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内蒙古自治区党
委宣传部、内蒙古文学
艺术界联合会与中国美
术家协会组织实施，汇
聚众多全国著名画家之
力，历时 3年时间创作
完成的《万里绿色长城
图》《万马奔腾图》巨幅
中国画长卷于近日在内
蒙古美术馆隆重展出。
展览以巨幅中国画长卷
的形式，以其恢宏的气
势、壮观的景象，艺术地
展现内蒙古新时代建设
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
屏障、构筑祖国北疆万里绿色长城的万千气
象和一往无前的蒙古马精神，为建设各族人
民共有精神家园凝聚磅礴精神力量，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发挥文艺创作的助力作
用。

《万里绿色长城图》《万马奔腾图》两幅长
卷的完成，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主创团队由
18 位全国著名画家和内蒙古优秀画家组
成。从2019年开始，他们纵横内蒙古数千公
里，采风写生，搜集素材，经反复构思、论证，
广泛征求意见，不断推敲修改，精心绘制，最
终完成高两米、长200余米的两部巨幅长卷。

一.《万里绿色长城图》——生态内蒙古
的恢弘画卷

《万里绿色长城图》以“绿”为基调，立足内
蒙古山川地理脉络，全面立体地展现内蒙古生
态的多样性、包容性、协调性，以山脉为骨络，
以河流湖泊为血脉，以草原森林沙漠丘陵为皮
肤。辅以地理人文景观，全景式地展现了内蒙
古作为祖国北疆绿色屏障的壮丽景象。作品
气势恢宏，如一首叙事长诗，把内蒙古从西到
东的典型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尽收眼底。画
面依据春夏秋冬四季逐渐展开：开始是冬末初
春的额济纳胡杨林，瑞雪正在消融，大地开始
泛绿，中间的主体部分是春夏之际的亮丽北
疆，最后以呼伦贝尔大兴安岭的冬天结束全
卷。全卷对冬季和秋季处理的简洁概括，占比
很小，而把大部分画面描绘为春夏之际，郁郁
葱葱的绿色很好地突出了作品的主题。

其次，长卷把中国画山水传统与内蒙古
地域风貌完美结合，很好地处理了继承传统
和突破创新的关系。长期以来，有一种观点
认为，内蒙古的地域风貌不适合用山水画的

形式表现，长卷在这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探
索，可圈可点。长卷采用中国画小写意的方
式完成，使画面既写实又生动，既再现又表
现，创作团队还较多地借鉴了中国传统青绿
山水与金碧山水的形式风格，与小写意的笔
法有机结合，使作品在表现形式上具有创新
性和时代感。同时，采取中西结合、传统与现
代结合的方法，既重笔墨也重色彩，以散点透
视为统领，与焦点透视相结合，很好地处理了
整体气势与具体描绘的关系。在绘制过程中
充分调动中国画的表现方法，以线造型，辅以
墨、色，墨与色结合得很好，特别是画面大面
积使用了墨的灰色，墨色的高雅灰与青绿和
金黄色的有机结合，使画面既绿意葱笼、生机
勃勃，又高雅瑰丽、脱俗隽永，达到了较高的
审美品位，也和国内已有的一些浓墨重彩的
长卷绘画拉开了距离，有突破，有创新，呈现
了独特的审美价值。

第三，作品很好地处理了写实再现与意
境营造的关系。众所周知，“造境”是中国山
水画的追求和优势。由于“长卷”题材内容的
特殊性，“再现”肯定是第一位的，但创作团队
在再现祖国北疆万千气象的同时，特别注意
了意境的营造和情感的表达。如长卷在表现
河套平原、黄河三盛公水利枢纽和克什克腾
草原等几个重要环节时，描绘了大量飞翔的
天鹅、鸿雁等，其优美的身姿和阵
列，翱翔在黄河与草原上空，既起
到了衔接画面、调节节奏和韵律
的目的，也传递了诗意、浪漫的抒
情气息，为画面的意境营造起到
了很好的作用，使长卷在恢弘壮
美中又诗意盎然，抒情动人。在

表现呼和浩特段落时，作者把现代化的城市
景观推到了远景位置，而前景和近景，则描绘
了大面积盛开的杏花和大青山的雄姿。这种
艺术处理，既抓住了呼和浩特的特点（呼和浩
特每年都有杏花节），又符合山水画的整体旨
趣，可谓点睛之笔。

