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习了中宣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的《关
于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的指导意见》（以
下简称《意见》），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即文
艺评论究竟应该有怎样的社会职责和担当？
反思自己近40年的评论实践，我认为这项工
作有三个维度，即接受者、创作者和全社会；
面对三个维度，要有三方面的职责和担当，一
个是辅导，一个是引导，一个是倡导即建构。

一

《意见》中提出，要“开展专业权威的文艺
评论”就是要推进文艺评论家以其使人信服
的力量和威望，帮助广大人民群众能够细细
品味各类文艺作品的“滋味”，避免不解、误
解、甚至曲解其内涵。当然，要从事“专业权
威的文艺评论”，首先需要评论家具备三种本
领，一是对特定艺术门类本体研究的本领，二
是对作品的内容和形式辩证把握的本领，三
是从时代的特点出发提炼作品价值倾向的本
领。

就其艺术的本体研究而论，评论家如不
能深谙各种艺术门类“质的规定性”，就很难
通过评论工作辅导欣赏者尽享作品的美学内
涵。如果不能掌握音乐之所以为音乐的质的
规定性，就很难从音色、节奏、旋律、和声、曲
式、复调、配器等不同层面进行真正“懂行”的
审美解读；如果不能掌握美术之所以为美术
的质的规定性，就很难从平面构成、立体构
成、色彩构成或焦点透视、散点透视等视角进
行真正“懂行”的辅助鉴赏；如果不能掌握电
影之所以为电影的质的规定性，就很难从蒙
太奇、剧本、表演、摄像、美术、音乐等综合力
量的高度进行真正“懂行”的艺术分析，如此
不一而足。所以，当人们接受一个作品往往
缺乏“本体论”视角的时候，就需要真正懂行
的评论家予以有的放矢的辅导。

二

《意见》中强调“要把好文艺评论方向盘。
坚持正确方向导向……注重文艺评论的社会
效果，弘扬真善美，批驳假恶丑，不为低俗庸俗
媚俗作品和泛娱乐化等推波助澜。”因而，评论
家在艺术欣赏初级阶段对接受者的“辅助”重
在言之有物，到了中级阶段的“引导”就重在言
之有据、言之有理了。因为，这既是与文艺欣
赏者的对话，也是与文艺创作者对话。

客观地讲，任何一部成熟的文艺作品，都
是有层次的。如何引导欣赏者发掘其重点，
攻克其难点，思考其疑点，感慨其共鸣点，评
价其焦点，是需要文艺评论家耗费心血且有
独到见解的。这种见解一定是以社会问题为
前提，以创作者的真实情感为基础的。

内蒙古艺术学院原创性舞剧《草原英雄
小姐妹》2019年获得文华大奖，令人瞩目。
当有人质疑，为了保护384只羊，让11岁的
龙梅和9岁的玉荣饱受暴风雪的摧残，玉荣
甚至失去了一条腿，值得吗？为什么还要通

过艺术作品再度呈现？显然，这是现实中许
多人的困惑。然而文艺评论家却可以通过对
全剧逐层的分析，引导人们正确理解作品的
主题思想。是的，今天的少年儿童大多是独
生子女，他们像小太阳一样得到长辈无限度
的宠爱，娇生惯养的“90后”“00后”“10后”
就带有社会的普遍性。所以，当那些背着书
包甚至还背着儿孙的家长以并不夸张的动作
出现在舞台上时，一种天天都可以见到的情
景被强调了出来。继而，当观众看到玉荣被
冻伤了一条腿，姐姐心疼得背起来了妹妹时，
玉荣的一个动作便深深打动着人心。“一只、
两只、三只、四只、五只……”此刻的玉荣已经
忘记了自己的疼痛，她念念不忘的是爸爸临
行前的嘱托：“羊群是公社的，一只也不能
丢！”在此，一个振聋发聩的词汇便会荡击人
心灵：责任！责任！培养孩子们的责任心，是
主创人员的思想诉求，也是全剧的戏眼！能
否引导观众通过这样的重点领悟作品的主题
思想，就是文艺评论家的职责和担当。

