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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以一个真实事件为蓝本的舞剧。
1964年2月9日，农历腊月二十六，暴风雪

突然降临内蒙古达尔罕茂明安新宝力格公社日
光大队。11岁的少先队员龙梅和9岁的妹妹玉
荣，在替父亲放羊时被卷进了暴风雪。两个女
孩紧紧跟着被暴风雪驱赶的384只羊，在摄氏
零下30多度的风雪中走了一天一夜，奔波了70
多里地，直到2月10日早晨才被人发现，得以救
治。

这一真实感人的故事曾被收录到语文课
本、出版过小人书，也曾以歌曲、琵琶曲、动画片
等多种艺术形式进行过演绎，因此传遍了祖国
大江南北，影响了几代人的成长。

为什么要再次把草原英雄小姐妹的题材搬
上舞台？一是一些人的价值观出现了问题：物
质第一，金钱至上，似乎一切矛盾都能用金钱解
决，损失什么都可以用钱赔偿。二是一些孩子
的教育出现了偏差，家长对孩子娇生惯养。为
此，创演这部剧最重要的目的，就在于对英雄精
神的现实意义进行再挖掘和再呈现。

英雄，是历史的闪光，也是时代的榜样。草
原英雄小姐妹作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
动中国人物”，已成为“爱祖国”“负责任”“敢担
当”的精神象征，其内涵已升华为中华民族的大
爱真情。为此，该剧连续获得第十一届中国舞
蹈“荷花奖”舞剧奖（2018年）；第十六届中国文
化艺术政府奖“文华大奖”等多项大奖。

该剧结构简洁，分为上下两幕（也就是“两
课”）：第一课：当代小学生们在课堂上初次读到
了龙梅和玉荣的故事，新鲜和好奇吸引了孩子
们。第二课：英雄小姐妹的事迹深深感动了孩
子们，心灵的洗礼使他们对什么是“英雄”、什么
是“担当”有了新的认识。

舞剧巧妙地运用了双线结构的讲述方
式，一条线是 60年代草原英雄小姐妹的真实
故事；另一条线是当代小学生通过课堂学习
所受到的教育。舞剧以时空穿越的表现手
法，真实质朴地演绎了当代小学生与 60年代
小姐妹心灵碰撞与情感交融的情景，彰显出
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英雄主义情怀，
弘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推动着观众
深入思考如何面对现实社会生活里“小皇帝”

“小公主”的教育问题，一步步显现出了过去
故事的“崭新意义”。

该剧有四个重要的“看点”，第一个是通过
序幕提出问题。

卡通风格舞蹈语汇与小学生、家长、爷爷、
奶奶的群体叙事引发大家思考，为什么孩子上
学要家长接送？即使离家很近的学生也不会独
自上下学？难道只是交通安全的问题？久而久
之，对家长的依赖会形成孩子们怎样的潜意
识？于是，舞台上就有了你、有了我……

上学的路上，是众多成年人送孩子上学的
场景。一个“学霸”竟然忘带书包了，一个娇生

惯养的“小孙女”还让爷爷背着上学、为其打伞，
大人们忙前忙后，望子成龙的心情表现得淋漓
尽致。

这里运用卡通风格的舞蹈语汇，一是强
化了舞蹈创作的当下性与忧患意识，也强调
了现代舞与蒙古族舞蹈的区别；二是符合塑
造当代小学生顽皮可爱的性格特点；三是受
到电影动画片的启发，希望通过略带机械的、
卡通的、可爱的动画形象，引发少年儿童的审
美共鸣。

舞剧创作的目的不仅要再现历史，更重要
的是关注现实，关注孩子的教育问题，关注社会
的诚信问题，关注每个人对国家对集体的态度
问题，进而引导每个少年儿童形成“做事负责
任”的品性，以及“一旦承诺就要负责到底”的精
神。

