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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赵艳长篇报告文学《袁隆平与兴安大米》，深
受感动，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这是一部以粮
食安全、国计民生视角切入的事关国之大者、民生
之本的重大现实主义题材优秀作品。这部书以“杂
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专家团队在兴安盟改造盐
碱地、将万顷荒地变为“大粮仓”的艰辛历程为叙事
主线，塑造了袁隆平院士可敬可爱的英模形象，生
动讲述兴安盟人民在袁隆平院士的带领下，向荒漠
要粮、向盐碱地要粮的故事。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民生之本。袁隆平院
士为首的水稻科研专家团队和兴安盟农牧民是实
现这个思想的实践者和开拓者。2018 年，内蒙古首
个袁隆平水稻院士专家工作站落户兴安盟，这是国
内首个袁隆平院士苏打型盐碱地工作站。这是共
和国勋章获得者袁隆平三个梦想中第三个梦想的
实践地和“袁梦计划”的启航之地。他在盐碱地上
种出高产水稻这一技术既可以为沙漠地区的贫困
人口解决口粮问题，还可改良盐碱地和沙漠地区的
生态环境。

《袁隆平与兴安大米》以真实的笔触，为我们展
现了袁隆平院士的第三个梦想——“在盐碱地上种
出高产水稻”的实现过程。袁隆平立足兴安大地，
坚守一个信念，他满含感情地说：“兴安人的嘱托，
就是我们团队的使命。人民的心愿，就是我们团队
努力的方向。国家的粮食战略，就是我们团队的奋
斗目标。”

作者运笔纵横捭阖，视野开阔，以宏大的历史
背景，艺术地再现兴安盟改革开放的发展进程，步
入现代农业的新征程，富有感染力地再现了兴安盟
袁隆平水稻院士专家工作站试验研究耐盐碱地水
稻的科研探索精神，书写平凡劳动人民战天斗地、
不懈奋斗的故事，积极探寻袁隆平的人生世界、科
学世界和精神世界。让读者从袁隆平院士为我国
粮食安全、农业科技创新、世界粮食发展作出的重
大贡献中汲取前进的精神力量。这部书将袁隆平
院士对真理的追求，对科学的追求，凝结成为了人
类永恒的记忆。

《袁隆平与兴安大米》突出时代主题，详细记

述“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为首的水稻科研专
家团队的动人奋斗故事 ，讲述中国奇迹故事，叙
写人民创造，歌咏民族脊梁，激扬时代精神。这部
书在突出思想性的同时，特别关注了作品的文学
性和艺术性，较好地处理了报告文学写作中真实
性与文学性的关系。报告文学作为时代文体，文
学表达应该是兼具责任担当和审美意义，两者合
为激发读者的驱动力。读了《袁隆平与兴安大米》
这篇报告文学，深感作者的审美化努力和对读者
审美召唤力的满足。这部作品具有巧妙合理的叙
事结构、生动鲜活的语言文字、形象鲜明的人物刻
画、独具风格的创作呈现，以及深刻思辨与饱满情
感的交融传达。

《袁隆平与兴安大米》以 6 个篇章结构全书，第
一章：袁隆平的第三个梦想；第二章：唤醒沉睡的土
地；第三章：改革开放的春天；第四章：牵手行走的
第二故乡；第五章：走一条大农业发展的路子；第六
章：百年追梦，圆梦小康。全书 6 大章 30 小节叙事
结构，环环紧扣，巧妙合理。

《袁隆平与兴安大米》突出了袁隆平院士高大
而平凡的形象。袁隆平首先是一个伟大的人。他
是“杂交水稻之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是国之栋
梁、民族脊梁。他为什么那么伟大呢？一、他是中
国人吃饱饭的恩人；二、他的技术是全人类的恩泽；
三、他的技术使得我国粮食安全在战略上处于绝对
主动。袁隆平是世界上第一个将水稻的杂交优势
成功地应用于生产的科学家，发明“三系法”籼型杂
交水稻，创建了超级杂交水稻技术体系。他的贡献
是为全人类作出的贡献，是世界性的贡献。他不仅
让人们远离饥饿，也为中国人赢得荣誉和尊严。袁
隆平的一生，无私奉献，他心系百姓、心系世界，他
关注温饱、关注人民，他敢于创造、不畏艰苦又淡泊
名利。袁隆平的贡献旷古烁今，“神农”“杂交水稻
之父”是对他名副其实的称赞。袁隆平用智慧和汗
水描画辉煌蓝图，用热血和生命铸就不朽丰碑！其
次，袁隆平还是一个平凡的普通人。给人一种质朴
平和、细腻隽永的印象。袁隆平和普通人一样，有
对母亲的深深怀念之情。他写的《稻子熟了，妈妈

