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视剧《县委大院》在2022年年末隆重登
上央视一套黄金时间，甫一播出，就引发了观
众的追剧热潮。同时，该剧也以其多方面的艺
术出新拓展了电视剧的叙事空间和多样可能
性，也为创作者和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启示和
思考。

这其中一个突出的值得关注的点是：一部
不依赖二元对立结构故事，戏剧性不强、不靠
突发事件推动剧情的政治题材剧，是如何展现
其叙事魅力、推进情节并能做到耐看的？

前后接续、心路开掘的结构巧思承载了主
人公的理想主义情怀

这部容量不大的电视剧在叙事线索与结
构设置上处处显示出编剧的匠心巧思，寄寓了
创作者对作品结构形式与精神主旨表达上的
多重思考，作品因此带有较强的艺术探索性。

首先，作品开篇，梅晓歌和林志为同一天
来到光明县报到，让人联想起王蒙先生 1956
年的著名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林志为
和组织部里的年轻人碰巧还都姓林，他们二者
之间形成了某种跨越时空的精神接续，并都不
约而同地带有那种少年布尔什维克的真诚气
息。当然，该剧主要还是表现聚光灯下的梅晓
歌这位年逾不惑却仍充满朝气的县长、县委书
记。他的身上完全没有在官场上混久了的官
僚气，而是带有一种远离世俗和官场的纯真气
息，这正是洋溢在人物身上可贵的理想主义情
怀，当然这种理想主义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
的，而是深接地气的人民本色。

该剧在整体以县长、县委书记梅晓歌为核
心的叙事线索中，于首尾各七、八集处，分别设
置了关于吕青山和林志为这两位老少干部的
情节段落，如林志为主动申请到大岭村做驻村
第一书记，在面对村民砍树、养猪、断电、为村
民跑整户参保、调查水质重金属超标、代村民
打官司等多个事件中突出了扶贫工作之艰难、
琐碎，更凸显了小林的善良正直。他恰是年轻
时的梅晓歌，也是梅晓歌求真务实精神的继承
者。以此作品形成了光明县也是中国县域基
层治理中人民公仆精神赓续的传承链条，叙事
结构的形式巧妙地呼应着作品精神主旨的表
达。

在作品整体呈扇形散点叙事的结构中，该
剧还蕴涵着一条主要由梅晓歌的回忆所建构
而出的心理情感内线索，即他和妻子乔麦的爱
情婚姻线。这条线索勾连起乔麦从反对梅晓
歌在基层工作，到自己来到基层工作并最终申
请做援藏干部三年，也是二人内在的精神心理
线索。这正是乔麦逐渐认同梅晓歌的人生理
想的过程。两人心心相印、志同道合却又聚少
离多，揭示了这一代中青年人民公仆如何追寻
理想、扎根基层、执政为民的心路历程。联系

上面林志为的历练成
长，该剧形象地展示
了一代又一代基层优
秀干部扎根基层所经
历的成长成熟，也由
此揭示了中国基层治
理的社会现实与国家
民族的未来与希望。

扇形散点叙事凸
显县域治理的艰难探
索与突围

在先后纵向展开
的，以及向内掘进的
精神心理线索之外，
该剧在主体上则形成
了以县委大院为核心
的扇形散点叙事，放
射状并不断移步换形
地散点表现光明县政
治生态、基层治理的
方方面面。

大 的 方 面 是 对
县、镇、乡、村发展理
念的表现，即如何破
解“既要又要”句式的
难题——乡村、镇县
既要发展、又要环保，
如何取得平衡以长久
地造福于民？这集中
反映在梅晓歌与老校
友曹立新这两位县长
所抱持的治理理念的
对照上：对于纳税大户的矿山企业，是不是面
对它破坏水源、重金属超标、村民因此患病都
不能或不敢关停？还是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坚
决关停，走技术升级、迁移厂址等彻底整改方
案？该剧对发展理念分歧的表现也体现在当
下多部脱贫攻坚题材的电视剧中，如《山河锦
绣》中赵书和和柳大满也经历了对柳家坪村发
展道路的探索与争执。