第二个看点，通过“穿越”回到60年前的内
蒙古草原。

“你知道龙梅和玉荣吗？”我在去往兰州的
火车上问一位大学毕业生。“不知道。”显然，她
是一位80后。时代的脚步快速前进着，但有些
人、有些事，是我们永远不该忘记的，因为那里
有值得传承的红色的基因！

从艺术角度看，蒙古族舞蹈的动
作语汇具有刚柔相济、奔放洒脱、雍
容大气、情感细腻的特质，但在剧中，
却一定要为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故事
情节的发展服务，要在细微之处把悬
念的“戏份”铺足，避免出现与剧情无

关的要素，使“舞为剧”服务。
那么，怎样设计戏剧冲突呢？ 当主创团队

采访年过花甲的小英雄时，她们说：“当时顾不
上害怕暴风雪，一心只想着羊群。那时，全国都
在向雷锋叔叔学习，而雷锋叔叔热爱集体的精
神对我们影响很大。还有就是父母反复教育我
们‘集体的羊一只都不能少’！”没有夸夸其谈，
没有豪言壮语，平淡、真实的几句话，不禁令人
动容。

第三个看点是小姐妹为了保护羊群怎样与
暴风雪搏斗。

60年前的事实是，那场暴风雪究竟有多么
可怕？是史无前例的吗？暴风雪中，羊群惊恐
万分，顺风跑去，可是家却在相反的方向。两个
幼小的女孩子为什么不是自顾自的回家，而是
为保护集体的羊群与暴风雪搏斗20多个小时，
在严重冻伤的情况下，依然不放弃、不抛弃，最
终她们竟然没有丢失一只羊，真是不可思议！
但，正是她们的行为才有力地回答了“如何对待
灾难”“如何看待生命”，进而回答了如何树立正
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大问题。

60年后的剧情是，面对严峻的困难和生死
考验，龙梅、玉荣与集体的羊群构成了新的关

系，这是一个生命整体，一个命运共
同体。她们不仅以坚强的意志、超常
的毅力，保护了集体的羊群，而且就
在妹妹玉荣因一条腿冻伤完全失去
知觉的时候，心里惦记的却依然是集
体的羊群。

玉荣后来曾说：“那场暴风雪，有人说是奇
迹，有人说不可思议，其实答案很简单，珍爱生
命，善待自然，是我们草原人民永远不忘的信
念。”所以，这部舞剧既通过小姐妹和群羊的
关系进一步升华了人类和自然界的关系，又
告诫每一位观众，培养孩子的诚信品质和“负
责任精神”是教育的灵魂。

于是，剧中出现了这样的情节，龙梅背起
了腿部严重冻伤的妹妹，而妹妹却没有沉浸
在恐惧和疼痛中。她伸着头，瞪大眼睛，伸着
胳膊，冒着暴风雪努力地四处张望，一边张望
一边数着羊群，数了一遍又一遍，数了一遍又
一遍……看到这里，大家的心立刻就被揪紧
了，眼泪不禁溢出眼眶。显然，这是该剧的点
睛之笔。

当然，不同的价值观对艺术作品的主题思
想会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这个故事过时了，
有人认为羊比人重要。我们承认，人的生命永
远是最重要的，但生命要有担当。同时，学习龙
梅和玉荣不是学习她们做的这件事，而是学习
她们一旦承诺就负责到底的精神，以及为了集
体“大我”而牺牲“小我”的精神。

第四个看点是对小英雄的礼赞。
伏契克说：“英雄——就是这样一个人，他

在决定性关头做了为人类社会的利益所需要做
的事。”而龙梅、玉荣就是在国家财产、集体的羊
群即将遭到巨大损失时，毫不犹豫、勇敢作为的
少年英雄。

在这个看点里，有一个带有悲剧色彩的桥
段，既有血有肉地塑造英雄人物，又智慧地避免
了“说教”和一味的“高调”。这就是当玉荣在医
院醒来后，发现自己的一条裤腿是空的，原本活
蹦乱跳的孩子被截肢了，无论如何，9岁的娃娃
都不能接受这个现实。继而，通过一个又一个
舞段，玉荣的真实而自然的痛苦和挣扎，随着音
乐漫延了整个剧场，漫延到了每一个观众的心
里。至此，观众明白了，英雄，是为国家利益和
大多数人的利益勇于牺牲自己的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革命传统教育要从娃
娃抓起，既注重知识灌输，又加强情感培育，使红
色基因渗进血液、浸入心扉，引导广大青少年树
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那么，龙梅、
玉荣的故事，能否使“红色基因”渗进观众——包
括家长、老师、孩子们——的“血液”里呢？