二.《万马奔腾图》——蒙古马精神的视
觉史诗

万马奔腾图以矫健奔驰的蒙古马为主体，
以壮丽北疆的自然风光为背景，结合四季变
化、寒暖阴晴、日夜晨昏等因素，生动地展现了
万马奔腾的恢宏气象，讴歌了蒙古马吃苦耐
劳，一往无前，不达目的不罢休的顽强精神。

首先，作品突出了一个“奔”字。蒙古马的
奋进精神被表现得气势磅礴，酣畅淋漓。整个
长卷如一条奔腾的大河，一泻千里，一往无
前。同时，两岸的风光又被尽收眼底。长卷又
如一部恢宏的交响乐，强劲的主题贯穿始终，
在这个主题下，又有一些舒缓、华彩的段落。
作品的主线是一条万马奔腾的景观，辅以草原
大漠、山峦丘陵、河流湖泊、蓝天白云、灌木芦
苇等等，既展现出万马奔腾的磅礴气势，又跌
宕起伏，富有节奏和韵律。在力与美、刚与柔、
实与虚的和谐互动中使主题得到升华。

其次，为了避免简单直白，使长卷内容丰
富耐看，创作团队给画面赋予了一定的叙事

性和情节性——“故事”是逐步展开
的，马群是从长卷的两端向中间逐
渐奔腾汇聚，好似有一种向心力引
领而来，一种万众一心的感觉油然
而生。奔腾的骏马由远及近，由缓
渐急，一浪一浪推向高潮。长卷中
央的高潮部分，马的形体加大，姿态

昂扬向上，强劲有力，精
神抖擞，令人振奋。加之
涌动的祥云和翻飞的花
草烘托，使高潮部分产生
了激越人心的艺术效
果。另外，在万马奔腾的
基调上，点缀了春季欢快
的小马驹、马与马之间的
舐犊之情、相依相伴、亲
昵互动、顾盼嬉戏以及河
边饮水、休息等形态，充
分展现了蒙古马的个性、
灵性以及画面的丰富性、
生动性和生活气息。也
使长卷在以动为主的基

调上，动静相宜，虚实相济。
第三，与《万里绿色长城图》相同，《万马

奔腾图》也调动各种因素，精心营造了诗意、
浪漫的抒情气息。在表现蒙古马一往无前奋
进精神的同时，给画面增添了一些文化涵泳
的味道。如中间的一个段落，背景是克什克
腾草原和阿斯哈图石林，画面中下部是奔腾
的马群，一群大雁的列阵从画面左侧飞凌空
中，构成了抒情浪漫、诗意盎然的境界。在画
面的另一处，描绘了芦苇丛中惊醒的大雁。
这些处理，使长卷在万马奔腾的主旋律下有
了复调，有了叙事性、情节性和抒情性，在表
现万马奔腾的气势与力量之美的同时，增加
了画面的丰富性和生动性，使画面既具有精
神的强劲和力度，又具有情感的温度和厚度，
更加动人和隽永。

《万里绿色长城图》和《万马奔腾图》的创
作建立在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战
略定位和殷切希望的基础上，主创团队牢牢
把握这一核心，深刻把握中华文化形象与符
号的丰富内涵，坚持主题性、思想性和艺术性
的高度统一，最终完成了两部具有艺术表现
力和视觉冲击力的恢弘长卷。两部作品既独
立成篇，又构成一种互文关系，如一部辉煌史
诗的上下部，前者从内蒙古雄浑多元的自然
风光、辽阔壮美的生态景象，展现出内蒙古坚
决贯彻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
发展新路子的坚定信念，彰显了尊重自然、顺
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后者描绘
与表现了蒙古马精神，实则也是内蒙古各族
儿女精神风采的象征。从本质上讲，两部长
卷都是对人的伟力的礼赞，也是对祖国北疆
蓬勃生命力的颂歌。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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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2日 星期四 / 文艺评论 /

文艺
评论

（本版图片源自网络）

我相信，这个从锡林郭勒大草
原上走出来的女孩儿苏尔格，手中
流淌出来的音乐，不仅仅是一把马
头琴的倾诉，是她在用心灵来感受
这片土地，感受草原上的一草一
木，一声鸟鸣。

当她从阿爸的手中接过马头
琴的时候，也接过了对于民族音乐
的传承使命。从小就深受父亲熏
陶的她，骨子里对于音乐的热爱，
对于草原的热爱，从她的琴声里就
可以感受得到。美丽的锡林郭勒，
来自于大自然的信笺，她和它一
样，等待着懂自己的人细细品读。