我想你了》一文情深意切，催人泪下。作者笔下的
袁隆平鲜活亲切，甚至还有些可爱，让人心平气和
地读完之后回味无穷。

《袁隆平与兴安大米》还书写了国家杂交水稻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张玉烛、袁隆平水稻院士
专家工作站站长王世刚、专家刘建兵、基地工作站
技术员杨忠等协助袁隆平院士工作的专家们，他们
的默默奉献也非常感人。在这些人的身上我们可
以看到“神农”的身影和影响。这些专家团队科研
人员的潜心研究、无私奉献，一切依靠人民、一切为
了人民的赤诚之心，永驻兴安人民的美好记忆中。

《袁隆平与兴安大米》中书写的人物数十个，其
中双榆树嘎查驻村第一书记韩军这个人物写得比
较鲜活。他是电影《枫叶红了》的男主人公韩正的
原型。袁隆平水稻院士专家工作站入驻后，韩军带
领双榆树嘎查农牧民种稻，让 1350 亩盐碱地飘出
阵阵稻香。人们眼中的韩军，年轻带着朝气，穿着
简朴的运动装，身材瘦高，皮肤黝黑，脸上挂着晴朗
的笑容。他被上级委派到双榆树嘎查任驻村第一
书记，驻村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入户调查，一年
内走遍了全村 363 户人家，记下 5 本厚厚的民情日
记。他走村串户、盘腿上炕，跟牧民拉家常、摸情
况、想对策⋯⋯读到这里，驻村干部深入群众、为百
姓服务的形象跃然纸上。

古城村书记赵晓芳也是写得很成功的人物。
他身材壮实，脸色黑红，声音洪亮，人们常常被他的
爽朗、幽默感染。他带领村民，在袁隆平院士指导
下，成功地种植出“冷水有机稻”，再现“水稻之乡”
的盛景。袁隆平水稻院士专家工作站在古城村建
立种子繁育基地，水稻品种技术的改良给古城村带
来新的发展契机。此外，种稻户朴成奎、张海峰，朝
鲜族技术员、本地水稻专家朴勇基，农民水稻专家
柳玉山、尹万铉，与蒙古族兄弟结成“安达”的朝鲜
族金凤石夫妇 ，相识相爱的赵龙元与朝鲜族女子
金粉善等人物，也都刻画得活灵活现。

《袁隆平与兴安大米》整部书用文学语言叙述，
许多景物描写和心里描写采用的是抒情散文语言，
生动优美，感人肺腑。“草原上盛开的金达莱，一片
艳丽，在凄凉孤寂的岁月里，散发出多少芳香，给了
他们多少企盼”“在布谷鸟开始鸣叫的季节里，大片
杏树的花香弥漫了乡野，稻农们开始了育苗、插秧
的劳作。”美丽景色的描写紧扣人物的心灵深处，更
显作者的语言功底。在集中描写兴安大地各民族
交往、交流、交融的第二章里，“融为一体”这 4 个字
多次出现，深深地表达了各民族人民与这片土地的
融合、各民族兄弟姐妹和谐相处共同奋斗的感人事
迹。书中有一段描写一生躬耕于田亩之间的朝鲜
族老农民的双手的段落：“朴成奎还记得照片上祖
父那双粗糙的、棕褐色的手，手上那被岁月风霜刨
出的沟壑，像是时光刻下的痕迹，让人看了难以忘
怀。”多么精彩的描写，就像一幅雕刻画。朝鲜族民
歌《搬家歌》、蒙古族民歌《可爱的枣红马在奔驰》的
引用，以及山东移民方言的运用、北方正月十五“填
仓”和煎饼卷着大葱吃的民俗描写，给作品增添了
民族特色和地方风味。