下课了，爷爷习惯性地还要背起小孙女，而
被英雄小姐妹感动的小孙女似乎一瞬间长大
了，一边拭去泪水，一边为爷爷擦汗，最后还为
爷爷撑起了遮阳伞……她胸前飘动的红领巾用
事实告诉爷爷也告诉所有人，自己懂得了什么
是少年先锋队队员、什么是国家小主人的担当
和责任！

就是这些看点，一定会让孩子们胸前的红
领巾承载着雷锋精神和英雄精神永远地飘荡在
每一位观众的心中！

永远飘扬的红领巾
——评舞剧《草原英雄小姐妹》

◎◎赵林平赵林平 李树榕李树榕

看了大型舞台交响诗画
《大青山》，获得了艺术与精神
的享受，心情很激动。这是一
场成功的演出，是内蒙古打造
艺术精品的可喜收获。

大型舞台交响诗画《大青
山》通过挖掘、展现呼和浩特地
区各个历史时期具有代表性的
党员先进事迹，突出“感党恩、
听党话、跟党走”这一主题，以
呼和浩特地区百年沧桑巨变为
主线，热情讴歌中国共产党的
丰功伟绩和光辉历程，深情表
达呼和浩特各族人民一心向
党、建设祖国北疆的坚定意志
和赤子之心。

艺术是情感凝铸的形式。
这台大型舞台交响诗画之所以
能成为一件艺术品，就在于它
找到了一种适合自己的艺术形
式。这种艺术形式鲜明、生动、
简洁，具有创新意识。这种形
式并不像大型音乐舞蹈史诗那
样庞大、周全、庄重、典雅，也不
像诗歌联唱那样简略与通俗。
可以说《大青山》融汇了以上两
种形式的优点，建立起来自身
独特的审美架构。当舞台上展
现出交响乐队和朗诵者的时
候，观众感受到的审美符号体
系就是音乐与诗歌。从各种乐
器上飘散出来的优美旋律，陪
伴独诵、对诵和齐诵，舞台上声
情并茂的咏诵，或慷慨激昂，或
深情款款，或缠绵温婉，抒发着
爱党爱国的深切情怀和对红色
革命的追忆。这种表演形式很
适合表达这部交响诗画的主
题，这种精心打造的红色艺术
品，带领观众在获得审美享受
的同时，进一步深刻了解中国
共产党党史、革命战争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精神力量。

这种创新的艺术形式很适合表现人物。这部
交响诗画的第二幕《爱情山》中描绘了两个人物。
他们都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来呼和浩特支
援边疆建设的人，其中一位是北京大学的年轻教
授李博，另一位是中央音乐学院刚毕业的作曲家
辛沪光。李博在内蒙古大学任教，培养出一批各
民族的栋梁之才，其中最著名的是中国工程院院
士旭日干，号称“试管山羊之父”。李博以他的满
腔热血，在内蒙古草原生态事业和中国科技教育
发展上铸就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辛沪光的名气更大，她是中国音乐史上第一
部交响诗《嘎达梅林》的作者，还是著名音乐人三
宝的母亲。她于1956年从中央音乐学院毕业，谢
绝了母校留校任教的挽留，在填写毕业分配志愿
时，她一连串写下5个内蒙古。这位南方姑娘来
到呼和浩特，在内蒙古艺术学校任教，培养出阿拉
腾奥勒、南维德等多名优秀的各民族音乐家。

