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东宾博士结其旧体诗词为《抱膝斋诗词稿》，行
将付梓，问序于余，余为张皇传统之精华，亦为师生之
情谊，故不揣譾陋，聊陈数语，用弁其端。

与东宾往还始于 1990 年，时余执教于内蒙古师
范大学中文系，为八八级同学讲授古代文学，东宾系
八八级 2 班古代文学课代表。初时，余于东宾并未措
意，及余课上吟诵唐宋词篇什，见东宾亦于台下随声
附诵，始奇之，乃有意考诘，见其于唐宋词之名篇佳
作，至如清真、稼轩、白石、梦窗之长调巨制大都流畅
成咏，于是课后相与往来。东宾亦时至寒舍，与余讨
论诗词文章，往往夤夜方去。东宾尝自言，高中时即
将《唐诗三百首》《唐宋名家词选》等选本置诸床头，朝
夕含咏，翻检几至页脱，且尤嗜词体。言次，更以其所
作诗词相示。余听其言谈，览其制作，觉后生可畏，因
特为嘉赏。

东宾大学毕业至中学任教，后考取余家骥教授研
究生，从学语言文字学。年近中年，复师从叶嘉莹先
生，攻读词学与词史博士研究生，学成后至内蒙古大
学任教。以其大学时即于诗词一途用力甚勤，复蒙叶
嘉莹先生亲炙，故集中诗词率皆笔墨纵横，才情丰沛，
于格律严整之间见灵动婉转之思，于辞采丰赡之中具
自然浑厚之味，而尤以词作称最。忆余初识东宾之
时，尚觉其词儿女情多，风云气少，今观其后来诸作，
题材丰富，风格多样，胸次恢宏，境界开张，情辞兼胜，
技法纯熟，大可宝贵。至其运用《水龙吟》《水调歌头》

《金缕曲》诸调，浑翰流转，得心应手，而《齐天乐·雪》
《念奴娇·庚子桃花》诸词，则于言辞之外蕴有“要眇幽
微”情思，深得叶嘉莹先生为词家数。诗词之外，集中
收录辞赋三篇，文辞雅丽，对仗工整，江山胜迹与赋体
之美浑然相合，镂金错彩，藻思发扬，亦为不可多得之
佳作。

东宾《抱膝斋诗词稿》为塞外诗坛增益色彩，炳焕
光英，值得鼓掌欢呼。余既得先睹之快，更因东宾是
集，生发几点浅见，陈之于此，以就正于方家。

一曰“师古”与“创新”。山谷所谓“老杜作诗，退
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历”者，非仅言诗家须泛观博览，
熔铸百家，亦言培植熏染，久久为功，待腹笥与现实际
会，相与诱发，然后出机杼，造清新，行所当行，止所当
止，顺化应运，浩乎沛然。质之东宾诗词，大多古锦灿
然，可见学养之富，浸润之深。然其《华为砥砺行》《金
缕曲·绮怀》《水调歌头·致敬赴鄂医护人员》诸作，反
映时事，写照现实，以当代语言入古典诗词，用心于翻
新创立，“歌诗合为事而作”，与现实相接乃诗歌生命
之源泉，准此，则东宾开创之意并其收获亦深可嘉
许。乃余所欲言者，以遍览东宾全稿，仍冀其开张胸

胆，多所创立。春秋书法，责贤者备，东宾其勉之！
二曰“守律”与“达意”。清姚鼐曾言：“诗、古文，

各要从声音证入。不知声音，总为门外汉耳。”闻一多
先生亦谓写格律新诗乃戴着镣铐跳舞，况于旧体诗词
哉？所谓镣铐即格律，吾国诗词之格律系经古人实践
探索，将语言文字独特之听觉、视觉美感以规范形式
固定下来，作者、读者在创作讽咏诵读之间，体现、品
味诗词抑扬顿挫、起伏有致之妙谛，此真乐事，然亦殊
非易事。若作者遵循规矩，跳出美妙之舞蹈，读者谙
熟规矩，获得读赏之深趣，两皆进入孔子所谓“从心所
欲而不逾矩”之好境，其乐何如，可以想见也！犹记东
宾初时相示之诗词，偶有以现代音论诗之平仄、押韵
者，余为指出诗中之平声为古入声处，押韵未合《平水
韵》处，东宾皆一一记下，即当时言，东宾亦有心人
也。今观东宾后来诸作，皆严守声律，丝毫不苟。如
其《夏晚遣兴》之第三句、第七句“昏灯映青果”“凉蟾
照溪水”，皆为“平平仄平仄”拗救之体；又如其《水龙
吟》词调，其结句均为“一二一”句式，且均守“去平平
仄”之格律；再如《齐天乐》，清真创调，白石、梦窗继
武，格律声调法度森严，不容改易，上片第六句和下片
第七句皆为“平平去上”，上片结句为“仄平平仄去平
去”，下片结句为“仄平平去上”，东宾一一凛遵。盖东
宾杰出处，在于既严守格律，又造语灵动、达意深切，
洵为难能。

