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10年前从山东泰山脚下，迁徙
至呼和浩特之前，我跟许多人一样，对
内蒙古只是地理位置上的认知，是跟新
疆、西藏等相似的地域辽阔又充满魅力
的边疆民族地区。而关于内蒙古作家
的文学创作，则因传播及关注度等原因，
知之不多。

在内蒙古生活的10年，我深深地爱
上这片广袤无边、多姿多彩，又每日被猎
猎大风席卷的高原。内蒙古与八个省区
接壤，同时紧邻蒙古和俄罗斯。这样大
的跨度，首先带来的是丰富的地貌特征，
高原、山地、草原、丘陵、平原、沙漠、河
流、湖泊等纵横其上，而黄河、额尔古纳
河、嫩江、西辽河等四大水系，则灌溉养
育了这片大地。文化及风土人情因此多
样化，并给作家艺术家提供了源源不断
的创作素材。正是基于对这种辽阔的地
理风貌的认知，我认为生活在这片土地
上的作家，其创作也蕴含了无限的可能
性，而如何开发这种可能，让作家创作不
拘泥于限制，让本土作家真正走出本土，
我暂且将一些不太成熟的思考，总结如
下：

首先，内蒙古作家需要有走出去的
思维和视野。相比起其他部分省区的作
家，内蒙古本土作家走出去的意识不够
强，因此在区外的影响也相对较弱。作
家作品的发表、出版，容易囿于内蒙古本
土的刊物、出版社。同时，内蒙古本土的
刊物和出版社，对区外作家的引介及合
作力度也有待加强。显然，单纯依靠内
蒙古作协等部门的努力，搭建沟通的桥
梁，尚且有限。作家个体还需有不断开
拓进取的精神，努力与区外作家进行交
流碰撞。而首先从作品的发表和出版渠
道上向外延伸，无疑是比较有效的方
式。另外，通过读书和工作的机会，走出
去进行文学交流，也非常重要。

其次，需要给予民族作家用国家通
用语言文字写作更多的鼓励扶持。能熟
练掌握运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对于民
族作家非常重要，这将有利于他们拓展
自身影响，更好地宣传本土文化。语言
文字是文化的载体，能熟练使用国家通
用语言文字创作，无疑更有利于不同民
族间的理解和交流，同时有利于区外对
内蒙古地区更为全面的认知。我所任教
的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1999年出生的蒙古族学生渡澜，她一直
接受的是蒙古语教育，但能够在两年内
迅速引起文坛关注的一个重要原因，就
是她能够非常娴熟地运用国
家通用语言文字写作，从而
让区外对内蒙古文学的认
知，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

再次，内蒙古青年作家
的写作值得给予更多关注。

青年作家是文坛生机勃勃的希望和力
量，我在内蒙古大学执教的9年，总是会
尽力地从学生中，发掘并鼓励一些在文
学创作上有天赋的年轻写作者。比如上
文提到的渡澜，她在刚入大学时，我通过
一次作业发现了她的写作才华，并在一
个学期督促她写出4篇小说，其中3篇我
推荐给了《青年作家》，以专栏形式在
2019年7期刊发。另外一篇，我推荐给
了《收获》，在2019年4期刊发。她介于
魔幻和童话之间的诗意写作、万物平等
的理念、天生的悲悯情怀、持久的信仰的
力量，和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赋予了内蒙
古这片大地以多姿的色彩，并在题材和
内容上，加深了人们对内蒙古作家的认
知。用《小说选刊》编辑、知名评论家顾
建平的话说：“渡澜的出现，让我们再次
确认文学天赋的存在。这样魔幻的充满
想象力的文字，他人写不出，甚至作者年
岁增长以后，也未必写得出，所以格外珍
贵。”

