歌也出现了多种变体：梨花
体、乌青体、羊羔体、平安体、浅
浅体等。为些变体诗歌写作，之
所以令人轻视，其原因是对现实
的无视，对世界的涂鸦，缺乏真
诚，忘记了诗人首先应该对历史

真实性负责这条根本原则。
一篇诗作，只有真实反映时
代，反映人民生活和思想感
情，它才会有生命力，也才会
有审美价值。

诗人与历史是分不开的。
诗人有责任有义务以自己的方
式参与历史建构和传承。上世
纪80年代开始，“戏说”历史在
文艺界悄然流行，及至上世纪
90 年代以后，甚至发展为“胡
说”“恶搞”。譬如将历史事件剥
离特殊的历史语境肆意发挥，或
无视历史人物在特定历史进程
中的功过是非，毫无根据地加以
无端想象，文艺作品在“戏说”之
下，逐渐沦落为被消遣和被消费
的对象，创作者的社会责任和价
值坚守也被束之高阁。与此相
反，唐德亮的长诗《惊蛰雷》，是
对上述诗写倾向的反抗。这种
严肃审视历史、积极介入现实的
诗歌创作，与民众在骨子里是结
合在一起的，体现了诗人对历史
现实的关切与对自我内心感受
的遵守。

有评价称，唐德亮的《惊蛰
雷》是一部具有高度概括力与想
象力的抒情长诗。这作品，以全
新的视角，直面现实生活，观照
中外古今。诗人思想犀利，忧思
深广，蕴含激情与正义良知，既
有对现实的批判，更有对先哲、
先贤的礼赞，呈现了对社会、历
史、文化准确深刻的把握与表
达。长诗结构宏丽，想象丰富，
气势恢宏，博大中见细腻。人物
形象鲜活，语言质朴自然不乏优
雅，具象与抽象、现实与浪漫、感
性与智性、形象与
思辩、审视与承
担、历史感与时代
精神的交织相融，
使这部长诗产生
了震撼人心的艺
术感染力。

长 诗《惊 蛰
雷》凸显诗人的现
实关切和人文关
怀，呈现了诗写初
心：重铸新诗的精
神质地，重塑新诗
的对外形象，用一
种悲悯的、激情的
语言作为探测器，
去追寻通往人性
深处的路径，。可
以说，介入现实、
思考人生、尊重自
我心灵感受，是唐
德亮诗写的鲜明
特色。

因
为
挚
爱
，故
而

—
—

浅
析
长
诗
《
惊
蛰
雷
》

◎
周
思
明

电视剧创作与现实主义原则
——以《跨过鸭绿江》《潜伏》《大宅门》等为例

◎孙耀华 李树榕

无论重大革命题材还是谍战题材，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都是现实主义电视剧的灵魂，因
而，悬念有根，思想才有力量。剧作只有具备了“真”的品格，“正”才有价值观引导性；只有具备了“正”
的品性，“真”才有现实的批判力和针对性。坚守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根本，在于艺术家的创作态度，
只有“诚”的态度，才可能尽享独特的艺术资源，捕捉到“独”有的创作对象，生成“彩”的艺术效果。

——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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