三曰“学词贵在能诗之后”。“诗词一理，然不工词
者可以工诗，不工诗者断不能工词。故学词贵在能诗
之后。”此陈廷焯语，东宾深以为然。观其于诗界成长
经历，可见其深明此理。据我所知，东宾于有唐诸贤
浸润良深，尤以少陵、义山用力勤至。后虽专攻词学，
浸至于擅词者，观其创作，亦词长于诗，然其于诗亦未
尝或废，曾言“诗词一理，即诗者为登堂，词者为入室，
先乎诗，后即词，此为进阶之途，其中自有本末源流之
辨”。余于此见解，深具同感。不精于诗者遑论于词，
后学者可以警之矣。

东宾有句曰：“才赖平时勤砥砺，笔从微处见云
烟。”此其诗词创作之真实写照。今其诗词云烟满纸，
开合动荡，皆从平时砥砺勤勉中来。余忝为师长，读
东宾是集有快于心，亦冀东宾日后于创作及教学、科
研更臻胜境，故援笔赘言以贺云。

笔从微处见云烟
——《抱膝斋诗词稿》序

◎郑福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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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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懵懂无知的乡下少年，从南国
家乡的湖边恣意嬉闹奔跑，到异国他乡
的湖边冒着敌人的炮火猛打猛冲。

一个粗中有细的中年汉子，闯过无
数次鲜血与炮火的生死关口，精准地将
一发又一发炮弹送到敌人头项，给凶残
的敌人以雷霆痛击，在沂蒙山的歌调中
壮烈牺牲。

一个把思念深藏心底的父亲，在严
酷的战场环境下，贴身衣兜里总是装着
女儿的照片，内心里对亲人有多柔软，奋
勇杀敌时就有多刚强⋯⋯

不断创造中国电影史新纪录的影片
《长津湖》对战斗英雄形象的塑造是如此
鲜活生动，将抗美援朝战场上一个个有
血有肉、个性鲜明的勇士呈现出来，令人
过目难忘。这部包括内蒙古电影集团等
多方力量参与投资制作的重磅影片之所
以屡创佳绩，除了创作方面的因素之外，
还有源自中国人永远铭记的抗美援朝战
争历史题材本身的力量。

71 年前，为了保卫和平、反抗侵略，
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高举正义旗帜，
肩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使命，同
朝鲜人民和军队一道，舍生忘死、浴血奋
战，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为世
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巨大贡
献。影片以长津湖之战为主题，选取并
再现珍贵的历史瞬间，通过震撼的电影
画面，运用丰富的镜头语言，展开细腻的
情感表达，给观众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
力和心灵穿透力。其直观反映中国共产
党领导抗美援朝战争的光辉历程，深刻
反映伟大抗美援朝精神的丰富内涵。

兄弟情，战友情，家国情——从电影
塑造那一幕幕令人难忘的英雄群像中，
我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志愿军将士的英
雄气概和他们不畏强敌、制胜强敌的精
神意志，全片从头到尾都熔铸着中华民
族不畏强暴、维护和平的坚强决心和人
民群众深厚的爱国情怀。尤其令人震撼
的是，该片中许多场面和细节的精心刻
画，直戳泪点。其中，有这样让人极为印
象深刻的一幕：敌人吃着热气腾腾的各
色肉食，喝着香气四溢的咖啡，我们的将
士们却伏在冰天雪地间，连冻得冰冷坚
硬的烤土豆也不够吃。然而，就是这样
一支穿不暖、吃不饱、武器装备落后的军
队，击败了武装到牙齿、自诩“地表最强”
的美军王牌，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的奇
迹，迎来了正义的胜利、和平的胜利、人