试想，若某一日世上没有了爱，那将会是一
种什么状况？我知道，人们都会说这“试想”是
荒唐的。这当然好，说明世上真的有爱。我不
知道在文化类的词典中对“爱”有多少种解释，
但我能肯定的是，关于爱，在每个人心中都有自
己的体认。因此说，“爱”是个开放的概念。可
它又与其他概念不同的是，其丰富的内涵中是
有体温的。

近年来，我比较专注于从美育的视角与层
面看艺术的审美特性及效果，其中总是会有意
无意间感受到这“爱”的存在及力量（当然，不排
除个人随着年龄与阅历的增长，情怀变得更为
柔软，因此面对有关“爱”的表达更为敏感了一
些）。就以李白那首明白晓畅故而流传极广的

《静夜思》而言，其写游子的思乡之情可谓溢于
言表：“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此诗在我国几乎妇孺皆可成诵，
这除了因其诵读上的流畅与易记之外，还与人
们的喜爱有关。喜爱其形式美与意境美。通常
所见关于这首诗的意境的解析，以为“思”字是

“诗眼”，即表达诗人的思乡之情云云。这当然
是确切无疑的。但是，是否可以再向前追问一
步呢？即，诗人何以对故乡有此拳拳之心、切切
之思？我以为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爱——对
故乡的深情之爱！这爱已形成一种情结，深深
地埋在诗人的心底，于是诗中之“思”便成为必
然。如果这样的认识与分析可以大致成立，那
么，或可进一步说，是爱的深情与美的形式共同
赋予《静夜思》这首 20 字的短诗以独特意味与
美感力量。由此个例，我们甚至可以悟到如下
规律性的认识：每一独特的艺术形象或艺术境
界，都是诗人、艺术家个性化的创造，而且有一
定偶然性。这是无可置疑的。但是再往深处追
究一步，则又可知其在个性背后或深处，还有整
体；在偶然之中，尚有必然性存在。就“思乡”之
作而言，所谓“整体”，可以理解为祖国、民族、家
园，也可以理解为是“类”；所谓“必然性”，则是
因了深情之爱。对于诗人或艺术家来说，祖国、
民族、家园不仅养育了其生命，而且呵护与涵养
了其心灵，因此，一方面“爱”自然地成为“思”的
动力因，另一方面，以自己独创的艺术境界或作
品，开启了个人之爱与大众之爱的心理通道。
正因如此，其作品能够引起共鸣，并广泛传诵，
以至历久犹新。

在古今中外的艺术佳作中，表现思乡的，表
现母爱的，为数尤多，可谓艺术创作题材的大
类，同时也被称作“永恒的主题”。其原因可能
有多种，但是一个“爱”字必是其中最具共同性
的主因。我们知道，诗人、艺术家幽深的、微妙
的心情，往往发而为感人的艺术。他们可能会
经历生活上的坎坷与艰辛，会遭遇人生的失意
与苦闷，故乡和母爱则是其心灵的依托和精神
支点。因此，无论他们以什么样的方式去表现，
都必有赤诚的爱心在其中。《游子吟》云：“慈母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

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于朴素的文字
间传递出人间大爱，让人于低吟中心动，以至落
泪——母爱永远是游子最温情的精神故乡——
共鸣则是艺术之美的真正魅力！诗人艾青说：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
得深沉。”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读懂了诗人的
爱心，才可能真正读懂他的诗。

如果笼而统之地说诗人、艺术家为传递爱
而创作，显然是有失于绝对化，属于以偏概全。
但是如果说，启人去爱，是古今中外许多诗人、
艺术家的艺术旨归，或曰美学追求，
则是并不为过的。上文提到的表现
思乡、母爱题材的抒情性作品很突
出，而且也容易体会得到。此外，在
其他各类艺术中范例之多堪称不胜
枚举。从母亲在婴儿耳边轻轻吟唱