无疑，90后和80后创作者群体，也
包括刚刚崭露头角的00后，构成了内蒙
古青年文艺创作者的新兴力量。比如渡
澜、苏热、阿塔尔，我觉得是内蒙古90后
创作者的代表。本土应该有意识地以群
体亮相的形式，推动对青年创作者的宣
传、推介和关注，尤其对于优秀的青年创
作个体，应该给予重点推介和扶持。今
年6月内蒙古评论家协会举办的内蒙古
青年作家研讨会，就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最后，从我个人的写作出发，回到最
初我所提及的内蒙古地理风貌这个话
题。一个地区的历史文化及风土人情，
一定是慢慢沉淀到作家内心的，这个过
程，可能要长达多年。在最初的新奇之
后，我发现内蒙古的草原、森林、沙漠、戈
壁、平原等丰富的地貌特征，为我的写作
慢慢注入了悲悯与宽容，同时在看待人
与自然、人与世界及万物的关系上，也有
了更为开阔的视野和更高的视角，犹如
内蒙古上空自由舒展的云朵，深沉地俯
视着这片辽阔起伏的大地，和其上生活
着的所有生命。我热爱俄罗斯文学，我
一直认为俄罗斯作家的写作，与俄罗斯
广袤的大地上所散发出的诗意、荒凉、自
由、深沉等迷人的气息有着重要的关
系。而横亘中国北疆的内蒙古，同样有
着万马驰骋的辉煌和弥漫苍凉大地的诗
意与哀愁。我想，每一个居于此地的作
家，都应该做这片大地上的流浪者，用双
脚去丈量每一寸土地。如此，我们的灵

魂和创作，才会被内蒙古
高原上生长的每一株草、
每一棵树木、每一条河流、
每一片草原，深深地浸润，
并写出真正配得上这片苍
茫大地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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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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众人物的举手投足、一言一行，对社会有很强
的示范效应，理应十分珍视和维护好自身社会形象。
近年来，“流量明星”作为文艺界公众人物，人气旺盛、
粉丝众多、号召力强，一举一动更易受到关注、追随和
模仿，正因拥有普通人不具备的优势地位，更应自觉
承担社会责任，充分考虑自身言行对社会大众的巨大
影响，努力做社会的楷模、道德的标杆、行业的榜样。

不可否认，大多数明星艺人在尚未成名之前，都
能够小心翼翼行走在从艺道路上，既注重个人修养，
也重视艺术修炼。但同时也痛心地看到，极少数文艺
工作者一旦成了“角儿”，有的丢了初心，忘记了来时
的路；有的不求上进，崇尚拜金主义；有的不自重不检
点，任凭感情用事……出了事，或者用“无知”“失察”
来自我开脱，或者用“欠缺对相关场所的历史背景知
识”等这样那样的理由作苍白的辩解。诚然，社会环
境的宽容是文明进步的表现，但宽容不是纵容，社会
道德底线必须恪守、不容挑战。艺人失德一经“实
锤”，舆论的一边倒、作品的下架、合作方的解约、人设
的崩塌，在所难免，社会为之惋惜，亲朋为之痛心。这
都充分说明，公众人物一旦轻视自身肩负的社会责
任，不自律自重、洁身自好，“偶像”“明星”的光环立即
会消退；肆意挑战道德底线、触碰法律红线，任凭曾经
人气多高、流量多大，也注定被社会抛弃，终将害人害
己。

文艺工作者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时代精神
和文化的创造者、记录者与传承者，不仅要有精湛的
艺术技艺，而且要有高尚的人格魅力，这是古今中外
人民大众对文艺工作者的基本期待和要求。高尚的
人格魅力，源自行为世范的自我要求，源自对信仰、情
怀、担当的不懈追求。中国古代先贤把人生最高境界
定义为个人的人品道德修养。无论是源自《国语·周

语》的“德艺双馨”，还是出自《周易·乾》的“进德修
业”，都把“德”放在“艺”之前，放在“业”之前，就是要
告诉我们后人，立业先立德，为艺先为人，道德和人品
是第一位的，追求艺术理想首先要有高尚的品德追
求。一个优秀的文艺工作者首先应是一个品德高尚
的人。事实上，凡是青史留名、人民爱戴的文艺名家
大师，无一不是集高尚的精神追求和高超的艺术才华
于一身。梅兰芳、常香玉、马三立、郭兰英……这些镌
刻在中国文艺发展光辉史册上的艺术家，以崇高的人
格魅力和杰出的艺术创造，为中国文艺事业作出了重
要贡献，给后人树立了心摹手追的榜样。