民的胜利。
影片在重点讲述长津湖一战的同

时，运用多种表现手法对抗美援朝战争
进行了概括性整体呈现，从正义担当、决
策出兵，运动歼敌、稳定战线，以打促谈、
越战越强，到实现停战、胜利归国，揭开
了气势如虹的英雄史诗的精彩之页。相
比电影本身的成功更有意义的是，电影

《长津湖》的热映，激发了更多的人们对
学习和重温那段历史并从中感悟爱国情
怀、汲取奋进力量的蓬勃热情。

10 月 25 日是抗美援朝纪念日，电影
《长津湖》片方特别发布“纪念中国人民
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1 周年特别
短片”，表达对英雄先烈们的无上敬意。
相信很多人在观影过程中，脑海中都会
不由自主地联想起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
仪式上的感人画面。曾经，先烈们血洒
异国、埋骨他乡，以坚苦卓绝的巨大牺
牲，为中国人民打出了百年的和平，为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打出了宝贵的战略机遇
期。一位已至耄耋之年的抗美援朝老战
士的感人话语，道出了全国人民的共同
心声 ：“祖国越强大，我就越想念你们
啊！”安享和平与繁荣的我们，一定不能
忘记今天的幸福生活从何而来，一定要
永恒铭记是先烈们用生命保家卫国的千
秋功业。

伟大精神的磅礴力量，穿越时空而
锋锐不移。抗美援朝战争锻造形成的伟
大抗美援朝精神，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
富，必将激励我们克服一切艰难险阻、战
胜一切强大敌人。让我们牢记先辈、心
怀崇仰，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坚决响
应党中央的号召，牢记初心使命，坚定必
胜信念，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
为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
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
维护世界和平、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作出更大贡献。

祖国越强大

，越想念你们

！

—
—

电影

《长津湖

》观后

◎院秀琴

做一名合格的文艺评论工作者

—
—

学习

《关于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的指导意见

》有感

◎张锦贻

几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
工作座谈会上就讲：“要高度重视和
切实加强文艺评论工作”，并且中肯
地指出“文艺批评要的就是批评”。
最近，中宣部等五部门又联合印发

《关于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的
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使习
总书记讲话精神更加具体化。

《意见》针对新时代的新情况、
新特点指出：“必须增强文艺评论的
战斗力、说服力和影响力，促进提高
文艺作品的精神高度、文化内涵和
艺术价值，为人民提供更好更多精
神食粮。”

显然，习总书记每每提到的“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始终
是文艺创作、文艺评论工作中的主
旋律。在新时代，怎样使文艺评论
工作更加昂扬地奏响这一主旋律，
并使其在下一个百年奋斗中激励人
们的意志、振奋人们的精神，这是个
大问题。当然，作家要写出反映新
时代、表现中国梦的好作品，文艺评
论工作者就应该生动形象、具体传
神地把好作品的“好”阐释出来、讲
述出来，使广大读者在平常的视角
中读好书，从好书中领会到作品中
故事情节的巧妙结构、人物细节的
美妙呈现，体会到文学形象的精妙
寓意、艺术语言的奇妙表达，从而使
好作品的“好”充分地彰显出来，变
成一种艺术魅力，深深地吸引着大
众，拿起书来看，就爱不释手。作品
中深藏的寓意、包蕴的哲理、蓄积的
思想，就会潜移默化地洇渗在人们
的心灵深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种子”就会深深地播撒在人们的
心田。我们常说，创作和评论是文
艺的两翼，有“好”的作品，有“好”的
文艺评论，新时代有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文艺之“鸟”，就会高高地飞
翔在“创作自由”的蓝天上。如青年
作家格日勒其木格·黑鹤的长篇小
说《黑焰》，一开头就写母獒格桑勇
斗雪豹。作家赋予这只黑獒以灵性
和情性，写出它像一团黑色火焰似
的生命活力和生活热情，也让人们
体味、体悟到古老的游牧民族的强
悍和淳朴，以及现代社会中这一精
神的缺失。作品评论就着重阐述了
作家既开创了写动物的鲜明习性和
鲜活情感相统一、朴实无华的特色
语言和精致华美的文学语言相融合
的独特风格，又开拓了刻画动物形
象的审美视野，更开启了人们心底
珍藏着真善美的那扇门扉，又艺术
地揭示出作家对新一代蒙古族少年
儿童的挚爱；对当下社会上物欲横
流、漠视生态的现象持坚决批判的
态度。这就使动物小说除了具有深
厚的地域性之外，更有了一种崭新
的当代性，使动物小说创作的意义
超越了自身，也超越了儿童文学领
域。这样的评论，既提炼了作品的
思想内涵、文化意蕴，也提升了读者
的审美意识和欣赏水平，切实起到
了“发挥价值引导、精神引领、审美
启迪作用”。由此也就能逐步地“开
展专业权威的文艺评论”，文艺评论
就会有说服力和影响力。