的摇篮曲，到小孩入学后唱的儿歌，几乎全都是
爱的旋律；小时候在乡间听说书人讲民间故事，
多半都是颂扬好人，张扬善事，有的故事中虽然
出现坏人逞凶作恶，但最终必得报应，必然是正
义与善良占据上风——爱的导向很明确，即倡
导爱正义、爱好人、爱善行等。再到生活中看
看，现实生活中的人们为事业、为生存（或曰生
计）而奔忙，不免辛劳，也不免单调，这时他们便
会借助相适的艺术而调节生活情趣，展舒内心
世界。于是，农夫有了田歌（山歌），舟人有了棹

号，牧人有了牧歌等。因为有了这
样的歌唱表达，他们一日间劳作的
辛苦得以调节与舒缓，心灵也得到
了一定的安慰。其歌中的内容几乎
都会表达爱——爱生命、爱生活、爱
山水、爱草木、爱田园、爱家乡、爱亲

人等，当然表达男女爱情的往往会更多一些，此
类情歌情真意切，让人听来动容，因此，我曾著
文称之为“生命的歌”。抄录几段陕北“信天游”
如下：听见干妹子唱一声，浑身打颤羊领牲。/
上河里鸭子下河里鹅，一对对猫眼眼瞭哥哥。/
清水水玻璃隔着窗子照，满口口白牙对着哥哥
笑。/白日里想你穿不上针，到夜晚想你吹不下
灯。/青杨柳树风摆浪，死死活活相跟上。

爱之深，故歌之切！
我们知道，艺术创作要有批判精神。这是

合规律的，而且是艺术的使命之所在。十九世
纪俄国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曾形成了一个高
峰。不过，我们同样需要明白的是，“有批判精
神”与表达爱并不完全对立或矛盾。屠格涅夫
是这个时期的代表性作家之一。他在《文学及
生活回忆录》中讲：“我需离开我的敌人，以便从
远方更有力地攻击它。在我心目中，这个敌人
有一定的形象，冠用着众所周知的名字：这敌人
就是农奴制。我在这个名字之下搜罗并集中了
我决心与之斗争到底的一切——我发誓永远不
同它妥协。”读他的代表作《猎人笔记》，确实处
处可以感受到其态度鲜明地对农奴制的有力批
判。但同时也能读出他的爱——对自然环境的
爱。列夫·托尔斯泰称赞他“两三笔一勾，大自
然就发出芬芳的气息”。对底层劳动者质朴善
良的友情的爱，常在他细腻的笔调中自然流
露。再譬如小说写战争，要表现战争的残酷及
其为人民带来的种种苦患，但通常又可以从作
品中读到作者胸怀大义的用心，即唤起人们对
和平的热爱与珍重。艺术家丰子恺亲历了抗日
战争的颠沛流离之苦，目睹战争为祖国同胞带
来的苦患，因此对这场侵略战争深恶痛绝。抗
战胜利后，他创作一幅漫画，题为《炸弹作花
瓶》，以表达他热爱和平、拥抱和平的美好心
愿。艺术启人去爱，可谓许许多多为人们所喜
爱的艺术家的美好心愿。

艺术的基本特征主于美，但不能缺少爱。
我们判断与评价艺术创作时，不仅要看其形式
美感如何，还要看其是否能导人用心向善，更
要看其能否启发人们去爱。这个意义上的爱，
应当是真善美统一的产儿，既是人的重要的精
神支撑点，也是世人心性的归属与希望。常听
人们将“爱恨情仇”4 字连起来用，而且有人称
之为某些作品故事情节的成因。某些“传奇”
性小说或影视作品，与之对应的地方确实较
多。我无意对此类作品作任何评价，只想说，
即使是所谓表现“爱恨情仇”的作品，只要是负
责任的、合乎艺术规律的，那么其审美导向必
然是张扬爱的力量与信念的，而绝不可以刻意
放大仇恨，更不能因此向受众传播仇恨的种
子。在我看来，善与爱同样属于艺术评价的原
则。这原则不仅是从美感产生的规律中得出，
而且更重要的是从人类进步的需要中得出的，
合乎广大善良人的审美愿望，也有益于促进社
会和谐发展。