怎么表现这两个人物？当演员扮演的这两位
人物登上舞台，在音乐声中讲述各自的故事，满场
惊艳！主创人员的创新观念打动了观众。《大青
山》把两个不同的人生话题，以及爱情与婚姻的话
题、哲学的话题，用一种非常清纯的、非常简洁的
诗句表达出来，对于各个年龄段的观众都颇有视
听及情感冲击力，产生寓教于乐的效果。

第三幕《青春山》有意与第二幕相呼应，相映
成趣。这一幕出场的都是呼和浩特的普通百姓，
有博物院解说员、导游员、护士、交警、出租司机、
快递小哥、地铁司机、小学教师，还有少先队员、驯
马手、柔道队员、自驾航拍摄影师……他们各自介
绍自己的职业，用充满诗意的语言讲述着他们与
首府城市的亲密关系。在他们平凡的身上折射着
时代的发展和呼和浩特靓丽的城市风貌。台上演
员的喊声和台下观众的掌声响成一片，在那振奋
人心的一刻，台上台下沉浸在交响诗画感人的氛
围中。

第四幕《梦幻山》是大型舞台交响诗画《大青
山》的结尾。作品在前面成功地阐释了主题思想，
成功地塑造了个体和群体人物形象，又采用了瞻
望的手法升华主题的格调，观众追随着诗与音乐
的红色魅力，看到了呼和浩特未来2025年、2035
年……以及更遥远的实现梦想的年代。

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大合
唱《跟党走，不回头》把演出推向
了高潮：“走啊走跟党走/迈开大
步向前走/走过了雪山走过了草
地/找到了脚下的路……走啊走/
跟党走/千军万马不回头/走啊
走/向前走/大青山上写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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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由内蒙古日报社和内蒙古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的“亮丽北疆 向美而行——‘伊利杯’内蒙古风光摄影展”隆重开
幕。作为“第十九届中国·内蒙古草原文化节”的系列活动之一，展览共展出200件作品，并以“最·风光”“亮·印记”“韵·北疆”三个
板块呈现给广大观众。漫步展厅，一个突出的感受是气势宏大、五彩缤纷、美不胜收，给人强烈的艺术感染。

“最·风光”的大美和壮美
作为展览的第一板块与核心板块，“最·风光”

通过近70件（组）风光摄影作品，艺术地再现了内
蒙古自然风光的大美和壮美，传递了“江山如此多
娇”的荣耀与豪迈。这些作品大多视野开阔，气势
磅礴，富有艺术感染力。自治区境内东南西北、春
夏秋冬、日夜晨昏的不同景色尽收眼底。如获得一
等奖的作品《凤朝阳》（高东山摄）即是一件大美且
诗性的作品：清晨的湿地万物初醒，大面积的蓝色
和升腾的晨雾弥漫画面，远处的旭日刚刚升起，浓
艳的鲜红色与矫健的飞鸟构成了“决定性瞬间”。
作品在单纯中见隽永，在唯美中见诗意；三等奖作
品《缓缓入画》（刘丹沁摄）和前者有异曲同工之妙，
起伏的山峦、弥漫的晨雾、缓缓走入画面的一队马
群，共同构成了一曲悠扬的牧歌，让人心旷神怡；三
等奖作品《长城长》组照（李峰摄）通过宏阔的构图，
浓重的色彩，表现了不同时空下万里长城的独特风
姿以及古老而浑厚的历史意蕴，引人遐想，发人深
思；同是表现长城题材的《小佘太秦长城》（三等奖，
史学军摄）却采取了与前者完全不同的表现方式：
横长的构图中山峦起伏，绵延的长城在白雪的衬托
下犹如一条长蛇伏游在山峦之间，充分体现了“山
舞银蛇、原驰蜡象”的独特意境。

