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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阳考颠

衡量一个时代的文艺是否繁荣，要看数
量和质量两个方面。作家艺术家多和作品多
是充分条件，没有一定数量的作家艺术家和
一定数量的作品，自然谈不上繁荣。但仅仅
看数量显然是不够的，还要看质量，而且最重
要的是看质量，质量高是必要条件，就是看有
多少作品能够经得起时代和历史的检验，能
够持久地为人民大众所喜爱、所认可。

由此来品味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
座谈会上对当前文艺创作现状的基本判断，
深感准确到位、发人深思。总书记指出，“改
革开放以来，我国文艺创作迎来了新的春
天，产生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同
时，也不能否认，在文艺创作方面，也存在着
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
存在着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存在着
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

仔细想想，难道不是吗？
目前，我们的文艺创作确实呈现着“高

原”的宽广。作家艺术家之多、作品之多，恐
怕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不说其他，
仅就文学方面而言，光国家级的会员，也就
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就有万余人，加上省
级的会员，可谓是一支庞大的队伍。这些作
家们生产的作品，除了浩如烟海的散文、诗
歌，仅长篇小说，每年有上千部面世，中短篇
小说更是产量惊人，蔚为壮观。

但是，毋庸讳言，我们的文艺创作也确
实呈现着“高峰”的稀缺。能够为人们耳熟
能详、津津乐道的作品实在不多，预期可以
载入文艺史册、流芳百世的作品更是屈指可

数。文学上的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应
该是两个分量最重的奖项，几届评下来，且
不论是否公道，真正堪称“高峰”者有多少，
相信每个读者心中都会有一笔账。

“高峰”为何难觅？总书记指出的“抄袭
模仿、千篇一律”，“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
费”，固然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其实分析其背
后的原因，则是作家艺术家创作观念的迷失
和创作态度的歪曲。尽管还有其他很多很
多的原因，但这两条无疑是致命的。

创作观念的迷失，主要表现在“为什么
人”的问题上发生了偏差。很长时间以来，
一些作家艺术家似乎对文艺“为人民服务，
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倡导不以为然，甚至非
常抵触，以至于在创作上随心所欲、我行我
素。要么提倡“为艺术而艺术”，仅仅以西方
的各种理论、主张指导创作，搞所谓的探索、
实验、创新，偏离了中国大众的审美习惯，偏
离了中国现实的丰厚土壤，作品不伦不类、

“曲高”和寡；要么沉迷于消极写作，躲避崇
高，讳言伟大，回避是非，消解道义，绕开责
任，于是官场小说大行其道，悬疑之风甚嚣
尘上，性爱描写到处泛滥，自然主义奉为圭
臬；要么只关注“小我”，无视身边的社会生
活和芸芸众生，无休无止地抒写自己的那一
点点风花雪月、吃喝拉撒、头痛脑热、幽怨感
伤；要么干脆直奔市场和金钱而去，什么题
材吃香就写什么，什么故事有卖点就写什
么，不论其社会效果如何，先赚一把银子再
说。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混淆了文艺的是
非观、美丑观，影响了人民群众对文艺的信

任和信赖。文艺远离人民，人民自然就远离
了文艺。

创作态度的歪曲，突出表现在心浮气
躁，缺乏“十年磨一剑”的精神。有的以一
天码了多少字、一年出版了几部作品自诩，
企图以数量取胜，甚至年纪轻轻就编辑出
版文集；有的以获了什么奖、召开了什么样
规格的研讨会自乐，并自封为大家或名家；
有的以挣了多少票房、卖了多少版权自夸，
似 乎 认 为 那 就 是 创 作 不 凡 的 佐 证 。 殊 不
知，这些作品很多早已湮没在万千的垃圾
堆中了。创作速度快、数量多，只能说是才
情的展示，关键还要看作品的思想含量和
艺术含量。李白、杜甫、鲁迅、巴金，巴尔扎
克、莎士比亚、托尔斯泰、海明威，古今中外
著述丰厚且质量上乘的作家艺术家很多，
而仅靠少量作品即名扬天下者同样不乏其
人。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一生
只发表了 200 余首诗作，却不影响他获得
诺贝尔文学奖，其秘诀在于对创作的认真；
曹雪芹一生虽然只有一部作品《红楼梦》，
却奠定了在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其奥妙
在于“批阅十载，增删五次”的执著。