艺术审美中的艺术审美中的
◎宋生贵

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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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说，世界的
稀土在中国，中国的稀土包
头。2012年，包头被中国稀土
行业协会正式命名为“稀土之
都”。巴·那顺乌日图先后 20
多次赴包头，深入火热的生活
而创作的《稀土之光——包头
稀土业创新转型发展纪实》是
我国第一部书写“稀土之都”
的长篇报告文学，向全世界展
示包头稀土业创新转型发展
的壮丽图景和稀土人奋斗不
止、勇往直前的中国精神。

巴·那顺乌日图充分发挥
和利用报告文学的两大特点：
新闻性和文学性。他浓墨重
彩地书写包头一代代矢志不
渝、坚韧不拔的稀土人以及稀土开发区、稀土科研
机构、稀土企业踔厉奋起，实施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创新转型发展战略，开拓进取，不断推进包头稀
土业科技创新和产品高端化，逐步掌握稀土市场话
语权、技术控制权、创新引领权的创举，以及加快突
破和掌握关键核心技术步伐的坚定信念。

全书突出主题思想，在全景式展现包头稀土业
创新转型发展的历程中，没有选择面面俱到的写作
模式，而是精心选材。首先书写包头市委、政府及
包头国家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将稀土科研机
构、稀土企业扶上马、送一程，开创创新转型发展新
局面的努力。作者从众多稀土科研机构中选择包
头稀土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包头稀土研究中心、上
海交通大学包头研究院等典型单位，来展示包头稀
土研究事业走向科技创新高地、其研发的一批拥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稀土高科技成果绽放光彩的新气
象。接下来，作者书写包钢改革创新的新锐气概，
以及包钢金属制造公司 、轨梁厂、北方稀土冶炼华
美公司等典型国有企业在世界性的稀土业竞争当
中，奋力拼搏，站立于世界稀土产业创新转型发展
高地的伟大壮举。书写入驻包头国家稀土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的包头金蒙稀土有限责任公司等典
型民营企业，冲破障碍，战胜艰难险阻，不断实施产
业创新转型升级，逐步走向自动化，智能化，成为包
头稀土业半壁江山的辉煌业绩。至此，该书的新闻
性圆满呈现，让读者了解了稀土及其生产、竞争的
国内外经济环境，了解了我们国家的稀土业发展的
原由，并因此生发出爱国主义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自信心。

巴·那顺乌日图写作本书的标识性特征是应用
新闻性的真实切入，即强有力的概括性主题开场，
并不忽略或轻视作品的文学性，随后运用无数原型
意象去突出强化主题思想。他精心选取的原型意
象是那些共产党员、管理者、工匠、科研人员。不仅
生动地书写他们充满张力的故事，挖掘富有艺术感
染力的细节，还用生动传神的文字，让事件和人物
焕发光泽，使整个报告文学显得精炼，有内涵、有穿
透性。

如果只有共性的品质和雷同的人物形象，没有
个性化的人物描述，作品不会被读者接纳，不会让
人感兴趣和沉思。作者描写了那么多为稀土事业
开拓进取、拼搏向上的人物形象，再现了他们的理
想和追求。他们有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共同
精神追求，同时他们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快乐、痛苦、
爱恨和独具的个性化特征。例如，作者挖掘了共产
党人赵军、云强、孙喜平、靳树森、冀代雨，劳动模范
菅瑞军、郭延春、黄焦宏等人的独特个性化世界，刻
画他们的典型性格，更深刻地打动了读者。

原型选取“典型的即反复出现”的意向。原型
意象是一个民族集体无意识普遍存在的各种确立
性的形式，文学艺术之所以产生经久不衰的魅力，
就在于它表现了集体无意识的原型。原型激动启
迪读者唤起更为强大的回声，一个用原型意象说
话的人，是在同时用千万人的声
音说话，他吸引、压倒并同时提升
了他正在寻找表现的观念，并使
这些观念进入永恒的艺术王国。
在这个意义上，这部报告文学具
有了史诗品格。

原型意象

的生动诉说

—
—

读报

告文学

《稀土之光

》

◎◎李悦李悦

（本版图片源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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