当然，资本的逐利特性、市场监管的滞后、审美教
育的欠缺等等，都是造成一段时间以来个别明星艺人
失德失范甚至违规违法的原因，但艺术从业者终归是
精神文化领域的建设者，从业者内在主观的价值选择
和行为规范是最为根本、最具决定意义的。新时代文
艺工作者要继承和发扬前辈艺术家爱党爱国、服务人
民的优良传统，始终把党和人民的事业放在心中最高
位置，树立高远的理想追求和饱满的家国情怀，牢记
自身肩负的文化责任和社会担当。坚持艺品兼修、守
正律己，把崇德尚艺作为一生的功课，自觉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自觉抵制
低俗、庸俗、媚俗，以高尚的职业操守、良好的社会形
象、文质兼美的优秀作品赢得人民的喜爱和欢迎。

立业先立德 为艺先为人
◎文新达

今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
历史上、中华民族历史上一个十分
重大而庄严的日子。习近平总书
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深情回望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开
辟伟大道路、创造伟大事业、取得
伟大成就的历程，深刻揭示了中国
共产党的精神之源和政治品格，坚
定表明前进征程上不断创造新的
历史伟业、争取更大光荣的决心和
信心。

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
山，守的是人民的心。实现伟大梦想，就要顽强拼搏、不懈奋斗。总书
记的重要讲话，铿锵有力、激荡人心、寓意深远。

我们要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党的宗旨，永远
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与人民
风雨同舟、同甘共苦，忠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努力为实现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不懈奋斗。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摆在重要位
置，深刻领会讲话提出的重大判断、重要观点，准确把握讲话的核心要
义、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我们要牢记嘱托，坚定不移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切实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以时不我待的精神
状态和前所未有的工作力度，开拓创新，奋力前行，以担当诠释忠诚，以
实际行动努力交出满意答卷。

我们要以实际行动扛起担当，全力推进文化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路漫漫其修远兮”，我们一定要不忘初
心、继续前进，永远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永远保持艰苦奋
斗的作风，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深入学习了习近
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我收获三点体会：一要锤炼绝对忠诚的
政治品格，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二要强化义不容辞的使命担当，立
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三要汲取继往开来
的精神力量，为我区摄影事业做出自己的一份努力。

内蒙古摄影家协会在今后工作中，将想人民之所想，以政治建设为
统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围绕中心工
作举办、推出各种类型主题突出、特色鲜明的摄影活动，推动内蒙古摄
影事业繁荣发展。我们将围绕“十四五”规划开局、建党百年、小康社会
等重要节点，发挥摄影记录时代、反映时代的重要功能，通过多层次多
视角的摄影活动，反映人民衣食住行方面的变化，反映新时代人民生活
日新月异的变化，歌颂党、歌颂祖国的伟大成就。广大摄影艺术工作者
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文联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精

神，在艺术的道路上孜孜以求，不断探索。
今后内蒙古摄影家协会将秉承协会优良传
统，补齐短板、着眼未来，积极把握和运用我
区摄影资源，团结引导广大摄影工作者围绕
中心，服务大局，守正创新，锐意进取。

今后内蒙古摄影家协会要继续办好摄
影品牌项目，打造精品、树立标杆，进一步加
强对内蒙古摄影行业的服务引导，履职尽
责，切实增强协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面对
摄影艺术发展的新形势，我们要增强责任
感、使命感、紧迫感，优化基本职能，完善运
行机制，打造一支政治素养强、专业水平高、
服务能力好的队伍。

立足新的起点，踏上新的征程，
内蒙古摄影事业一定会蓬勃发展，
摄影工作者大有可为，让我们紧密
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周围，牢记初心使命，勇于担
当，扎实工作，锐意进取，努力创作
出更多更好与国家命运同步、和人
民需要同行的优秀摄影作品，更好
地服务于人民、服务于时代。

（作者系内蒙古摄影家协会秘
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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