当我踏上锡林郭勒草原的时
候，也踏上了苏尔格的记忆。说来
也巧，干旱已久的锡林郭勒草原，
突然就下起雨来，我们索性把伞扔
掉，在草原上漫步。有山有水，有
羊群还有牧羊人。我们既是旁观
者，又深陷其中。细雨婆娑的7月，
我们慢慢走入《游牧时光》这首曲
子中。苏尔格是这片草原的儿女，
她的草原就是一曲被缓缓拉动的
时光，舒缓的旋律拽着我们走回童
年，走回到我们心底最怀念的地
方。羊群散漫地分布在草原或山
脚，漫不经心地咀嚼着青草，像我
们咀嚼着一首曲子。牧羊人骑着
马，散散漫漫地从我们身边走过，
瞥了我们一眼，想要说点什么，又
好像什么也不想说。我觉得我们
此刻就像一个个音符，被时光这把
巨大的琴弦缓缓拉动，爱或者恨都已经不再重要，能不能听懂彼
此的语言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都享受着游牧时光，偌大草
原，只听一把马头琴的召唤。

这不由得我想起了自己在牧场的日子。当我跟随着羊群游
走在草场上的时候。其实也享受着这种游走时的快乐。有的时
候，一个人的快乐很简单，享受流逝，享受自己被时光放牧的感
觉。与那个约好、要在这片土地上相守一生的人陪着你，日出而
作，日落而息，鸟鸣虫鸣以及牛羊的咩叫都成了人世间最美妙的
音乐；而当爱人离去，只留下自己在这里倾听生灵的合奏，如此
刻，那个背对落日的美女乐手，让一曲弓弦去品味心间的快乐或
者悲伤。游牧的时光里，我们都是被放牧的生灵，而那个放牧着
我们的人，就是像苏尔格这样掌控着音乐的人。其实，被马头琴
声放牧过的人，才是最懂这片草原的人。

苏尔格是一个好乐手，也是一个好牧人。
《我的草原》被她演绎得如诗如画，我知道每一个乐手心中

的草原都是不一样的，包括我。可苏尔格却用她的琴弦来为你
描绘她心中的草原，除了悠远、迷恋，你还听得到她琴声里的向
往，向往草原之外是什么样的。然而，她就会告诉你，草原之外
其实还是草原，草原之外，依然都是被时光放牧着的人们，他们
爱或者被爱，爱过或者是爱着，他们的身体里都流淌着血脉相承
的曲子，一刻也不曾停息。

我的草原上，到处都是被放牧的我；我的草原上到处都是我
放牧的音符，入心，也入骨。

在卓王府的乐器厂，我看到了一把把被工匠从木头以及玉
石中变幻出来的马头琴。一个老匠人，一一指点它们被组装的
过程。这些马头琴被摆在琴架上，接受一个老牧人的检阅，一匹
匹马，等待着去草原上奔腾，游走。我们在苏尔格的琴声里可以
听得到一匹匹吃草的马、一匹匹奔腾的马，一匹匹回家的马。

画面缓缓拉开：一匹骏马那么大的草原，被缓缓牵出，你身
体里的寂寞被点燃。山路是不是和琴弦那么长，故乡是不是和
琴声那么远？她是不是还将一盏灯火熄灭，又点燃；她是不是将
一整夜的黑都装进心窝子里，像马头琴声那样汹涌，去琴弓上游
走。一声鸟鸣，一声篝火，一声又一声马蹄那么奔放的辽阔，一
声袭入胸口，一声戳中软肋。而你不早就说好了，会在琴声最柔
软的地方等我。

苏尔格，是一个能够读懂马头琴的美丽精灵。她的琴弓就
是一件最趁手的利刃，一下就会戳中你的软肋。既温柔婉转，又
汹涌，凶猛。

舒缓的《鸿雁》，一下子就让你做回主角。谁能听懂鸿雁的
倾诉，谁就听懂了她的倾诉。她在用一个动词缝补天空，谁也无
法说服一只老雁离群出走，把一生的思念排成一个省略号。那
些从喉管里喊出来的，那些从琴弦上飞出来的，都是良药，反复
医治它们翅膀划开的硬伤，落日被提走，一座山也被提走。入
夜，你就会知道跋涉路上，彼此相见恨晚。用一根翎羽丈量光阴
的气息，捎来几两秋风，顺便捎来一封书信，尚未拆读，泪便流了
下来。我愿意用一根羽毛，换你一根白发，用一根白发，牵着一
队雁阵回家。霜冷了，心累了，就和影子拥抱取暖。