看来，要改变文艺创作“有数量缺质量、有
‘高原’缺‘高峰’”的现象，首要的是尽快使广大
文艺工作者校正创作观念、端正创作态度。

我们欣喜，当代中国的文艺创作正处在
“高原”上。

我们期待，当代中国的文艺创作要站在
“高峰”上。

应当说，这是一个可以出现“高峰”也应

当出现“高峰”的好时代。一方面，改革开放
以来的社会转型、生活变迁、发展进步、创新
创造，丰富而多彩，复杂而奇幻，为文艺创作
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全新素材；另
一方面，不少作家艺术家也具备了生产“高
峰”作品的潜质，他们立足中国的文艺传统，
又充分汲取了西方文艺的营养，起点很高、
出手不凡，已经创作出了不少优秀作品，证
明了自己的实力。只要作家艺术家们进一
步树立正确的创作观念和创作态度，就有可
能写出伟大的作品来。

“我国作家艺术家应该成为时代风气的
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通过更多有筋骨、
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书写和记录人
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彰显信仰
之美、崇高之美。”按照习总书记指明的这一
创作观念去创作，中国文艺“高峰”的出现将
不会遥远。

“文艺工作者应该牢记，创作是自己的中
心任务，作品是自己的立身之本，要静下心
来、精益求精搞创作，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
献给人民。必须把创作生产优秀作品作为
文艺工作的中心环节，努力创作生产更多传
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
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思想性、艺术性、观赏
性有机统一的优秀作品。”按照习总书记指
明的这样的创作态度去创作，中国文艺“高
峰”的出现将指日可待。

期待“高原”现“高峰”，不仅是党和人民
的关切，更应当成为广大文艺工作者的最高
追求！④6

期待“高原”现“高峰”

早年进入文学圈，前辈们告诉我，文学艺术贵在出新。
这种点拨让我受用多年，但走着走着，我体会到，单是出新
还是很难成为大家，必须与人不同，或者是完全创新，自成
体系，才能赢得同仁认同，民众喝彩。如拉美作家马尔克
斯，如欧洲画家凡·高。

有了这样的认识，渐渐地，我就喜欢起有独特气质的作
家艺术家。

自然是喜欢魏晋的那些风流才子。喜欢他们穿着那宽
大的粗麻布袍子，吃一种让他们成日过敏的五石散，一边扪
着虱子，一边高谈阔论。也正因为他们的脱俗，才有了建安
七子、竹林七贤、桃源陶令等稀世名家，出现了《广陵散》等
千古绝唱。

宋朝时期襄阳的米芾，当然也是我喜欢的人。史载，宋
人将米芾称为米颠，说他无颠不做。而他的颠，倒也真是登峰
造极，他喜欢皇帝的砚台，就向皇帝要。皇帝给了他，他连砚
带墨，一起裹进衣服，弄得全身是墨。更有众人都知道的米芾
拜石，每遇奇石，米芾必然长拜，并呼之为兄，念念有词。这些
怪异的行为，在常人眼里，当然格格不入。

然而，也正是这种颠劲，成就了他的书法和绘画艺术。
在绘画上，他创造了独特的点式山水；在书法上，他与苏轼同
名，成为宋代四大书法家。正如一副对联对他的形容：衣裳唐
制度，人物晋风流。在人们眼里，米芾的风流已然与魏晋人物
一样，虽然褒贬不一议论纷杂，但依然掩盖不住他的出类拔萃
和超凡脱俗。

我注意到，米芾是十八岁时离开襄阳的。十八岁的青
年，思想已经形成，性格也已形成。那么，米芾就是在襄阳，形
成了他的癫狂性格，造就了他的超凡特质！

我不禁想，襄阳是普普通通的襄阳，一代一代的人在这
里默默无闻地生活繁衍，而生长在这里的米芾，怎么就能成为
颠子呢？

今年六月，我从西安乘坐一架哗哗作响的飞机，到达襄
阳，到达米芾的家乡，我想在襄阳的水土上，寻找米芾的足
迹，考证形成米芾性格的答案。

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千年，但是。襄阳的民众是世世
代代延续过来的，米芾时代的襄阳人，大都是现在襄阳人的
祖先，人物血统，家族特点，种族气质，应是一代一代传承下
来了。那么，在襄阳的遗迹上，在襄阳的民众中，应该能找
到米芾性情的根。

襄阳的城墙是我们采风的重要去处，青砖城墙自然都
是为了防御，所以相去不远，而襄阳的城墙，让我看到了与
全国城墙的不同之处。

襄阳的城墙西北角，有一处城墙中的城墙，史称夫人
城。这是公元 378年所建，是镇守襄阳的梁州刺史朱序的母
亲韩夫人率众修筑的一道城墙，也就是这道城墙，在抵御秦军
的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当秦军兵临城下的时候，韩夫人
到城墙上观看，发现西北处城墙不太坚固，是城墙的薄弱之
处，敌军攻城，必然从这里攻，于是率领府中女眷，并号召城内
所有女眷一起参与，昼夜兼程，在西北处城墙之内，又修了一
道防患于未然的内城。果然如韩夫人所料，秦军从西北城墙
攻城，攻下西北城墙后，却被内城墙挡住，坚固的内城墙让秦
军望而却步，襄阳人却因此免遭屠城。