文艺评论最忌讳的是从理论到理论的大
话和空话，尤其是那些没有针对性的“废话真
理”，更是将文艺评论推到了文艺创作者不愿
意阅读，艺术欣赏者也不愿意阅读的尴尬境
地。因而，文艺评论只有知人论世，言之有据，
紧锁作品，才能接地气，才能有旺盛的生命力。

三

《意见》指出：“健全文艺评论标准”就要
“坚持从作品出发”“把政治性、艺术性、社会
反应、市场认可统一起来，把社会效益、社会
价值放在首位。把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
度的优秀作品推介给读者观众。”着眼鱼龙混
杂的艺术市场，无论小说、小品、歌曲，还是影
视剧，确实存在着一些群众“喜欢”而境界不
高的作品，这就需要用明确的价值取向，倡导
接受者在深度道德体验的基础上，建构正确
的审美标准。评论家的职责就是要在指出问
题的同时，在社会上倡导深刻的道德体验，建
构向上向善的价值标准。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走进生活深
处，在人民中体悟生活本质，吃透生活底蕴。
只有把生活咀嚼透了，完全消化了，才能变成
深刻的情节和动人的形象，创作出来的作品
才能激荡人心。”可见，只有走进生活，才会在
作品中融入真情实感；只有把生活咀嚼透了，
才会产生真知灼见；只有创作出深刻的情节
和动人的形象，才能体现艺术家和作家的真
才实学。毕竟，真才实学是创作者十年磨一
剑在艺术形式和技巧技法方面的本领，真情
实感是创作者有感而发的审美必然，真知灼
见则是创作者绝不人云亦云的正确而透彻的
思想。如果说，真才实学、真情实感、真知灼
见可以作为构建评论文艺作品优劣的标准，
那么，通过对各种文艺作品的评价，激励人们
建构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也是文
艺评论的职责和担当。

文艺评论的职责与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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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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少数民族
儿童文学原创书系》
（以下简称《书系》）
“第一辑”（10 本），
于 2013 年 启 动 创
作，2016年底出齐，
2017年在北京国际
书展研讨、推介。时
光匆匆，4 年过去，
如今该《书系》“第二
辑”又将出版。在中
国当代儿童文学中，
这是又一次别样别
致的创作实践，更是一件美好美妙的写
书盛事。

历史前行，时代变迁，社会变动，恰
是民族儿童文学创作不变的话题。《书
系》“第二辑”共4本。包括内蒙古莫力
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的达斡尔族女作家
昳岚的《哈尼卡童话》、湖南省永州市江
华瑶族自治县瑶族作家陈茂智的《虎牙
项圈》、贵州省黔南州毛南族作家孟学祥
的《雏鹰飞过山》、云南省丽江古城的纳
西族女学者、作家蔡晓龄的《她叫花
蕾》。涉及地域由北部边疆到中南山地、
再到西南云贵高原。有意思的是，这四
位作家都来自人口较少民族的聚居地
区，恰都在鲁迅文学院高级研究班学习
过，而且均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均获得
过本省文学最高奖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

“骏马奖”。更有意思的是，除了孟学祥
现在担任贵州省黔南州文联副主席，其
他三位，一人做机关财政，一人是医院药
剂师，一人是大学教授，与儿童文学创作
并无直接关联，但他们都始终生活在民
族地区的基层，心怀祖国、洞察社会、视
野开阔。他们始终关怀着新一代人的成
长，尊重传统而又憧憬未来，思想深远；
始终执著于民族儿童文学创作，扎根大
地、驰骋想象、志向宏伟。他们的作品，
关注本民族新时代里的新发展，写民族
儿童在新环境中的新成长，浸渍了热爱
新生活的内心情感，弥漫着追寻中国梦
的正义之气，呈现着奔向小康社会的豪
迈之情。