扇形散点叙事既向上抵达市里省里，也平
行辐射到临县九平县，向下则延伸至乡村，长
岭村的脱贫攻坚、水质被污染、村民患病向企
业打索赔官司等情节正是其具体体现。更多
的情节则是通过散点叙事的移步换形，在拆
迁、迁坟等情节中自然过渡，涉及油坊老板、老
邱这样的“钉子户”，也涉及老县委
书记周书记的私家小院，正是戏剧
冲突相对激烈的情节段落。再如
艾县长对油坊老板娘的智取看似
驾轻就熟，其实建立在她调查研究
并深谙人心人性的基础上。

这种散点叙事还
进一步辐射到梅晓歌
主政后向市里寻求农
业厅的财政专项支
持、扩建奶牛基地等
举措上，集中表现了
县里追求脱贫脱困的
曲折和艰辛：通往奶
牛基地的路况太差，
领导们所坐的车的车
胎都被扎破，材料上
领导的姓氏还被写
错，各种尴尬、困窘，
无以复加——但有惊
无险，光明县最终还
是通过实事求是的工
作作风得到了农业厅
的专项支持，开启了
当地奶牛养殖基地发
展的新阶段。其他如
梅晓歌倾听百姓心
声，领导全县干部大
力改善营商环境等情
节段落也感人至深，
从小商铺被频繁乱收
费到奶牛市场造假蒙
骗买主等，对这些乱
象的整顿治理无不体
现了光明县下决心转
作风、坚持诚信整改
的力度，其中的危机
公关也是梅晓歌的高
光时刻，核心则贯穿

了他的人民立场和一片公心。
扇形散点叙事形散而神不散，呈现官生官

声，也承载着民生民意，最终使作品成为中国
两千多个县政治生态与民生现状的生动缩
影。其中没有官场风云，也没有派系争斗，朴
实无华中是热气腾腾的基层生活实际，千头万
绪、千难万难，在这一批基层人民公仆那里，汇
成了一条线，这就是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执
政为民理念与正直做人、脚踏实地的政治伦理
理念。

以出色的台词、表演呈现人物群像魅力

这部容量不大的剧中，人物群像十分鲜
活。这要归功于编剧的台词之功与演员阵容

的强大。吕青山书记以“就像脚
踩独轮车，手里还有六七个球，哪
个还都不能落地”形容光明县的
工作之难恰当生动；艾鲜枝县长
说，“有些老百姓不怕自己吃亏，
但怕邻居占便宜”，对人心人性的

剖析可谓一语中的；而李保平酒醉后吐槽形式
主义，有着很强的共情力；再如乔胜利妻子给
乔胜利送药，听上去全是埋怨，却又透着心疼
和关心，乔胜利说的“我再不回家，我老婆得连
夜改嫁了”，虽是戏谑，却不无心酸。

该剧强大的表演阵容对这部不以强戏剧
性见长的作品有着重要作用，也是这部剧的极
大优势。好作品好项目吸引好演员出演，形成
正向循环。剧中场景生动、对白韵味十足的故
事段落如散金碎玉，让作品熠熠生辉。如为了
拆迁老周书记的独门小院，以实现全县的水源
地保护，吕青山书记约老周书记吃饭，席间一
番话看似娓娓道来、波澜不惊，其实又充满了
机锋，对话中见个性、见气度、见胸襟，演员黄
磊完全跳出了他近年来中年好男人嘻嘻哈哈
式的表演套路，贡献出近乎“教科书级”的表演
水平，“我只能得罪您”，眼神毫不犹疑、坚定清
澈，给人以平地惊雷之感，也表现出一位要给
后任扫清道路、不计人情世故的好领导的工作
魄力与人格魅力。结尾处老周书记一句“这酒
今天就不喝了”也将其不平静的心情表现得淋
漓尽致而愈加耐人寻味。再如梅晓歌的两次
危机公关都表现出编剧的台词之功和优秀演
员的表演功力，凸显了他真诚待人、重承诺、没
架子、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

