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艺
评论

“三千孤儿入内蒙”的历史佳话虽然发生
在上世纪 50 年代末、60 年代初，但时光接续，
大爱永存。如今，这一动人历史，已经成为中
华民族一家亲的经典范例。

60 多年来，根据此题材创作的文艺作品
不断涌现，内蒙古卫视新近推出的六集电视
纪录片《国家的孩子》，又以全新的创意、崭新
的视角、丰富的镜头，对这一经典题材再次进
行了独特提炼、动情展现。

史实的多角度呈现，成就了扎实的纪实
品质与文化风貌

角度的选择和呈现，是决定作品立意、情
感和色彩特点的关键。《国家的孩子》在纵横
相间的正面结构中，有机插入许多侧面角度
的讲述，令故事的背景、主线、层面清晰明
了。内蒙古 10 个育婴院的迅速建立、广大牧
民争相领养的热情、孩子的成长、额吉和阿爸
的付出、社会的关注⋯⋯丰富的故事中，众多
内蒙古额吉、阿爸和“国家的孩子”两个层面
主人公的故事和情感，在时空的回望与穿越
中不断鲜活闪动。受访的学者、作家、艺术
家、爱心人士也融入其中，一起化作了历史长
河、时代大潮里真切的爱心涓流和浪花，从而
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实现了这一历史大爱史实
的活态再发掘和再汇集，铸牢了该片的纪实
结构和实例支撑。

如今，当年历史的见证者已日渐难觅，留
住他们的故事、心声和情怀，是历史的重任。
该纪录片用六集篇幅，实现了又一次感动故
事的再搜集、感动人物的再采访，记录了更多
层面的历史真实。镜头的延伸、内涵的拓展，
丰厚了历史，添彩了文化，深化了情义，进一
步升华了历史与时代的大爱与精神，成就了
该纪录片扎实的纪实品质与文化风貌。

大爱的多层面咏叹，彰显了多重的文化
价值

挖掘与阐释大爱，是《国家的孩子》的主
旨和重点，纵览六集内容，其意其情其景的描
述是生动的、立体的、特点鲜明的，更难得的
是展现了跨时代的、更多层面的对于大爱的
理解和认识的升华，彰显了该片多重的文化
价值和时代意义。

首先，大爱是超越血缘、无私奉献之爱。
党和国家领导人、地方党委政府、数千内蒙古
家庭、三千南方孤儿，是这一历史传奇的创造
者、亲历者、见证者。这种大爱，是无私的、奉
献的，是对国家、民族、同胞、弱小临危的生
命，从心底涌出的持久的真爱。虽没有骨肉
血缘之亲，却有着中华民族共同的品质的坚
守、精神的传扬。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无论是内蒙古
自治区各级政府，还是领养孩子的牧民，都把
最好的食品优先留给了“国家的孩子”。如
今，已年近 90 岁的姜永禄，是当年锡林郭勒
盟赴京接孩子的领队，他回忆起当年在育婴
院经历的一件事，至今忍不住老泪纵横：“有
一年快春节了，供销社没奶粉了。一个牧民
赶着勒勒车，用包蒙古包的大毡子，包了一车
奶坨子，给南方孤儿送来。我说，付给你钱
吧，没想到牧民马上就生气了说：我这是给国
家孩子的，不是卖的！”

敖德巴拉 1 岁半被呼伦贝尔一户牧民收
养，8 岁时腿部意外受伤，得了骨结核。额吉
和阿爸不忍心看到孩子截肢，卖掉了牛羊，奔
波 8 年，跑了无数城市，倾尽了所有为她医
治，最后终于保住了她的腿。

苏尼特右旗的牧民敖根，是“感动内蒙古
十杰母亲”光荣称号获得者，她主动收养了患
有先天性小儿麻痹症、骨瘦如柴的朝克图。
在敖根无微不至的照料下，爱产生了奇迹，朝
克图 5 岁时终于学会了走路，长大成人后在
旗里有了工作，娶上了媳妇，敖根额吉给他举
办了西苏旗最隆重的婚礼。

