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版 4月 14日刊发的文章《纯真朴实，更
具超乎寻常的感染力——读<许廷旺动物小说
集>》，作者为：张锦贻。）

经典名著与喜欢玩梗年轻人的
一拍即合，往往能催生出花样翻新、
令人叹服的创意效果。当前，一些
年轻人以种种方式“花式”演绎《红
楼梦》，就不免使人眼前一亮。

最近，1987版电视剧《红楼梦》
中林黛玉的怼人话语在网络上翻
红，许多网友模仿黛玉语言风格造
句引发热议，折射出《红楼梦》在当
代年轻人中的影响力。

而除此之外，在许多高校，“红
学”研究社团蓬勃发展，不止于传统
的读书会、讲座活动，莘莘学子或在
毕业作品中设计红楼文创家具，或
将《红楼梦》中相关元素融入绘画、
雕塑、插画、摄影作品，抑或，从医
药、健康等独特视角品读《红楼梦》，
以及在视频网站二次创作剪辑《红
楼梦》等等，让人感受到经典文化在
传承与创新方面的独特魅力。

经典之作，它们经受岁月洗礼，
总能历久弥新。对此，卡尔维诺说
得好：“经典作品是这样一些书，我
们越是道听途说，以为我们懂了，当
我们实际读它们，我们就越是觉得
它们独特、意想不到和新颖。”就拿
《红楼梦》来说，自古而今，种种对其
解读的文字可谓汗牛充栋，然而，原
著及其解读内容究竟是不是读者盘
子里对胃口的菜，最终还需要读者
自己细细咀嚼、消化吸收。

我愿意相信，那些以其自身才华
“花式”演绎《红楼梦》的年轻人，他们
不仅有着活跃的思想，而且，在与这部
名著牵绊的过程中，一定程度上收获
了属于自己的“独特、意想不到和新
颖”。而当他们将这种“独特、意想不
到和新颖”以契合己意的方式呈现出来时，这对他们自
身文艺趣味的提升是潜移默化和实实在在的，同时，也
势必影响带动周围更多人沉浸其中，进而增强其对于经
典名著的亲近感。在此意义上，我们是否可以说，让经
典名著广泛深入地走进大众生活，正襟危坐字斟句酌是
一种方式，像这种不怎么循规蹈矩的“花式”途径，同样
不失为方便奏效的可行方式？

当然，凡事过犹不及。年轻人“花式”演绎《红楼梦》
固然令人欣喜，不过，“花式”演绎亦需有度。对此，正如
有教育界人士指出的，“不同学校可以突出各自特色，发
挥更多创意，但需要注意的是要对经典文学抱着尊重的
态度，无底线的恶搞不可取。”

关于“经典”，《现代汉语词典》给出的解释是“传
统的具有权威性的著作”。阅读经典，能给人更多的
滋养，使人明锐、深刻而优雅。尽管，多数人对于经典
作品心存敬意，然而毋庸置疑，相比于一般读物，经典
阅读对读者知识水平和阅读能力的要求又要更高一
些。在这个推崇全民阅读的时代，既然，“花式”演绎
有助于吸引读者，有助于促使经典复活，那么，但愿社
会相关各方能够因势利导，扬长避短，不断探寻更富
意趣的方式，引导大众与经典亲密接触，使经典更好
地传承下去，源远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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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内蒙古自治区对口支援湖北省荆门
市（含武汉市）医疗队随行记者——内蒙古日
报社记者刘春所著16万字的《天使出征——
内蒙古援鄂医疗队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纪实》
（以下简称《天使出征》），由内蒙古人民出版
社作为“亮丽内蒙古重点图书出版工程”的重
点作品之一，于2021年 11月隆重推出，受到
广大读者的一致好评。刘春因其在援鄂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前线的突出贡献，而荣获“全国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2020年1月28日，是内蒙古援鄂医疗队
出征的日子。《天使出征》这部熔铸作者亲身
经历和饱蘸激情写就的纪实文学作品，记录
了那两个多月内蒙古援鄂医疗队的点点滴
滴，全方位描述了“天使”们的英雄壮举和感
人事迹，唱响了内蒙古援鄂医疗队与湖北人
民心连心，视新冠患者为亲人，救死扶伤、舍
生忘死的“战地”之歌。有道是，“国有战，招
必来，战必胜！”《天使出征》一书共收录了20
篇内蒙古援鄂医疗队真实而感人的生动故
事，篇篇故事如同一个旋转的舞台和人物画
廊，典型地展示了出征“天使”们的英雄群
象。在每个故事中，有一个或几个或多个主
角，从多个侧面反映了内蒙古援鄂医疗队队
员的风采。