她太厉害了，能让人反复倾听，也更能折磨人。
直到听她拉响《梦中的额吉》那一刻，我才知道自己心头的

那扇门再也关不住了：后来我才明白，母亲为什么会把初生的我
们，总是放在她手够得到的地方；后来我才明白，炊烟飘得再高
再远，也总是在我看得到的地方。我和这些草木庄稼一样，收藏
了那么多阳光和雨水，就为等到有一天能全部还给大地。当柴
火归于沉默，当黑夜一口吞下老屋，你手把手教会我那些鲜艳的
词语。炊烟咬紧一片天空，木门咬紧一句句嘱托，听她一匹一匹
数着被放牧多年的光阴，那些牛啊，羊啊，草啊，都是亲爱的。这
一世的歌谣已肝肠寸断，让我卑微地等，让我卑微地爱，就让一

座老屋见证。无论走多远，你身后拖着的一
道炊烟，一辈子都甩不掉，像找回羔羊那样相
认，像找回牛犊那样相认，像看见老屋上空升
起炊烟，突然想流泪。

马头琴在苏尔格的手里，放牧着她的心
曲与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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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恢弘画卷展恢弘画卷 绘壮美诗篇绘壮美诗篇
——《万里绿色长城图》《万马奔腾图》中国画主题长卷作品展览述评

◎王鹏瑞

从“陈宝国”的眼神说起
——评故事片《海的尽头是草原》

◎李树榕 海钦
由内蒙古电影集团出品、尔冬升执导、陈

宝国和马苏主演、在2022年中秋档上映的故
事片《海的尽头是草原》，在选取这一题材时，
思想和艺术上能否有所突破，观众是非常期待
的。

“陈宝国就是一个贯穿故事线索的工具型
人物，戏份很少”，有的观众“剧透”。不会吧，我
们想，从电视剧《大宅门》开始，陈宝国塑造的各
类角色就备受观众青睐。这样一位艺术大家，
怎么会在一部反映边疆少数民族故事的艺术片
中出演一个“线性”的“工具人物”呢！看了两遍
《海的尽头是草原》终于领悟了，当貌似“工具人
物”实则不是“工具”的时候，主创人员设定这个
人物的目的就是要表达作品的“灵魂”即主题思
想了。因而，陈宝国塑造的21世纪20年代初到
草原寻找双胞胎妹妹杜思珩的老学者杜思瀚，
就名副其实地成了该片的“灵魂人物”！果然，
通过对角色心理极为准确的把握和自然质朴又
寓意隽永的表演，陈宝国不仅没有令观众失望，
而且还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令观众一次次走
进杜思瀚（哥哥）的心灵深处。

因癌症，杜思瀚的一只眼睛视力下降，眼
球罩着一层薄薄的黄色雾矇，使其眼神总是
带着几分迷茫、几分莫测，有时还带着几分失
神。他手里一直牢牢地握着一架老式相机。
他说，要把在草原上见到的一切都记录下来，
保留下来。观众不禁会想，老母亲已去世，照
片给谁看呢？当得知妹妹已经“遇难”时，他
决定把相机和所有胶片都留给草原上接待他
的小伙子。

闪回的色彩变化，把情节拉回到20世纪
60年代初的中国。自然灾害损毁了房屋，与在

“保密单位”工作的爸爸又失去了联系，一家人
的生存失去了保障。于是，妈妈不得不把一个
孩子送到孤儿院去。当小小的思瀚窥知妈妈
只会留下生病的孩子时，便在大暴雨的夜晚钻
进了夜幕……他发高烧了，妹妹被母亲送走
了。60年来，妈妈一直都陷在思念、自责和寻
找而不得的痛苦中。

正因如此，向临终的母亲承诺一定要找到
妹妹时，思瀚的眼神满含着对妈妈的抚慰和到
草原寻亲的坚定。

愧疚，是一个人做错了事而自责的心态。
一般的人都不愿意面对过错导致的结果，尤其

是恶果。但杜思瀚还是来找妹妹了，怀着焦虑
不安、忐忑和猜测的心情。见到乡政府的工作
人员，他的眼神急切中带着渴望，渴望中带着
期盼。见到与妹妹一同来到草原的上海同伴，
他的眼神闪耀着光泽，犹如希望即将实现。因
为，他之所以放弃治疗的最佳机会，坚决要找
到的不仅是妹妹，还要找回自己60年来亏欠
的亲情。

相比之下，杜思珩的草原哥哥那木汗的所
作所为，更加重了亲哥哥的愧疚和自责。那木
汗是收养思珩的草原母亲萨日娜的独子，一个
因病损伤了语言能力的孩子。因为草原人民
无私的爱，使这位默默做事、从不用语言表述
对妹妹的关爱、疼爱和喜爱的哥哥，成了妹妹
的保护神。孰料10年过去，倔强异常的杜思
珩还是要回上海。当她与同样来自上海的马
正元悄悄逃离草原时却在迷路中陷入了流沙，