最有意义的是，这四部作品充分写

出了新时期以来伟大
祖国从东北到西南的
广袤大地上，所发生
的一系列社会变革和
生活变化。映射着党
的民族政策的灿烂光
辉，映照着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的坦荡
宽广，反映了中华各
民族大家庭的和谐温
馨，也映现着当下新
时代民族团结平等、
国家昌盛的壮丽景

象。在这样一种新的时代氛围中，我们
读到，达斡尔族少女塔莉雅、盲姑娘葛
根，怎样在世世代代传承的民族生活游
戏“哈尼卡”的陪伴中、在祖祖辈辈传扬
的“唯有书不能负你”的熏陶中长大；毛
南族山寨留守少年雨林，与同伴雨田、雨
树等，怎样在坎坎坷坷的山寨小路上，牵
着大水牯迎着晨间曙光迅走，在迷迷蒙
蒙的浓重雾气里，心怀要上学的梦想，奔
向支教老师。我们还读到，瑶族少年谷
米，跟随着“猎王”爷爷，在郁郁苍苍的大
森林中练就了浑身力气和满腔勇气，在
蓬蓬勃勃的大自然中，与“坏”镇长儿子
高多多一道，上最好的学校、求更多的知
识，并各自在全市运动会上夺得短跑冠
军；而纳西族少女花蕾，与爸爸牺牲在前
线的烈士后代和亮亮互相帮助、共同进
步，继承民族文化传统，钻研纳西人独有
的木雕工艺，匠心光大地域人文特色，把
握纳西人技艺专长……

在该《书系》中，一个个少数民族儿
童人物形象，活泼泼地从书里走出来，走
进了中华各民族儿童心灵里，走进了中
国当代儿童文学领域中。这，无论在中
国儿童文学史还是中国文学史上，也是
第一次。这对于推动、促进中国民族儿
童文学的进一步繁荣、发展，对于充实、
兴旺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创作实践，对于
丰富、加深儿童文学民族性理论研究，具
有开拓意义和美学意义。

在新时代，《书系》属于中华各民族
的小读者，也属于经历了童年、少年，现
在已经长大成人，甚至是长辈的大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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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新时代文艺评论高质量发展
乌兰牧骑是诞生在内蒙古草原上

的一支红色文艺宣传队，具有“演出、
宣传、辅导、服务”的职能。60多年
来，这支“红色嫩芽”不断成长，在内蒙
古遍地开花。广大乌兰牧骑队员迎风
雪，冒寒暑，以蓝天为幕布，以大地为
舞台，深入农村牧区为人民群众演出，
为农牧民服务，为基层群众送去了欢
乐和文明，传递了党的声音和关怀，为
丰富农村牧区的文化生活，促进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
受到广大农牧民的欢迎，把他们亲切
地称为“我们的乌兰牧骑”。

乌兰牧骑也受到党的几代领导人
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成为我国社
会主义文艺的一面旗帜。毛泽东主
席、周恩来总理曾多次接见乌兰牧骑
队员。邓小平同志为乌兰牧骑题词：

“发扬乌兰牧骑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江泽民同志题词：“乌兰牧骑是
我国社会主义文艺战线上的一面旗
帜。”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给内蒙古
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队员回信，对乌
兰牧骑精神进一步肯定，对乌兰牧骑
队员寄予深切关怀，勉励乌兰牧骑在
新时代要大力弘扬优良传统，扎根生
活沃土，服务人民群众，努力创作更多
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
永远做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