而为了顺利拆迁，乔胜利和钉子户老邱
“打太极”，却总像是打到棉花絮上般力有不
逮。演员王骁的表演松弛自然，剧中乔胜利
的车胎被扎、家里窗户被砸、吃的饺子里都有
碎玻璃碴子等情节自然到位，体现出王骁可
谓演什么像什么、令人会心的表演功力。而
当上访户老邱看到老周书记的小院被拆，向
家人表示马上搬家，足见其上访追求的是公
平公正，也代表着光明县老百姓监督政府工
作的一双眼睛。

但也需要指出，该剧对县域治理之难的原
因揭示还不够深入，缺乏对一些管理的根本问
题的深入剖析，对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
题的表现时有大而化之之感。同时，整部作品
也存在过多将注意力集中于表现人民好公仆
的辛苦，以及停留于反复申说基层太艰难等浅
表层面。再有，因为不设置反面人物，局限于
表现人民内部矛盾，作品的正面人物虽多，但
有些人物的塑造力度仍显不够，大多仅限于辛
苦的好人与清官形象之列，一定程度上人物的
呈现有丰富性的缺憾。

但瑕不掩瑜，《县委大院》总的来说是一部
精心打磨的现实题材佳作，以主创团队深厚的
叙事、表演功力进行了一次卓有成效的艺术探
索实验，也极大地拓展了不依赖于二元对立的
强戏剧性结构的艺术表现空间。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基地副主任、中国
传媒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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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坚守中华文化立场 传承中华文化基因传承中华文化基因
◎◎周琦周琦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深刻
总结了过去五年的工作和新时代十年的伟大
变革中宣传文化事业取得的新成就，明确了新
时代新征程建设文化强国的主要任务。这是
我们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建设文化强国的
根本遵循。深入学习领悟、贯彻落实好党的二
十大精神，是当前我区文艺战线首要的政治任
务，对于做好我区文艺工作、推动文艺事业高
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一、深入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大关于文艺工
作的重要论述

一是过去五年的工作和新时代十年的伟
大变革，使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心显著增强。
党的二十大报告在过去五年的工作和新时代
十年的伟大变革中，提出了积极发展社会主义
先进文化。我们确立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
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新时代党的
创新理论深入人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广泛
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文化事业日益繁荣，网络生态持续
向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
转变。青年一代更加积极向上，全党全国各族
人民文化自信明显增强、精神面貌更加奋发昂
扬。新时代的十年，我区文艺战线围绕大事要
事和重要时间节点，潜心创作，涌现出一大批
文艺精品，丰富了人民群众文化生活，增强了
人民群众精神力量。

二是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
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得到传承弘扬。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
识到，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
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
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
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
力。不仅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且要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只有植根本国、本
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
能根深叶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
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
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

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
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
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
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
合性。因此，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也符合辩证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三是完成新时代新征程使命任务，推进
和拓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是应有之
义。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
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
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党的二十大报告就中国式
现代化作出详细阐释，即是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
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
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
代化。什么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
现代化？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物质富足、精
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物质
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
义。我们不断厚植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不断
夯实人民幸福生活的物质条件，同时大力发
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传
承中华文明，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
发展。丰富人民精神世界是中国式现代化的
本质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全面建成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就是要建成包括文化
强国在内的现代化强国，国家文化软实力显
著增强。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了未来五年主
要目标任务，其中就包括人民精神文化生活
更加丰富，中华民族凝聚力和中华文化影响
力不断增强等主要内容，为我们文艺工作指
明了前进的方向。

二、全面理解、准确把握推进文化自信自
强的使命担当

党的二十大报告就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过程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
化新辉煌提出明确目标要求。

一是要增强文化自信。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化发展道路，增强文化自信，围绕举旗帜、
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建设社会主
义文化强国，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
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
化，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增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二是要实现文化自强。坚持马克思主
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坚
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
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发展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
化需求，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
共同思想基础，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
中华文化影响力。

三是要推动高质量发展。在推进文化自
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过程中，
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
识形态、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
全社会文明程度、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
业、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其中，在繁
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中，党的二十大报
告明确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
向，推出更多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
培育造就大批德艺双馨的文学艺术家和规模
宏大的文化文艺人才队伍。