“不幸遇难”了。
而令杜思瀚万万没有想到的

是，妹妹千方百计回上海的原因，
就是要当面问妈妈，为什么留下的
是哥哥。顿时，他的愧疚变成了巨
大的痛苦。他没有语言，被大特写
呈现的眼神，显现出的是黯然失

色？恍惚迷离？愧悔之极？巨痛难忍？还是无法
用语言难以描述的情感和心理？短短几十秒钟，
一个形体动作，巧妙而准确地掩饰了杜思瀚欲言
又止、有感难发，含泪不流的内心。只见他缓缓转
过身，慢慢抬起手，深情地抚摸着一匹雪白雪白的
骏马，那是妹妹坐骑的后代。一奶同胞的情感，就
这样被陈宝国准确而深沉地表现出来了。

就在观众意犹未尽的时候，彩色闪回的镜
头，又形成了一个悬念：当思珩和正元在流沙中
越挣扎陷得越深时，那木汗赶来了……有一句
格言非常深刻：“世界上，没有不怕死的人，只有
不怕死的时刻”。那么，什么是“不怕死的时
刻”？而“不怕死的时刻”又是什么促成的？是
那木汗心疼妹妹的至爱感情、崇尚英雄的民族
性格、从小就接受的见义勇为的教育，还是中华
民族临危不惧的勇敢精神？

就在杜思瀚即将回上海时，乡亲们把他领
到了一座蒙古包前，他的眼神立刻
充满了迷惑、无助、甚至哀伤，他知
道，这里已经没有妹妹了。但当他
被告知，蒙古包前年过花甲的女性

“那木汗”就是自己的亲妹妹时，他
一下“蒙”了，用傻傻的、呆呆的眼神
望着身着蒙古袍、脸膛黑红的陌生

的妹妹，一时竟反应不过来。是的，没有错，被
那木汗救活的妹妹杜思珩改名了，因为她不仅
要继承那木汗哥哥的名字，而且要继承那木汗
对父母的爱，对家乡的爱，以及舍己救人的英
雄主义精神！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影视剧中，没有语言
的表演是最难的。可是，此刻的杜思瀚能说什
么、想说什么？必须说什么？最终他什么都没
有说！而是用眼神揭示内心活动的——“是真
的吗？这是真的吗？妈妈日思夜想的女儿，我
对不起的亲妹妹，她还活着，还活着！”

面对妹妹，他的心里依然忐忑：“你恨过我
们吗？”一语出口，立刻微皱眉宇，紧闭双唇。
渴望回答又害怕回答的纠结，使杜思瀚患病的
眼睛再次蒙上了内涵极为复杂的神色，耐人寻
味。

人们常说，比大海宽阔的是蓝天，比蓝天
宽阔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爱。对此，影片的结局
给予了充分的印证。

100岁的阿妈萨日娜被女儿那木汗搀着
走出了蒙古包，见到了杜思瀚。当她得知兄妹
俩的母亲已过世，便慢慢接过奶桶，舀起鲜奶，
洒向湛蓝的天空。一边洒，一边仰天低语：“老
姐姐，谢谢你，给了我这么好的女儿。谢谢
你！谢谢你了！” 失去独子的母亲却能以草
原最善良最质朴的习俗向遗弃过孩子的母亲
祷告。目睹这一切的杜思瀚，眼睛里顿时充满
了仰视、感激的泪水。是啊，母爱是相通的，只
有母亲，才最懂得母亲！

纵观杜思瀚的眼神和人物塑造，既有敢于面
对过去和当下社会问题的勇气；有灾难来临时对
人性的挖掘和考量；也有“两难选择”的哲学感受，
以及悲剧根源与悖论关系的反省。由此警示人
们，如何避免灾难，如何面对突袭的灾难，更重要
的是，如何对得起灾难过后自己的良心！

是啊，无论“海的尽头是草原”，还是草原
的尽头是大海，影片中陈宝国意欲洞悉人性、
社会、文化的目光，只源自一种心理：在960万
平方公里的祖国大地上，没有“尽头”的是母亲
的爱和家人的爱，还有各族人民之间坚强的
爱！所以，看不懂陈宝国塑造的杜思瀚，看不
透他眼神中“无诚不独，无独不彩”的情感和思
想倾向，就是没看懂这部电影，就不会感动。

感动，是一种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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