长期以来，乌兰牧骑所坚持的先进
文化方向，给广大文艺工作者树立了榜
样。同时也激励广大文艺工作者创作
了大量以乌兰牧骑为题材的文艺作品，
为社会主义的文艺园地增添了绚烂的
色彩。拿美术为例，无论是上世纪还是
新时代，都有许多表现乌兰牧骑主题的
优秀作品。早在1963年，上海人民美
术出版社就出版了何逸梅的年画《草原
上的文化队》，作品描绘乌兰牧骑队员
乘坐马车深入牧区准备为牧民演出的
情景，牧区牛羊兴旺、天蓝草碧，远处的
浩特与淖尔依稀可见，一派生机盎然。
七十年代初，有思沁的中国画《踏遍草
原送赞歌》和贾方舟的中国画《草原盛
开文艺花》等表现乌兰牧骑的作品。前
者描绘乌兰牧骑队员正在为两位牧民
演出，艺术地再现了乌兰牧骑建立的初
衷：内蒙古地域辽阔，上世纪五六十年
代，人口分散，交通不便。有不少牧区
要走上百里路才能碰到一两个蒙古
包。为了丰富农牧民群众的文化生活，
一种装备轻便、组织精悍、人员一专多
能、便于流动的小型综合文化工作队
——乌兰牧骑在锡林郭勒草原诞生。
随后，乌兰牧骑深入草原，无论是定居
点还是放牧点，只要有一个牧民，他们
就演出，受到了牧民的衷心欢迎。乌兰
牧骑迅速发展起来；后者表现一支乘着
骆驼的乌兰牧骑队伍正行进在草原上，
人物与骆驼生动朴实，辽阔的草原起伏
有致，一轮红日冉冉升起，作品情景交
融地表现了乌兰牧骑的精神主题。七
十年代中期，著名画家金高完成了两件
表现周恩来总理会见乌兰牧骑队员的
油画《周总理与乌兰牧骑》和《难忘的晚
宴》，表现了周恩来总理对乌兰牧骑事
业的关心和支持。作者充分发挥油画
的表现力，主观化的色彩处理恰当地表
达了主题。《周总理与乌兰牧骑》运用对
比色，色彩亮丽而温暖，在单纯、明净的
色彩中追求一种装饰趣味，一种年画的
感觉，从而使作品独具特色，很好地表
现了其乐融融、欢乐幸福的场景。《难忘
的晚宴》运用淡雅的同类色，营造了一
个美好祥和的氛围，表现了周恩来总理
与乌兰牧骑心心相印的情境。七十年
代末，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吴迅、
宋显瑞的年画《心随总理唱延安》，作品
表现的是周恩来总理会见乌兰牧骑时
与队员们一同唱歌的故事。作者充分
调动年画的特点，尽力营造欢乐幸福的
感觉，成功地塑造了周恩来总理和乌兰
牧骑队员的亲切形象，受到群众欢迎。
2013年，在“内蒙古重大历史文化题材
美术创作工程”中，周宇和程非完成了
油画《乌兰牧骑》，作品描绘乌兰牧骑队
员乘着马车奔驰在草原上，画面欢快热
烈、阳光和煦、充满勃勃生机，很好地再
现了那个年代的时代氛围。

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给乌兰牧
骑队员的回信，进一步激发了美术工
作者创作乌兰牧骑主题美术作品的热
情，内蒙古自治区还组织美术工作者
深入基层乌兰牧骑体验生活，搜集素
材，集中创作这一主题的作品，产生了
许多可圈可点的优秀之作。中国画
《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是老画家
王玉泉的倾心之作。由于作者成长的
年代见证了乌兰牧骑从诞生到逐步发

展壮大的过程，加之其深厚的生活积
累和成熟的表现技能，作品生动地再
现了乌兰牧骑这个“一辆马车上的文
化工作队”在草原上的情景。洋溢着
欢快而美好的时代氛围。哈斯朝鲁的
中国画《草原放歌》以山水画的形式表
现乌兰牧骑主题，独具匠心。作品构
图宏大，视野开阔，大面积的绿色将盛
夏草原的绿浪滚滚描绘得淋漓尽致。
草原上鲜花盛开，牛羊遍野，一派生机
盎然。远处一辆乌兰牧骑的大巴车正
在穿越草原腹地，点明主题。同样是
表现乌兰牧骑深入牧区，胡德尔的中
国画《演出路上》与前者不同，作者通
过文学性的情节表达主题：乌兰牧骑
的马车遇到坎坷的路况，几个队员正
在奋力推车。作品构图跌宕起伏，人
物动态夸张生动，充分表现了乌兰牧
骑不畏艰苦、服务基层的可贵精神。
中国画《蓝色之韵》《候场》《吉祥乌兰
牧骑》等几件作品都是通过表现乌兰
牧骑队员在演出之前候场的情景，来
弘扬乌兰牧骑精神。要红宇的《蓝色
之韵》则洋溢着一种纯洁、高贵、欢快
的气息，与前者有异曲同工之妙。经
冠一的《候场》采用水墨写意的形式，
表现乌兰牧骑队员演出之前候场的情
景。作品感情真挚，风格朴实，人物塑
造结实有力。要红霞的中国画《乌兰
牧骑到嘎查》没有从正面表现乌兰牧
骑的演出与生活，而是通过对乌兰牧
骑的演出场景、设备和道具的描绘，从
一个侧面表现了乌兰牧骑的主题，体
现了画家独特的视角和构思的巧妙。
王永鑫的中国画《暖春》也是一件视角
独特的作品，作品情景交融，内容丰
富，生活气息浓郁，比较成功地表现了
新时代乌兰牧骑的生活。