由于时代和科技的发展，许多作品采用航拍或
无人机拍摄的方式。这也成为整个展览的一大特点
和亮点。如获得二等奖的作品《孔雀开屏》（袁广明
摄）即是通过无人机在空中拍摄所形成的强烈透视
关系，把冬季的大片林木表现得如孔雀开屏般美丽
壮观，给人以艺术感染；二等奖作品《黄河之水天上
来》（张世瑜摄）通过无人机拍摄，把朝霞中的黄河表
现得如从天际流泻而出，滋润着辽阔大地；三等奖作
品《锦绣大地》（魏士江摄）通过无人机高空拍摄，把

“希望的田野”尽收眼底，编织成壮美的图案，美轮美
奂；三等奖作品《大地乐章》组照（刘永强摄）则是航
空拍摄的佳作：北方大地上的城市、田野、山川、桥
梁，构成了一幅幅壮美画卷，亦如一曲曲恢宏的大地
乐章，令人难忘；《塞上牧歌》则是一幅近乎抽象的画
面，洁白的羊群与沟壑纵横的山川被凝结成一首视
觉的交响，叩击着观者的心灵；作品《额尔古纳河晨
雾》（三等奖，谢家昱摄）、《银岭碧足》（优秀奖，张雷
摄）、《察哈尔乌兰哈达火山群》（优秀奖，郭桂香摄）、
《大森林》（优秀奖，张永刚摄）、《生命树》（优秀奖，董
石摄）等也是利用无人机拍摄的杰作。

“最·风光”板块既展现了内蒙古辽阔大地的无

限风光，充分体现了风光美、气势美、意境美、光影
美、色彩美，是对内蒙古自然山川的深情礼赞。

“亮·印记”的现代美和人文美
在“亮·印记”板块，摄影家们通过60余件（组）

作品展现了内蒙古的历史文化、发展建设，特别是
十八大以来的新成就、新面貌。从城市景观，到乡
村风采，从《河套人发祥地》到《绿色库布其》，从《阴
山胜迹》到《丝路新篇》，从《黄河凌韵》到《边塞新
貌》，从《梦幻康巴什》到《青城地铁建设》，从《幸福
百姓》到《疫情记忆》，从《新农村建设》到《草原电影
院》等等，广大摄影人用敏锐的感觉、多维的视角，
定格了一个个典型瞬间，传递出内蒙古发展建设的
新气象、新景观和人民群众的新风采。优秀奖作品
《新农村建设》（张恒摄）采用航空拍摄的方式，把大
片新农村的房屋与锦绣大地融为一体，气势恢宏，
犹如一曲雄壮的交响乐，奏响了时代的最强音；二
等奖作品《魅力鄂伦春》（谢青松摄）以组照的形式
表现了这个总人口不足1万人的狩猎民族的定居
新生活，彰显了新时代的新气象；《边塞新貌》（优秀
奖，胡晓阳摄）则把古老的长城和大片
的风力发电设施同框，很好地表达了主
题；《焊花绽放》组照（优秀奖，钱自余
摄）透过飞溅的焊花表现了现代化建设
的热潮；二等奖作品《呼和浩特疫情记
忆》组照（刘海涛摄）中那个无名的普通

医务工作者的特写，通过丰富且有力的细节打动人
心：面罩上流淌的汗水，青春且坚定的眼神，让人动
容；二等奖作品《草原电影院》（邢晓言摄）呈现了夏
日草原放映露天电影的情景：夜幕下的草原宁静祥
和，一束放映的光照亮了专注的牧人，照亮了老人
和怀中的孩子，平凡的牧人在夜色中闪亮，像是一
种被唤醒的记忆。作品充满人文情怀，具有温暖而
美好的力量；组照《心像青城》（邢晓言摄），通过普
通市民、城市青年、少儿学生、一线工人、人民警察
等不同职业的人物，与呼和浩特标志性建筑物摄影
图片的组合，表现了一座城市与人的关系，特别是
那些地标性建筑，既是这个城市发展的历史见证，
又凝聚了这座城市人的情感和记忆。作品运用比
较现代的艺术理念，表现了青城的历史记忆、时代
风貌和今天人民群众的精神风采；而《黄河人家》
（杨廷华摄）则通过一个宁静温暖的画面，表现了生
活在黄河岸边的黄河儿女静静流淌的生活，并赋予
这种平凡生活一种诗性魅力。