诚然，有说服力，有影响力，从
根本上说，还是要增强文艺评论的
战斗力。《意见》及时地指出：“要把
好文艺评论方向盘”。而把好方向
盘，关键在于文艺评论工作者自身
的素质。文艺评论家自身的思想水
平、专业水平、道德水平是根本。除
了要有好的专业素养之外，必须有

高尚的人格、人品，入以良知，出以
公心。不管作者是否是朋友，都从
作品出发，好就是好，不够好就是不
够好。即使是有了名气的作家，也
不是每篇作品都好。也就是说，得

“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
评判者，把政治性、艺术性、社会反
映、市场认可统一起来。”说到底，仍
然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问题。打
铁还需自身硬。文艺评论工作者要
切实以马克思文艺观为指导，甄别
作品的好与不好，然后才能做出实
事求是的评论，才能使文艺评论在
实际生活中产生战斗力。青年作家
格日勒其木格·黑鹤崭露头角时，各
地评论家在为他的作品写评论时，
还都不知道黑鹤是何人，只是读出
了他作品中思想的精深、艺术的精
湛、语言的精当。而且，由于评论工
作者的视角不同、艺术个性殊异，恰
使他的作品能从不同的侧面显示出
巨大的精神力量。如他的中篇小说

《狼獾河》，一开始并未引起广泛关
注，因为，动物文学中，写狼獾的很
少。深入阅读之后才发现，作家竟
能在一只狼獾身上，传达出奇妙的
感性与理性相交融的感觉。作家把
不大的狼獾写得很有情意，它们的
体态神情与茂密的丛林、薄薄的雪
层、远处的山脊，与黄昏的草地、蓝
色的烟雾、遥望的地平线，共同构成
了一种特定的意境。黑鹤的文学语
言也浸渍了游牧民族对广袤草原和
丛莽山林的激情与虔诚，独特地描
写出另一种奇妙的精神境界和微妙
的气质，独特地表达了中华民族文
化心理的构成与发展，作品中流淌
着的正是朴厚、淳真的情感和人与
动物、与自然、与宇宙之间相依存、
相和谐的本真。这是一种撼人心弦
的诗性表现。作品所表现的，正是
一种在广袤草原、在僻远地区天然
保存下来的、未受商业气息所濡染
的笃朴的信义、正道的刚烈、赤忱的
善良。它构成了黑鹤笔下寓于动物
世界的正能量，构成了少年的美好
人性的基调。文艺评论揭示出这一
点，一种独特、独一的“战斗力”就自
然地显示出来。

《意见》中指出的一些问题，由
于针对性强，看着十分亲切。如“批
判借鉴现代西方文艺理论，建设具
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与评论学科
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不套用
西方理论剪裁中国人的审美，改进
评论文风，多出文质兼美的文艺评
论 。”说 得 恳 切 而 恰 切 、实 际 而 实
在。这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的具体阐述。

文艺评论想引起大众关注，除
评论的作品有强烈的影响力外，评
论文章本身应该深入浅出、观点鲜
明、生动活泼，不仅言之有物有理，
还应当有情有趣，让人爱读喜读，读
了有所获益。所以，关键还在于文
艺评论工作者要不断地增强思想涵
养、学术素养、文艺修养，只有真正
地关心现实、关心人民、关心生活，
才能够使我们的文艺评论实实在在
地起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健康繁
荣发展”的积极作用。

宋建军 摄

王伟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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