“国家的孩子”们只要忆起自己成长的故
事和身边的亲人，都是泪湿双眼。已退休在
家的锡林郭勒盟的苏和说：“我爷爷奶奶是最
惯我的，惯我惯到啥程度：吃月饼不掰，吃水
果不切。现在回想起来，我真是掉到福坑里
了。”嘎鲁说：“我是在养父母百般呵护下长大
的。我家一共 6 口人，就十来斤大米，别人谁
也吃不着，就给我吃。”满都日娃
说：“母爱可以让我们战胜一切，不
会难过，更不会失落。”

这种爱，是彼此心心相映的，
孩子们回报给额吉、阿爸和内蒙古
亲人的爱也是这样。敖德巴拉结

婚后，不仅担负起照顾养父母的责任，还和
爱人一起，把爱人家里 9 个弟弟妹妹带大成
家，她被誉为“贴心额吉”，成为全国五一劳
动奖章获得者。镜头中，她千言万语化作一
句话：“收养我的阿爸额吉,就是我的亲生父
母！”梁引梅对养父母说：“这个养字我都不
能提，如有来生，我还做你们的闺女。”苏和
对养父母的孝心远近闻名，给母亲陪床期
间，他在地上睡了整整 32 天。苏和父亲长期
生病卧床，一点褥疮都没得，这归功于他 4 个
半月中，不分昼夜，坚持 1 小时给父亲翻一次
身的付出。

大爱是不忘本源。时光荏苒，当年收养
三千孤儿的额吉、阿爸们渐渐逝去。为了保
护孩子，他们一直不想让孩子知道身世，而弥
留之际，却郑重叮嘱孩子：回到原乡找找亲生
父母，了却藏在心底的思根念想。孩子们也
大多年近花甲，寻根的想法开始渐渐苏醒。
各地公安机关、有关团体和“国家的孩子”们，
纷纷组织起来，架起了一座南北共同寻亲的
桥梁。孩子们之间、孩子们与寻亲组织之间
相互成为了知心亲人，共同唱响不忘本源、圆
梦生命之爱的寻亲之歌。

嘎鲁说：“我们现在生活这么好，找到了
也是了个心愿，知道我是哪里人，什么人把我
们带到这个世界上，有没有兄弟姐妹。”张海
仁的养父，在临终前拿出领养表和迁移证，告
诉了他的身世。老两口一生就张海仁一个孩
子，对他视如己出。

在江阴市寻亲志愿者协会帮助下，历经
15 年，苏和、张海仁终于等来了寻到亲人的消
息。2021 年 9 月 12 日，在鞭炮声中，苏和、张
海仁身着崭新的蒙古袍，和亲人实现了 60 多
年久别的重逢。苏和与哥哥紧紧地拥抱，哥
哥说：“不管是穷富，我们都是亲兄弟！”张海
仁扑通跪在母亲的身前，坐在轮椅上的母亲
顿时老泪纵横。

“国家的孩子”们反哺养父母的同时，内
心涌动出的对自己身世的探究之
念和对自己亲生父母的惦念，同样
是 中 华 民 族 传 统 美 德 的 动 人 闪
光。当彼此的心灵之光、血脉之情
再次跨越历史飞泪交汇的时刻，又
一轮亲情复苏、生命之爱的潮水绚

烂涌起。
大爱是中华民族同心共融、互帮互助之

爱。《国家的孩子》还通过该题材作品作者和
爱心人士的亲身经历与体验，讲述了“三千孤
儿入内蒙”的故事中的故事、感动中的感动。

作家萨仁托娅讲述了牧民敖根收养残疾
孩子朝克图的故事，称赞敖根勇敢养育残疾
孩子朝克图是“爱的奇迹”；导演宁才讲述了
影视剧筹拍故事，他激动地说：“老额吉们说，
这有什么呢，一个羊羔冻死了，我们都会心疼
的，何况是孩子，是人呢！”歌曲《我也是草原
的孩子》词作家崔富感叹道：“这个爱，不是说
说就能做到的，它是在克服各种困难和我们
现在的人无法想象的条件下，把他们养大的，
他们得做出多大的牺牲啊！”

