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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阿勒得尔图的长篇报告文学《红色文
艺轻骑兵——乌兰牧骑纪事》，感觉这是一部
融时代性、史实性、红色文化为一体的优秀报
告文学作品。

《红色文艺轻骑兵——乌兰牧骑纪事》首
次将“乌兰牧骑文化现象”系统归纳整理，并
将其完整呈现于中华文化大格局中。通过阅
读可以感知，作者多次走进田野、深入民间，
探访当事人、亲历者，获得了丰厚的第一手资
料、鲜活生动的人物事迹，发掘历史的甘饴珍
存等等……这些大量的资料、记录、归类、整
理等前期工作，是保证《红色文艺轻骑兵——
乌兰牧骑纪事》“完整呈现”乌兰牧骑这一文
化现象的大前提，完成了“探记乌兰牧骑轨
迹，弘扬文艺服务农牧民”的重大主题创作。

《红色文艺轻骑兵——乌兰牧骑纪事》全
方位地发掘记录乌兰牧骑文化闪光点和时代
亮点。乌兰夫同志曾说：“乌兰牧骑的建立是
一个创举，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展民族
文艺的产物”。本书围绕着“创举”和“产物”，
用大量纪实、例证，记述了乌兰牧骑从初创

“简单为牧民娱乐演出”，到形成“代表党为牧
区送文化”的“实用目标”，再到努力完成党和
国家赋予其“发展牧区文化，弘扬中华文化”
的重大文化使命，使其融入了我们时代的主
旋律，成为鼓舞我们努力创造当代先进文化
的号角。

在民族文化发展历史进程中，乌兰牧骑

这个群体创造了一种独具中国特色的文化现
象，其无论从个人、还是到集体，都有着非凡
的表现、独特的创新、超常的贡献。为实现这
一目标，呈现乌兰牧骑这个群体艰难而光辉
的发展历程，作者深思熟虑、举重若轻，避免
茫然四顾、“胡子眉毛一把抓”，重点采用了

“以点带面”的写作技巧，从最初首创苏尼特
右旗乌兰牧骑写起，渐进扩写到地市和省级
乌兰牧骑的诞生历程，一个地方写一两个代
表人物，把乌兰牧骑的“全境网络”织就完成，
达到峰峦叠嶂、异美灼人的艺术效果。如写
老队员巴图朝鲁，把其命运与乌兰牧骑生涯

“捆绑”并写，写他为牧区挖水井，写他当小学
老师，再被招回乌兰牧骑等曲折的人生经历，
让这个形象有血有肉地“立”起来。其描述文
字生动、传神，丰富地再现了乌兰牧骑的清晰
印迹，折射出那个年代的坚韧与忠诚。

《红色文艺轻骑兵——乌兰牧骑纪事》侧
重叙写党和国家对乌兰牧骑队伍的培养及精
神塑造。乌兰牧骑是文艺宣传队，是牧区精
神文明的“播种机”，他们把洋溢着向美向善
的力量、昂扬的时代精神、人民喜闻乐见的文
艺作品，送到牧区农村广大人民身边，依照

“为民服务，共建边疆”的原则，一路坚持不懈
地向前走，顽强地坚持 60多年。这正是“伟
大创举”的最真实呈现，的确值得珍视，值得
人民尊敬爱戴。

乌兰牧骑的兴起与成长，得到了毛主席、

周总理、乌兰夫、邓小平、习近平等党和国家
领导，以及各级政府的培养与支持，昔日小小
的乌兰牧骑，从最初的点滴萤光，蝶变成一片
明媚的光带、一个生机无限的世界……是党
和国家赋予其力量使命，是人民给了他们巨
大的支持和悉心的呵护，乌兰牧骑才得以成
活、壮大、发展，从一支十几人的小队伍，发展
到今天 70多支、3000多人的大队伍，成为忠
于人民的文艺轻骑兵。一句话，是祖国给予
其成长的土壤，给予其辽阔的怀抱，使其成为
祖国北疆一道独特亮丽的“文艺风景线”。