在油画作品中，青年画家张可扬的
《我的乌兰牧骑》《新时代的乌兰牧骑》
《草原上的乌兰牧骑》是三件优秀之
作。三件作品都从正面表现了新时代
的乌兰牧骑在草原上为牧民演出的情
景，但构图不一，各具特色。《我的乌兰
牧骑》构图大胆，主体突出，画面正中以
近景特写的形式描绘了一位正在舞动
着的乌兰牧骑女演员形象，女演员纯朴
美丽，身着大红色的蒙古袍，宽大的裙
摆站了大面积的画幅，非常突出和醒
目，鲜艳的红色很好地烘托了主题。作
品参加“第十三届全国美展优秀作品展
览”，受到广泛好评，并被中国美术馆收
藏。随后，作者为“不忘初心 继续前
进——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大型美术创作工程”创作油画《草原上
的乌兰牧骑》，作品在新落成的中国共
产党历史展览馆展出，并被永久收藏。
为“红色百年内蒙古——大型主题油
画、雕塑创作工程”创作油画《新时代的
乌兰牧骑》，被内蒙古美术馆收藏。两件
作品都采用大场面的叙事方法，人物众
多，场面热烈，色彩亮丽，阳光灿烂，乌兰
牧骑队员翩翩起舞，牧民们满怀喜悦，非
常成功地表现了新时代的乌兰牧骑在总
书记回信精神的鼓舞下，满怀激情深入基
层为牧民服务的精神，具有强烈的时代
感。张项军的油画《草原天韵》学习借鉴
中国传统壁画的风格特点，探索主题性绘
画形式风格的多样性。文胜的油画《乌兰
牧骑系列——红色歌舞》是一个大场面，
作者采用装饰化与程式化的形式语言，表
现了新时代乌兰牧骑演出时的盛况。李
喜成的油画《草原上的白云》采用象征手
法，描绘了几位正在翩翩起舞的乌兰牧骑
队员形象，姑娘们淳朴、纯洁、热情欢快。
此外，孟显波的油画《姐妹》、刘建平的油
画《乌兰牧骑下苏木》、田存波的油画《乌
兰牧骑之歌》、萨其日拉图的雕塑《总书记
回信了》、石玉平与苏力德的雕塑《到人民
中去》也都各具特色，是比较优秀的作品。

“弘扬光荣传统，赓续红色血
脉”。在内蒙古诞生的乌兰牧骑和乌
兰牧骑精神，曾经鼓舞了几代文艺工
作者深入基层，服务群众。大量优秀
的乌兰牧骑主题美术创作，不但为各
民族守望相助、团结一心跟党走，构筑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发挥了积极作
用，也为今天的主题性美术创作提供
了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当前，我们
要以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
神和对文艺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为指引，继承和发扬乌兰牧骑优良
传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扎根生活沃土，服务人民群众，坚持守
正创新，努力创作更多思想性、主题
性、艺术性俱佳的接地气、传得开、留
得下的优秀作品，为实现中华民族的
伟大复兴更好地凝聚精神力量，无愧
于时代赋予美术工作者的光荣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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