在记者的眼中，一双双流过泪水的眼睛
更加明亮，一颗颗奔赴国难的赤子之心更加
坚强，一个个即将拿起“武器”的战士更加勇
敢……这些卓有成效和富有前瞻性的工作把
握，充分彰显了内蒙古援鄂医疗队的管理实
力和优良的工作作风。他们既有顽强的抗疫

精神，又有精湛的医术，他们向党和人民交出
了一份合格的答卷。

《天使出征》以故事的形式，对医疗队工
作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全面展示。全书最后以
《英雄归程》结束，与首篇《目的地：湖北荆门》
首尾相顾，相互呼应，“一气呵成”。《荆门手记》
选载的13篇“手记”，记录了作者作为一名随行

“战地”记者的工作与心理感受，为书中每一篇

故事来源提供了诠释和写作线索。“手记”还披
露了这些故事在当时产生的阅读热度，反映了
纸质与融媒体载体同时存在的新闻时代，作为
纪实文学——故事在读者中产生的巨大感染
力量。

一部纪实文学作品之所以取得成功，其中
重要的因素，除了其内容能给人以启迪和信
心，就像火把一样为人们照亮了前行的道路之
外，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其近乎完美的艺
术形式和独具一格的艺术魅力。我愿意相信，
刘春的《天使出征》会在我国当代纪实文学榜
单中留下闪烁的光芒，因其真实记录内蒙古援
鄂医疗队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英勇壮举，而永
载当代文学史册。新冠肺炎疫情终将会过去
成为历史，但是《天使出征》中所塑造的内蒙古
援鄂医疗队的英雄群像，会永远鲜活地镌刻在
广大读者的脑海里。

《天使出征》之所以取得强烈的艺术效果，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作者近距离地目睹了
医疗队在湖北省荆门市、武汉市英勇抗疫的战
斗，作者与医务人员一样感同身受。甚至基于
职业敏感的驱使，较之于医务人员，他能从更
多的方面深入观察，悉心捕捉，“动态记录出征
的每一天，把思想镌刻在故事里”（《荆门手
记》），在书中再现了鲜为人知的抗
疫细节（医务人员和病毒是在一米
以内博弈）和那些曾经惊心动魄的

“战疫”场景，塑造出了内蒙古援鄂
医疗队那些“最可爱的人”，写出了

“最可爱的人”的精彩故事，令读者
仿佛身临其境一般。从受众的审

美感受来说，作品打动人的，首先是那些故事
与故事中的细节，而支撑故事的背后却是整部
作品的艺术构思，包括艺术结构、人物塑造，甚
至语言特色。

可以说，由于纪实文学，是以故事的形式
呈现这场特殊战役，它是作者在艺术创作的沙
场上运筹帷幄的结果。在这里，我为作者的艺
术把握而鼓掌。一是该作品对出征“天使”的
成功刻画和对一线“战士”精神的褒扬，归功于
其对故事细节的深入挖掘和精心描写。在《天
使出征》中，大量精彩的细节描写，有力地支持
了人物的刻画，极大地丰富了作品的人物画
廊。二是作品细腻地反映医患之间的心理活
动，折射出人间心灵之美的艺术穿透力。在这
次援鄂抗疫“战场”上，发生了许多像李菲菲护
士与患者大姐相互鼓励、洋溢着医患亲情的故
事，作品揭示了医患之间都为对方着想的暖心
境界，使作品具有了超强的精神亲和力和人间
大爱之美感。三是作品处处透露出艺术语言
的不同凡响。《天使出征》十分重视语言的锤
炼，作者十分重视素材挖掘、情节追问，即向医
务人员追问工作、生活和心理活动的细节，做
好“二次采访”。他的《荆门手记》为此提供了
很好的注脚。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对于带
有新闻性的纪实故事，更需要强大
的语言运用能力，《天使出征》达到
了这一创作预期，在叙事和医患对
话中精彩语言无处不现，构成了
《天使出征》中一道道亮丽的风景
线。 （本版图片源自网络）