《红色文艺轻骑兵——乌兰牧骑纪事》围
绕着乌兰牧骑的创建与发展，写了这个群体涌
现的无数感人往事、动人轶事、英雄传奇，如乌
力吉陶克套怎样创作《乌兰牧骑之歌》、达林太
怎样创作舞蹈《蒙古·莎特尔》、普日布怎样创
编舞蹈《公社放驼员》、阿拉坦花怎样创编后来
成为经典民族舞蹈的《草原女民兵》、孟玉珍创
作大型舞蹈《草原记忆》等等，这些发源于乌兰
牧骑、生活气息浓烈的佳作之诞生，除证明这
个团队人才济济，生机勃勃，大有作为外，还宣
告一个不争的事实，即只有在中华大地上，才
能孕育如此绚丽的民族文艺奇葩；只有在广袤
的中华大地上，才能诞生极具个性、极富魅力
的“乌兰牧骑文化现象”。

高尔基说：“文学在我们这个时代，应该
起一种社会教育的作用，它是具有非常重要
意义的。”我觉得，阿勒得尔图的《红色文艺轻

骑兵——乌兰牧骑纪事》的创作与出版，实现
了上述意义。《红色文艺轻骑兵——乌兰牧骑
纪事》所传达的“深入基层、服务民众、复兴中
华”的巨大精神能量，值得我们思考与弘扬。

最近兴安把他新出的散
文集寄给了我，是由时代文
艺出版社出版的，硬壳布
面，印制很是精美。这是兴
安的第二本散文集，头一本
是《伴酒一生》，他的评论文
章远比散文写得多，足有百
万字。收到兴安从北京邮
来的这本书，与他交往的33
年纷杂往事涌上心头。

兴安的这本散文集的书
名是《在碎片中寻找》，这个
有着后现代意味的书名引
起我的阅读兴趣。这本书
从结构上由三部分构成。
第一部分是写作者的家乡，
写他出生、成长的兴安岭和
呼伦贝尔大草原，还写他个
人文学艺术的经历与感悟；
第二部分是作者对国内当
代作家和艺术家的回忆和
印象；第三部分是兴安在阅读和研究外国作家及
作品之余，写下的人物随笔，旁征博引，视角独
特。三部分看似互不相关，其实密不可分，正如北
京作家协会主席刘恒在对这本书的推荐语中所
说：“网络时代是个众声喧哗的时代，我们随时被
各种信息吸引和充斥，没有了沉默和孤独的时间
和力度。而兴安终于找到一种躲避的方式，并试
图构建自己的世界。”

能够明显地看出兴安构建他个人世界是快乐
的，由于他感受到自己的设计是那样庄严华美，乃
至于因狂喜而兴奋，创造出他的各部分之间的空
间，以及他自身的一部分到他自身的另一部分所
需的时间。他有意把自己炸裂成碎片，再认真寻
找到这些碎片，细心观察它们，再精心把它们拼贴
在一起，并从中审视出它们的意义。

我们从《在碎片中寻找》中看清后现代的叙述
方式。最初叙述作者的故乡，其实是在阐明作者
的文化根脉，有了家乡文化宽阔的视角和博大的
胸怀，才能够利于作者今后与国内作家的沟通，利
于作者吸收当今国外文学理念中优秀的成分。例
如当安妮宝贝还是文学新人时，兴安就看出她代
表了相当一大批年轻读者的审美，有着“疗伤”的
作用。于是他就写评论支持了安妮宝贝的作品，
可以说他推荐了文坛的一颗新星；例如兴安在一
篇介绍美国作家凯鲁亚克的文章当中，强调指出
视写作为生命的人的最本质的东西是善良。这种
从人性来解读凯鲁亚克的文章我还是头一次读
到，很有新意，对读者一定很有启发。