三、踔厉奋发、守正创新，不断推动我区
文艺事业高质量发展

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要密
切结合我区文艺工作实际，在学深悟透党
的二十大精神上下功夫，在践行党的二十
大精神推动我区文化文艺工作高质量发展
上下功夫，不断铸就我区文化文艺事业新
辉煌。

一要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
党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是指导我们实
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行动指南，必须长
期坚持并不断丰富发展。全区广大文化文

艺工作者要自觉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深刻领会“两个确立”的
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
承中华文化基因，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
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坚持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坚持守正创新，与时俱进，不断
推动我区文艺事业繁荣发展。

二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
出更多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新
时代新征程，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道路
上，发展文化事业，保障人民文化权益，丰富
人民精神生活，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
协调发展，文艺工作者承担着光荣使命和义
不容辞的责任。要把党的二十大精神自觉
运用和践行于文艺创作与实践中，深入生活
深入群众，虚心向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从
人民群众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伟
大实践中挖掘素材、汲取营养，着力为人民
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创作出更多
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文艺精品，创
作出更多无愧于伟大时代、无愧于伟大人民
的优秀作品，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高品位
精神需求。

三要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不
断推动全区文艺事业高质量发展。围绕学习
宣传党的二十大精神安排部署，认真做好宣
传党的二十大精神文艺作品的创作、遴选、提
升和推介工作。组织开展全区党的二十大精
神学习培训工作，系统学习、深刻领悟党的二
十大精神，使党的二十大精神入脑入心，指导
和推动全区文艺工作实现新跨越、迈上新台
阶。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引领，认真谋划今
后一个时期全区文艺工作，不断推出增强人
民精神力量的文艺作品。认真落实好《内蒙
古自治区重大主题文艺精品创作指导意见》，
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围绕弘扬伟大的
建党精神、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和乡村振兴等主题创作发力。加
强乌兰牧骑“送欢乐、送文明”基层服务活动
的组织实施，加强文艺人才培养，不断推动全
区文艺事业高质量发展。

读完惠小和的长篇报告文学《矿
鸿》，发现他是一位才华横溢、有深厚
文化底蕴的作家。在《矿鸿》这部报
告文学里，他精巧形象地将神东煤炭
公司比喻为矿山行业领头鸿雁。《矿
鸿》以小见大，以神东人奋力追逐最
前沿科学技术的应用为基础，反映时
代的变迁、社会的进步。全书构思新
颖、结构磅礴、文笔生动，是一部既有
思想性又有文学性、展现中国煤矿业
发展历史与未来的好作品。

我们都知道，报告文学是一种在
真人真事基础上塑造艺术形象、以文
学手法反映现实生活的文学体裁。
近年来，报告文学的创作方兴未艾，
无论是山东作家许晨以中国“蛟龙
号”挑战深海而创作的《第四级》，还是
作家李迪以湖南湘西十八洞村变迁
而创作的《十八洞村的十八个故事》，
还是作家龚盛辉以中国北斗定位导
航系统而创作的报告文学《中国北
斗》……他们都用报告文学的体裁，
表现时代的进步，反映国家的强盛，
赢得了无数的读者。如今，我们又看
到了惠小和的《矿鸿》。

这部长达18万字的《矿鸿》，详尽
地描述了神东煤炭公司在37年的发
展壮大历程中，自始至终坚持以科技
创新为核心竞争力，在一片荒漠中从
零开始“五高起步”开发神府东胜大煤
田，历经机械化、自动化、信息化，到目
前与华为一起开发的智能化“矿鸿”控
制系统的科技创新历程。作品以科学
技术支撑煤炭开采技术的进步为轴，
从煤炭产量百万吨、千万吨、亿吨到两
亿吨跨越式提升为线，最终全方位展
现了“神东模式”“神东速度”和“神东
神话”。文字的背后，处处散溢着艰苦
奋斗、开拓务实、争创一流的神东精
神，这是《矿鸿》真正要表达的思想内
涵。《矿鸿》无论是通篇布局、素材提
炼，还是行文方式、叙事语言等方面，
都充分体现了作者的独具匠心。