伟大抗疫精神的精湛呈现
——读《天使出征——内蒙古援鄂医疗队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纪实》有感

◎马永真

20世纪30年代中期至40年代中期，中国
共产党在延安建立革命根据地，大批充满理想
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为了抗日救亡的使命奔
赴延安。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
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为当时文艺
工作的开展指明了方向。延安时期的美术创
作受到当时客观条件的限制，艺术家们选择了
可以进行大批量复制和印刷的木刻版画作为
主要工具，以简洁、精炼的艺术语言向边区人
民宣传革命思想。

一、延安美术的成就与特点

（一）美术创作以人民为中心
在紧张的抗战气氛中，争取民心成为中国

革命胜利的重要因素。但由于当时边区人民
文化程度低，只靠文字去宣传和普及革命指导
思想是很难实现的。于是我党确立了文艺为
人民大众服务的路线，通过美术作品向大众宣
传革命思想；其次文艺工作者还参与百姓的生
活，了解百姓的真实愿望，创造出百姓能接受
和欣赏的艺术作品，从而统一民心，共同抗日。

古元是当时最有代表性的画家之一，他受
到党的文艺思想的指导，深入了解农民的真实
生活，力图刻画农民最真实的形象。《减租会》
是古元杰出的作品之一。描绘的是农民在减
租减息运动中与地主据理力争的场面。作品
采用黑白木刻的形式，生动地表现了人物之间
的关系。对于这幅作品的创作，古元谈到：“当
我看见报上登载绥德农民向地主进行斗争，讨
还非法多收去的租子的消息，我觉得是一件很
有意义的事，马上就想创作一幅木刻……我回
忆许多开会的场面，我以他们的形象作依据，
创作了《减租会》。”虽然古元是在报纸上看到
的消息，但是他能够根据生活经验创作出如此
真实的作品，正是他在农村切身的生活经历，
才将农民和地主的形象把握的如此准确。这
样的作品既贴近生活，还起到了鼓舞农民勇敢
站起来的积极作用。

作品《离婚诉》来源于古元工作期间亲历
的事件。在1940年，古元以阴刻法制作了《离
婚诉》，后来为了迎合老百姓的审美趣味，在
1942年，“我又重刻了一幅《离婚诉》，和之前
的刻法就大相径庭，用单线的轮廓和简练的刀
法来表现物体，画面明快，群众也就喜欢接受
了。”作品截取离婚时的场面，主人公勇敢站起
来向封建落后势力和旧婚姻制度的挑战，透析
了妇女思想意识的进步，更易于向边区人民传
达进步意识。在古元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
真实的农民形象和农民生活，创造了具有鲜明
大众化倾向的艺术风格，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
的进步和现实生活的真实性。这一时期的作
品在题材上不同于过去的批判现实主义创作，
而是极大地歌颂人民的新生活，赞美人民的高
贵品质，肯定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

（二）创作大批具有特殊历史价值的作品
江丰在《回忆延安木刻运动》一文中讲到：

“延安木刻民族化的探索，有明确的目的，是以
群众化为前提，促进木刻作品适应工农兵群众
的欣赏习惯，更好地成为激发他们革命觉悟的
精神食粮。”

力群的套色木刻《丰衣足食图》，采用民间
年画的形式展现人民丰衣足食的情景。画面
构图饱满，对于版画语言的熟练运用和民间色
彩的借鉴，使得该作品受到了老百姓的喜爱。
马达的《推磨》在技法上画家撇弃了早期木刻
欧化的明暗画法，采用中国传统的阳线刻制，
通俗易懂，画面简练又不失重量感和黑白节奏
感。

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国内掀起了新年画

创作的热潮，学习传统年画的人物造型，以阳
刻为主，色彩鲜明热烈。彦涵的《开展民兵爆
破运动》、力群的《人民代表选举大会》和冯真
的《娃娃戏》等这些作品都是符合人民审美趣
味的新年画形式，受到了广大百姓的好评。

延安美术工作者在不断探索和实践中，创
作了大批具有特殊历史价值和体现人民需求
的美术作品，不仅迎合了老百姓的审美需求，
还极大地传承和发展了民间美术，将流传于民
间的各种技法和艺术形式进行了
整合创新，使其成为中国美术发展
的动力源泉，推动了美术创作向民
间化和大众化的方向发展。