最初我们阅读时，尚不明白寻找和拼贴那些
碎片的目的，不认为兴安是在有意识地创造什
么。当我们读罢全书，方才知道作者的经验乃是
由作者控制的意念所创造或者由集体意识所创
造。受控制的意念强于集体意识多少，就以多少
程度实际检验它们。集体意识被接受、吸收和内
化多少，就以多少程度实际检验。所以著名表演
艺术家斯琴高娃读了这本书很有感悟，她在写给
兴安的信中说：“兴安，你的绘画中渗透了文学，你
能感悟，所以看你的作品，我觉得你有你的独到之
处，这是别人无法复制和抄袭的。你所说的碎片，
其实那是你的心，你的点点滴滴，到哪里哪里就会
明亮，就会有色彩。我年过半百以后，才想进入自
己的内心，但是静不下来，所以我要向你学习，要
静下来。在我不能演戏的时候，我也会把一些碎
片，集中一下，然后加以提炼，变成一种感觉，表达
出来。”

经
历
的
意
义

—
—

读
散
文
集
《
在
碎
片
中
寻
找
》

◎
李
悦

8 执行主编：徐亚军 责任编辑：许素红 版式策划：纪安静 制图：安宁

2022年5月19日 星期四 / 文艺评论 /

乌兰牧骑乌兰牧骑：：独具中国特色的文化现象独具中国特色的文化现象
————读读《《红色文艺轻骑兵红色文艺轻骑兵————乌兰牧骑纪事乌兰牧骑纪事》》

◎陈晓雷

（本版图片源自网络）

“一个国家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民族不能
没有先锋。”我们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们的
时代需要英雄。说到英雄，在人们心目中往往
想到的是：战场上英勇牺牲的烈士或者是战绩
彪炳的指战员。其实英雄成长岂止是只在战
场，有许多英雄恰恰是出自于平凡，在平凡中
显现伟大。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评书
曲艺广播、蒙古语广播推出的广播连续剧《永
远的眷恋》就是一部歌颂在平凡之中孕育伟大
的作品。

三集广播剧《永远的眷恋》是以带领当地
牧民脱贫致富的模范廷·巴特尔同志为生活原
型创作的音频作品。廷·巴特尔作为知青，从
上世纪70年代插队到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洪
格尔高勒镇后，一直扎根于牧区近50年。在
近50年的生命进程中，他不恋城市的优裕生
活，而把心和智慧毫无保留地奉献在改变所在
嘎查的面貌、率领牧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道路
上，充分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全心全意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本质。
廷·巴特尔把前辈的嘱托变为自己的实际行动，
因而受到党和人民的表彰，成为“改革先锋”“最
美奋斗者”“七一勋章获得者”。《永远的眷恋》以
广播剧的形式，向人们展示了廷·巴特尔热爱草
原、热爱牧民、深受百姓拥戴的生活侧面。

三集广播剧《永远的眷恋》以富有激情的、
夹杂着牛羊叫声的音乐，勾勒出一幅远离都市
喧嚣、恬淡旷远的牧乡生活风情画。在这部作
品的文本创作中，充分体现了编剧路远一贯的
风格：以一个悬念开头，然后贯穿于作品始终，
最后揭开包袱，结束故事。《永远的眷恋》就是以
一个偶发事件为起始，在因廷·巴特尔的女儿女
婿回家来看望父母而进行的聚会上，人们得到
了一个使人惶惑、诧异、震惊的消息：那就是有
人往旗长信箱里写了举报信。这个消息在牧民
中产生了骚动，人们愤愤不平：为什么有人会对

把心掏给大家的廷·巴特尔使坏？这个偶发事
件也使廷·巴特尔夫妇彻夜不眠。因为这个偶
发事件和牧民们表现出的义愤，使女儿对他们
过往生活产生了好奇，在女儿的要求下，廷·巴
特尔的妻子其木格通过回忆的方式，讲述了廷·
巴特尔在近50年的生活中率领当地牧民脱贫
致富，为百姓所拥护爱戴的往事。通过人物的
回忆讲述，照应生活的发展，阐释主人公的人生
轨迹，形成了这部广播剧的情节设置巧妙而不
缺乏合理性的特点。

《永远的眷恋》是一部主旋律作品，作为歌
颂典型人物的作品，突出主题是必不可少的。
但是作为一部艺术作品，作品的
欣赏价值在于把严肃的主题寓于
艺术的表现之中，让我们潜移默
化地感受，达到寓教于乐的效
果。《永远的眷恋》的编剧在创作
中较为注意突出主题而避免概念