可贵的是，纪录片第六集重点记录了广
东“草原爱心团队”及其发起人、羊城晚报社
原总编辑张宇航先生的爱心故事。“爱心团
队”以“回馈学子，感谢内蒙古”为初心，从
1996 年开始至今 25 年，已资助内蒙古各地
5000 名贫困家庭孩子完成学业。

如今，被广东“草原爱心团队”帮助过的
孩子们，大多已顺利完成学业，这些爱心人
士，已经和“三千孤儿入内蒙”这一大爱传奇
融为一体，成为了历史见证者、文化传承者、
精神弘扬者和各民族同心共融、互帮互助的
榜样。

推出更多同题材精品力作，有着重要的
时代意义

据了解，《国家的孩子》的摄制是在克服
疫情影响的情况下艰难完成的，受制于客观
条件的限制，也留下了一些技术遗憾。但创
作者敏锐的目光、创新的立意、纪实的品格和
开阔的文化思维，令人印象深刻。

大爱是不息流动的闪光。正如一位“国
家孩子”说的：“我额吉说了，有牛粪烧着，蒙
古包才不冷；有爱撑着，生活才不苦。”时光雕
刻了内蒙古人民心中的深情大爱，也治愈了
从小离乡的南方孤儿们内心最大的伤痛。更
精准地挖掘这一历史大爱题材的丰厚矿藏，
打造内蒙古大爱经典文艺品牌，让它成为新
时代中华民族一家亲的巨大情感引力，有着
重要的时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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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世超

在《人世间》这部以周家三代人为主的平
民生活史中，确认周秉昆是男主人公，不会有
歧义，他既是周家的顶梁柱，也是构建“好人
文化”的核心人物。但女主人公呢？秉昆妈
和郑娟戏份都不少，尤其是郑娟，可谓名副其
实的女一号。但我觉得，她们或以善良而慈
爱为主基调，即使命运坎坷，也能以善良到底
的不变品德构建以家庭为核心的“ 好人文
化”；或者以坚韧而倔强为特色，即使风吹浪
打，也能在个性的坚守中熠熠生辉。这些人
物，是作者着力要用“好人”的良知对社会进
行价值引导的良苦用心。相比之下，一个真
实鲜活、性格突出、内涵颇具张力的人物便脱
颖而出。她，就是黄小蕾扮演的多次滑出“好
人”边缘的乔春燕。

改革开放 40 年及之前 10 年的半个世纪
中，随着社会发展，她努力与时俱进，在性格
与品德的叠映中将传统文化底色与时代风云
的浸染交织在一起，集合成了一位既接地气
又能够能推动观众回望历史、思考现实、反省
自身的“多彩人物”。

从性格上看，春燕，泼辣、豁得出去、能言
善辩，同时还非常要强、非常义气，做什么都
争强好胜，总想获得社会的赞誉和别人的羡
慕。所以，不到 20 岁，就凭着精湛的修脚技
术和良好的服务态度，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
者和劳动模范。看到街坊们用鄙夷的目光和
冷言冷语对待身世尴尬的郑娟，春燕挺身而
出，勇敢地护着她；看到丈夫下岗、家境困窘
的于虹无处就业，便竭尽全力帮她找到工
作。无论秉昆妈脑梗瘫痪在床，还是国庆爹
突然去世，凡是朋友需要帮忙的地方，都会看
到她奔波的身影。

改革开放，给人们创造了前所未有的选
择人生道路和重树价值观的广阔空间，空间
越大，对每一个人的考验越严峻。不可否认，

春燕的性格是可爱的，那么，她的品德呢？处
处都想让人羡慕的她，能经得住各种考验吗？

要强、热心、讲义气、做事“豁得出去”，
是这位东北姑娘的性格底色，当社会的发
展、家庭的变化使个人利益与朋友情义、社
会道义、公平正义产生尖锐冲突时，春燕便
显现出现实生活中也并不少见的利己主义
的价值倾向。

从家风看，春燕的母亲是一位
街道干部，做事爽快，工于心计，嫉
妒心强。所以，春燕“要强”的性格
就有了一些家庭影响的杂色。在工
作上要强是好事，但如果为了“要
强”而无视道德甚至法律底线，就会