（三）美术创作是对时代的生
动记录

在抗战的特殊时期，延安的文

艺指导思想决定了文艺工作者的态度立场。
彦涵的部分版画作品被认为是记录抗战

最重要的图像文献。1938年他怀揣抗日救亡
的赤诚之心投奔延安，他用自己的艺术创作回
应了党的号召，同时也鼓舞了广大百姓共同抗
战的斗志。作品《当敌人搜山的时候》，画面描
述的是战士爬上战壕准备战斗的场面。整幅
画面传达出紧张的气氛，把战争的真实瞬间表
现的淋漓尽致，不仅反映了军民同心誓死杀敌

的顽强信念，也激励了老百姓英勇
向前的斗志。

彦涵的艺术创作是对时代的
生动记录，作品《豆选》描绘的是在
选举活动中，由于农民不识字，所
以用豆子来代替选票，选举人在碗
里放豆子的民主选举过程，反映出

了农民民主意识的觉醒。彦涵的系列作品真
实地拉近了艺术和人民的距离，极大激发了老
百姓共同抗日的决心，也成为了革命思想的宣
传工具。这位文艺思想的宣传者和实践者以
自己独特的艺术语言，在中国版画史上留下了
举足轻重的位置。

在抗战时期，延安美术起到了宣传教育的
功能。广大文艺工作者积极宣传革命思想，并
将其鲜明的政治立场用视觉图像的方式呈现
给广大百姓，也为抗战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二、延安美术的当代启示

延安美术的艺术成就和特点在今天看来
依然给我们提供了值得参考的经验和启示。

（一）艺术创作要根植于人民，贴近生活
延安时期的美术工作者在《讲话》精神的

指引下，主动了解老百姓真实的生活样貌及民
间美术的形式风格，用老百姓熟悉的形式语言
去创作，让作品更贴近大众，传递真情实感，不
仅受到广大百姓的喜爱，而且起到了很好的宣
传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的文艺工作
座谈会上强调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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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民为中
心，就是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
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
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
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
职。”因此文艺作品在任何时期都要把握人民
需求。一个优秀的文艺工作者应该看到现实
生活中人们对美好理想和未来的执著追求和
努力，而一个画家的担当，莫过于通过文艺作
品表现出对自己生活着的这个时代的人文关
怀。

（二）艺术创作要紧随时代发展勇于创新
延安的木刻版画并没有完全照抄新兴木

刻版画中欧派的技法，而是结合延安的实际
情况给予了取舍，他们撇弃百姓看不懂的阴
影画法，结合民间的艺术表现形式，以一种全
新的、更适合百姓审美的艺术形式表现新生
活，使得这一外来画种得到了中国式的改
造。这样的创新也为延安的木刻艺术增添了
浓墨重彩的一笔。当今的文艺工作者当然更
需要这样的创新精神，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
民审美需求的改变，有的绘画语言已经不适
应新的艺术发展要求，所以当代美术工作者
也需要像延安时期那样寻求符合自己时代的
绘画语言，在对传统艺术的继承和创新的基
础上，敢于创造，探索更能体现当代画家真实
感受的全新绘画形式。

（三）艺术创作要坚守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
在延安时期，美术家配合抗战时期不断变

化的斗争形势，坚守正确的政治立场，创作了
大批优秀的美术作品。在新时代，我们要坚守
正确的文艺方向，文艺作品要为社会主义服
务，把握时代精神，展现时代品质。“‘为人民服
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艺方针，是一个有社
会责任感的艺术家应该自觉贯彻的信条。党
和国家给了我们的艺术家们以创作自由的权
利，我们的艺术家们理应考虑到自己艺术实
践对党和国家应尽的义务，应负的责任。”今
天，文艺工作者拥有了更多的创作自由的权
利，但是我们要主动担负起国家赋予文艺工
作者的职责，立足于当下，让文艺作品符合中
国当下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符合当代社会
的审美要求，要立足于中国传统艺术，要从中
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不断吸
收借鉴国际当代艺术理念，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文化。

文艺
评论

《减租会》 古元

《离婚诉》 古元

《丰衣足食图》 力群 《推磨》 马达

《当敌人搜山的时候》 彦涵

延安美术的当代价值延安美术的当代价值
————以版画为例以版画为例

◎包梦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