化、抽象化问题，因此作品的基点落在廷·巴特
尔热爱草原、热爱牧民的主题上，但是这一主题
不是靠说教和解读来完成，却是通过他热心为
牧民服务，带领牧民致富路奔小康，放弃优裕的
都市生活等情节来加以反映的。廷·巴特尔的
记账本儿、廷·巴特尔和其木格的结合、廷·巴特
尔领其木格见母亲等细节都十分突出地表现了
人物的性格。尤其是牧民们对廷·巴特尔的爱
戴和拥护的情感，加上演员们感情色彩浓烈的
台词阐释，令作品回味隽永，构成这了这部作品
的突出特点，即主题突出而不失艺术隽永。

《永远的眷恋》是一部写真人真事的作品，
写真人真事关键在于作品所叙述事件的真实
性。没有真实，作品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据。《永
远的眷恋》把真实放在了第一位，诸如阿木尔写
举报信、廷·巴特尔给母亲和岳父做翻译等细节
的描写。但真实的生活往往平淡无奇，让平淡
无奇成为吸引听众的曲折故事，这需要进行艺
术加工。编剧利用广播剧的形式对原有生活通
过艺术手法进行加工改造：如回忆与现实交织、
时间与空间转换，使整个故事的发展不显拖沓
和俗套。尤其是配音演员的二次创作，演员们
对剧中人物深刻的理解和充满情感的配音使作
品增色不少，这其中中年其木格、青年廷·巴特
尔、青年其木格、廷·巴特尔的女儿的配音表演
都很出色，真实而不乏生动，是《永远的眷恋》的
又一突出特点。

意料之外、情理之中也是《永远的眷恋》创
作上的一个特点。作品以有人举报廷·巴特尔
的偶发事件开头，在广播剧的情节发展中，一系

列的误会不断出现：竟然有人举报在
牧民之中有崇高威望的廷·巴特尔；
投入旗长信箱的举报信竟引来调查
组……最为关键的是举报人和举报
的原因，在整部剧的包袱解开之后竟
然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因为举报人

曾经是廷·巴特尔救过其性命的阿木尔，这是以
怨报德啊！而《永远的眷恋》的包袱就是阿木尔
写举报信的原因。阿木尔为什么要写这封举报
信呢？他回答，“哎呀，我那不是告状信，而是一
封表扬信，我请求上级领导表彰，给他一个大大
的表扬，然后把他调回北京。”包袱解开了，阿木
尔写信的目的并非是要对廷·巴特尔产生不好
影响，而是他觉得廷·巴特尔为牧民们付出的太
多，而自己的损失太大。他想让廷·巴特尔一家
过得更好些，所以他写信给旗长，希望组织上能
够照顾廷·巴特尔，把他调到北京。阿木尔想让
组织上弥补对廷·巴特尔的亏欠。在阿木尔配
音演员略带委屈而又充满深情的声音里，我们
可以深切地感受到淳厚的牧民们朴素的情感和
铭刻在他们心里对廷·巴特尔的爱戴。

廷·巴特尔是时代的模范，他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在百姓心中树起一个共产党员的光辉
形象。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廷·巴特尔
把青春奉献给率领萨如拉图雅嘎查牧民脱贫致
富上。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把心掏给了大家，
哪里会得不到群众的拥护？

廷·巴特尔是开国将军延懋的儿子，他自豪
的不是他的身份，而是那种从父辈们继承而来
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在于他对红色
基因的传承。上世纪50年代，开国将军甘祖昌
回乡当农民，就诠释了中国共产党打江山，不是
要当官做老爷，而是实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为人民谋幸福的革命初心。而现今，将军的儿
子廷·巴特尔不恋城市的优裕生活，扎根牧区半
个世纪，为落后地区改变面貌，带领牧民致富奔
小康，过上幸福生活，他把父辈流血牺牲而追求
的理想，依然作为自己奋斗的目标，这是红色基
因的传承。一个是开国将军，一个是开国将军
的儿子，他们用两代人的实际行动，深深扎根于
人民群众之中，为人民群众谋幸福，把红色基因
传承千秋万代。

三集广播三集广播剧剧《《永远的眷永远的眷恋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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