因能“豁出去”的性格而让自己险象环生。
纵观春燕 50 多年的人生历程，当物欲和

逐利战胜道义和正义的时候，那“豁得出去”
的性格就会使她不断突破道德底线。说实
话，勒索总经理和敲诈龚副局长，她的良心没
有一点儿自我谴责，因为，她认为他们都是坏
人。但是，当她欺骗“铁哥儿们”秉昆时，内心
虽有几分愧意，最终还是突破了道德底线。

因自卫伤人至死而服刑 8 年
的秉昆出狱了。为生存，他向春燕
欲借钱买车跑运输。借，还是不
借？当着秉昆的面春燕答应：“放
心，明天就把钱送你家去！”可第二
天她却带着贵重礼物去撒谎、去拒

绝，就是为获得秉昆的理解⋯⋯至此，一个艰
难的命题出现了，即两难选择。一边是亲情
的需要（自己的儿子结婚需要钱），一边是友
情的需要，相权之下，只能伤害友情。

至此，观众不禁会想，如果自己是春燕，
会把钱借给周秉昆吗？现实中，像春燕这样
做的人是多数还是少数？毕竟，做一次好人
容易，要永远做好人，并在忘我的状态下做好
人，自觉地为形成“好人文化”而努力，确实太
不容易了。

有人说，好人变坏，一定是感受到了“不
公平”；而好人偶尔做一次坏事，则是感受到
了“不公平”对自己的威胁。当国庆爹这位
当了一辈子工人的老者竟冻死在工厂外的
煤堆上，只是因为住房过于窘迫时；当下岗
工人孙赶超为供儿子上大学，竟然卧轨结束
了自己肾功能衰竭的生命时，一贯要强的春
燕便悟出了一个道理：只有为改善自家的生
存条件“豁得出去”(无论是突破道德底线还
是伤害邻里友情)，才能达到目的。这就是
她为什么要怂恿丈夫诬告市委书记周秉义，
自己又以光字片分房不公为由而聚众闹事
的原始动机。

虽然剧情中触及了许多近些年尖锐的社
会问题，并且让春燕在这些问题的交织中，在
良知与逐利、利己与利他的博弈中，从曾经热
心助人的“好人文化”圈，一次次滑落到“圈”
外，但还是如观众所预料的，她一定会在良知
被唤醒后，回归到“老百姓彼此扶持，感受到
对方温暖”的文化圈里。因为主创人员倡导
的“好人文化”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自律
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的善良，这是中华儿女共识的优秀文化传
统。正因如此，才彰显出春燕让广大观众倍
感真实、深入思考、有所醒悟的美学价值。而
黄小蕾对角色的创造，也是很成功的。

春燕的“色彩”与“好人文化”
——简谈电视剧《人世间》的人物塑造

◎苏芯冉 李树榕

首 届 大 自 然 文 学 鸿 雁 奖 获 奖 作
品——《风之子》是一部期待已久的作
品，作者许廷旺饱含深情和富有诗意地
描述了野马萨拉赫，与养马世家两代人
不同的生活境遇交织在一起的过程。
主要描写了少年朝克和野马萨拉赫共
同成长经历，他们之间产生的笃深情
感。朝克、额吉、阿爸把它视为生命中
的伙伴、朋友。

许廷旺尤其擅长描写草原上的动
物。每年，他都要花一两个月时间，深
入草原，体验生活。他了解草原风土人
情，熟知草原上的家畜马、野生动物狼
的习性。在小说《风之子》中，作者满怀
深情地把它们集结在一起，谱写出了一
首大自然的赞歌。

首先，小说赞美了草地骄子——马。
马在内蒙古文学中是一个经常被表现的主题。马的勇

猛剽悍、吃苦耐劳与草原上的人们崇尚的精神非常契合。因
此，马成为草原各族人民喜爱和崇敬的对象。

小说中的主角萨拉赫是一匹野马，它出生 3 个多月，被
狼袭击，给它带来了莫大的伤害。朝克、额吉像对待孩子一
样照顾它，帮助它，它被朝克驯化成了一匹家马。从此，萨拉
赫和它的主人同患难、共成长，与额吉、朝克成为了灵犀相通
的挚友。