在“亮·印记”中，摄影家从宏大场面到生动细
节，有的纪实，有的写意，通过不同表现
方法，定格一个个精彩瞬间，让人在美
的欣赏中平添一种自豪感和幸福感。

“韵·北疆”的诗意美和韵律美
在“韵·北疆”板块，摄影家通过一

个个“决定性瞬间”，表现了幅员辽阔的

内蒙古大草原动物与生灵的多样与丰富、生动与鲜
活，讴歌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从一个侧面表现
了内蒙古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建设祖
国北疆生态屏障的新篇章。其中引人注目的是大
量生动和典型的细节。如荣获一等奖的作品《冬

“韵”》（孙树国摄）表现冬季的草原风情，逆光拍摄
形成的一列马群的剪影和明亮的太阳光产生的光
晕，相互映衬，给茫茫雪原增加了一种舒张大气的
诗性魅力，“韵”味无穷，富有艺术感染力；二等奖的
作品《冬日晨曲》（孙军摄）也是表现冬季草原的作
品：皑皑白雪把大地覆盖，画面空旷、纯净，一列马
群点缀在画面中央，犹如一个个音符，谱写出祖国
北疆的“冬日晨曲”。作品在极简的构图和高调的
画面中传递出空灵的音乐性，犹如遥远的天籁；三
等奖作品《草原牧歌》组照（张德山摄），通过黑白影
调表现草原与生灵、草原与牧人相依相存的关系。
作品视野开阔，画面简洁，具有独特的韵味和情调；
三等奖作品《驼畅》（王和平摄）运用无人机从高空
拍摄，表现了大群骆驼穿过草原的壮观情景。独特
的光影为画面平添了无穷魅力；优秀奖作品《晨牧》
（张嘉海摄）捕捉了一个难得的瞬间：奔驰的骏马和
牧人与水中的倒影构成了一种律动的意趣，而这一
切又被笼罩在一种淡蓝的色调中，画面在浓郁的抒
情氛围中表现了独特的草原生活；优秀奖作品《敖
鲁古雅使鹿部落》组照（赵瑶摄）和《莺歌燕舞生态
家园》组照（李峰摄），通过对敖鲁古雅驯鹿和草原
上多种鸟类的表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使鹿部落和
今日草原绿色发展、生态和谐的美好现实；组照《风
雪蒙古马》（严国史摄），多维度地表现了风雪中蒙
古马的形象，赞颂了蒙古马不畏艰险、吃苦耐劳、一
往无前的精神；组照《听雪》（赵来伟摄）则采用特写
镜头，表现冰天雪地中蒙古马的从容和淡定；《飘
逸》（张春华摄）则把蒙古马一往无前的精神表现得
如行云流水，具有音乐般的韵律感；此外，《水上芭
蕾》《冬日暖阳》《大地之晨》《醉美草原》《黄河晨曲》
《大漠奇观》《生命之舞》《草原符号》以及《天边》《北
方》《清歌》《飞翔》《冬日的美丽》等，如一曲曲轻音
乐或是交响诗，传递出一种音乐美和韵律美，令人
陶醉。

“韵·北疆”既是北疆之韵，也是艺术之韵；既是
自然之韵，也是人文之韵。透过这些充满诗意美和
韵律美的画面，观者不但看到了自然万物与生灵的
神奇与美好，而且充分感受到了内蒙古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的和谐之美。

““最最··风光风光”“”“亮亮··印记印记”“”“韵韵··北疆北疆””
——“伊利杯”内蒙古风光摄影展述评

◎◎王鹏瑞王鹏瑞

（本文图片为“伊利杯”内蒙古风光摄影展参展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