因为我曾经参加过两次“著名作家看（访）神东”活
动，对神东煤炭公司的非凡成就也有所了解。读了《矿
鸿》后，我更看到了神东的历史和未来，内心久久不能平
静。我对惠小和优美的文笔、细微的描述深感赞赏。这
一切，似乎改变了我对报告文学的看法。我们知道，很多
报告文学容易写成事件和数据的堆积，有报告而缺乏文
学味道。但我在阅读惠小和的作品中，看到了他不管是
什么类型的题材，都能赋予散文的意境美。比如作品的
开篇：金秋季节的神东矿区，偶尔一阵带着瓜果香味的风
吹过，天空显得辽阔又碧蓝，几大团洁白的棉绒绒的云
朵，悠闲地漂移着，也许她是被下面的人间美景所吸引，
留恋般停停走走、走走停停。如此细腻的笔触，让我们似
乎在品读一篇极致的美文，如啜茗一盏香茶。

什么是矿鸿？惠小和在作品中这样描述：“矿鸿”这
一只可以用心感知的“智能鸿”，不仅拥有“千里眼”“顺风
耳”，而且犹如“千手观音”一样，拥有神一般的“魔法”，可
以号令神东公司从井下到地面的十多万台设备，服服帖
帖听从指挥、服从管理。这个系统是神东公司与华为公
司联手研发、应用的高精尖技术，完全中国化，代表着未
来煤矿事业发展的新方向，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
践体现，这是具象。而矿鸿也有一层是意象，神东科技创
新者哪一个不是矿山之上的领头鸿雁呢？世界首创、全
国第一比比皆是。如果更深一层去揣摩，矿鸿还有抽象
的思维贯穿其中，直指神东公司的愿景，那更像一只在蓝
天白云间展翅翱翔的鸿雁。可以说，矿鸿一词一语三关，
而且关关相扣相生。

《矿鸿》在对典型人物、煤炭行业优秀共产党员代表
呼绿雄的描写中尽显铁汉形象，从出身贫瘠、敢于吃苦、
坚韧不拔、正气凛然三个方面着手，让读者对呼绿雄这个
人物形象立马具体起来，使他有血有肉地、活灵活现地展
现出来。随后又通过典型事例，塑造了一个奋勇当先、呵
护工人、爱岗敬业、孝顺厚爱的立体人物形象。这篇章节
末尾，作者以“中国的月亮又圆又亮”为结尾，让思想境界
得以进一步升华。

在“窑黑子”“煤黑子”和“煤亮子”这一章节中，作者
构思精妙，通过“窑黑子”爷爷的一天、“煤黑子”父亲的一
天、冀宏波要当“煤亮子”，展开描述，通过对比手法，向我
们介绍煤矿发展的变迁。在时间跨度上，记述的是半个
世纪中祖孙三代三个矿工的生活，但它们却经历了中国
煤炭事业发展的不同阶段。从而体现了神东煤炭人一代
又一代接力，终于把神东煤矿推着走进智能化建设的新
局面。

新的时代背景下，神东的“二次创业”已经扬帆起航，
这个以打造“安全、高效、绿色、低碳、智能”等多能互补的
世界一流煤炭企业，又一次像领头雁一样展翅腾飞。

惠小和的《矿鸿》中，处处充满了他对神东公司的深
厚情感，蕴藏着他对这个伟大时代和矿工们的深深热爱，
他为读者塑造了一个个感人至深的煤炭企业先进人物形
象，也为神东公司的未来写满期望。

作品最后，惠小和以一首慷慨激昂的歌词收尾：燃烧
啊燃烧，我们骄傲自豪/燃烧啊燃
烧，为人民生活美好/燃烧啊燃烧，
我们骄傲自豪/燃烧啊燃烧，为祖国
明天美好/更美好。合上厚厚的《矿
鸿》书稿，这首歌，依旧余音绕梁，
久久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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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县委大院》宣传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