萨拉赫既有野马强健的体魄、风驰电掣的速度，也有着
忠诚、敦厚的性情。野马的天性和家马的温情在萨拉赫身上
合二为一，让“风之子”的形象丰富立体，让人动容。在小说
结尾处，萨拉赫跟着野马群离开了蒙古包。在决定放弃对人
类的依赖时，它蜕变成了真正的“风之子”。这一离别的场
景，在作者的笔下，没有丝毫伤感，充盈着草原上的人们潇
洒、豪迈的气度。他们尊重动物，尊重生命，也敬畏着大自
然。作者通过文字告诉我们，人和动物共同栖息在地球上，
都是大自然的孩子，相互之间是平等的。这也恰恰是当下人
们渐渐认同的一种生态观。

其次，小说赞美了纯良的草原上的人们。
小说的主角是马，而与之相伴随的另一个主角就是草原

上的人们。小说在情节的推动中，塑造了多个立体丰满的草
原人物形象：额吉、阿爸和朝克 3 人。

多年来，额吉独自抚养 3 个儿子，长期的艰苦劳作使她
提前衰老，她从不抱怨，只是默默承受生活的苦难，也炼就了
坚强、豁达、乐观的品质。在丈夫被马匪掠走，两个孩子朝
鲁、朝日先后沦落为马匪的帮凶，她依然坚信生活美好，把全
部的爱给了朝克、萨拉赫，惦念着丈夫，更希望走上不归之路
的两个孩子浪子回头⋯⋯这位额吉的豁达，既尽显了伟大的
母爱，也绽放出一代代草原上的人们美好、善良的天性。

朝克是一位单纯、善良的少年。他发现受伤的幼马萨拉
赫，悉心料理它、保护它。最终，萨拉赫把他认作主人。然而
朝克在马匪哥哥朝日的诱骗下，听信了他要借萨拉赫去营救
阿爸的谎言，萨拉赫被带入马匪据点。

朝克既思念萨拉赫，又担心哥哥的安全，他决定去一探
究竟。他遇到了一位照顾马儿的聋哑老人，也看清了哥哥被
权势收买的真面目。在老人多次暗示下，朝克带着萨拉赫逃
出幕府。朝克预感到这位老人就是他的阿爸，再次冒险回到
幕府中。此时，阿爸已经奄奄一息。

朝克的阿爸因马匪抢走了马群，深入虎穴要回马群，却
不幸被扣押，成为马匪的佣人。他不得不假装成哑巴，才得
以保全性命。他深陷囹圄，却处处照顾着朝克和萨拉赫。

第三，小说赞美了大美无言的草原底蕴。
《风之子》这部小说不仅塑造了草原上的马和人们，还用

大段诗意的语言描绘了草原风光。作者热情歌颂了云彩下
斑斓的马群、暴雨中狂奔的马群、玉带般的河水、连绵起伏的
山丘、疯长的牧草，还有深邃似海的天空。

作者在表现草原底蕴时，还加入了大量亲情元素。小说
对亲情的描述是无言而深挚的。开篇时灰踝马生产小马、养
育小马的温馨画面；萨拉赫离开蒙古包后想念额吉的场景；
阿爸为了保护朝克，强忍住想与他相认的冲动，至死都没有
说出真相的情节。情到浓时，语言显得如此苍白无力；情至
深时，沉默无言才最撼动人心。温情的加入，让小说在阳刚
之美中拥有了细腻的张力。父爱，又让温情之美，最终升华
为悲壮之美。

小说通过富有张力的情节推动、诗意的
抒情描写，热情讴歌了草原马的阳刚飒爽，
草原上的人们的坚忍纯良。《风之子》是一部
自然主义的生态文学，也是一部充满人文主
义情怀的草原文学作品。

一首大自然的赞歌
—

—

评首届鸿雁奖获奖作品

《风之子

》

◎裘禾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