一般来说，战争是不要女人的。中国的战争，尤其忌讳
女人，认为女人出现在战场上，会为战斗带来晦气，但是襄
阳人不是这样，谁说得对，就听谁的。于是，他们跟随韩夫
人，完成了一项保全家园和宗族性命的大业，并使襄阳城固
若金汤的美名代代流传。

城墙上还有一处惹人注意的两块砖头，这两块砖头与
其他砖头颜色形状完全一致，不同的是这两块砖头上，刻着
字，仔细一看，是两个人的名字，而且，刻字的深痕也与青砖
一样陈迹斑驳，显然是千百年前所刻画的。

我猜想，这可能是当时的兵丁所为，可能出于对修建城
墙的重视，也可能想在这坚固的建筑上留下自己生命的痕
迹，他就将自己的名字刻在砖头上，而且，毫不犹豫地垒上
去，成为城墙的一部分，一直保留到现在。

不说过去的襄阳人。就是现在的襄阳人，如果认为这样
刻画，有辱襄阳面子，完全可以用砂石磨去，并不费事。但是
襄阳人没有这样做，他们尊重过去的建城者，他们习惯尊重新
异，于是，这两个名字，就与襄阳城一起，赫然保留至今。

上面说的是过去的襄阳人，那么，如今的襄阳人，也能
如祖先一般宽容，并能如祖先一样，特立独行吗？

夜幕降临后，宾馆外的广场上，响起了音乐声。我知道
这是中国特色，襄阳的大妈们，要跳广场舞了。恰逢我们要
去护城河边散步，广场是必经之地，于是，我们看到了色彩
纷呈的广场舞。

还没到广场跟前，我就听见了最少三种乐曲在响。不
禁纳闷，几种音乐同在，怎么跳舞呢，到底跟哪一种跳呢？

一到跟前，我才知道，我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
其实乐曲不止三种，而是五种，在同一个广场上，聚集

着五堆人，每一堆人面前，放着一个录音机，播放着他们的
乐曲，这堆人就随着乐曲起舞。而且，五堆舞者，有三堆是
自己跳，另一堆是跟着一个领舞者跳，还有一堆人，正在接
受一个年轻女教师的培训，年轻女教师细腰软腿，一步一
式，若风摆杨柳。学员们崇拜地看着老师，步步紧跟。

我们去襄阳植物园采风，是在一个雨丝纷飞的上午。
雨里看景，本就很有诗意，车就缓慢地穿梭于雨里景里。

大家正在陶醉着，却有一个作家提出，要到雨里走
走。她指着车前一条小道说，在雨中行走，在雨里呼吸，
人和景融为一体，说不定能把雨吸进嘴里，多好呀！

我一听就皱起了眉，车上的其他作家也用异样的眼光
看着这位作家。但这位作家很淡定，没有再吭，只是看着那
条雨中的小路。重要的是，襄阳的陪同领导立即让司机停
车，笑吟吟地将这位作家送下车。车开了，那位作家醉了一
般行走在雨中，车上的作家互相看看，脸上是难以理解的表
情。半小时后，襄阳陪同的领导打电话给同事，让他去接这
位作家，他详细地描绘了这位作家的形象和她行走的小路，
他对这位作家的异常行为不但没有反感，反倒带有欣赏的
口吻。我听着他的话，突然自惭起来。

就这样一个广场舞，一个雨中行，让我看懂了襄阳人。
就在那么一个不大的广场上，你快乐你的，我快乐我的，互
不干扰，自得其乐。不管别人怎样看那位作家的雨中行，襄
阳人却厚道地尊重并支持了人的个性。

哦，这就是襄阳，这就是襄阳人，正是因为这样的水土，这
样的人，才能成就一个超凡脱俗的人，才能让米芾颠起来。

颠，成了我在襄阳考察的主题词。
离开襄阳的日子里，想起襄阳的城墙襄阳的雨和襄阳

人，我勉励自己，应该颠一些，再颠一些！④6

戏曲中的“帅派”老生塑造的大都是忠
臣良将，英雄好汉，表现的是爱国之情、忠义
之心，做派往往气势大、风度帅、力度强、分量
重，那明朗舒展的声腔始终洋溢着忠勇义士
的风骨，那慷慨激昂的悲歌永远放射着血性
汉子的激情。表演艺术家吴广林即是河南话
剧舞台上“帅派”老生，他在话剧《公仆》中饰
演的焦裕禄，在《太行山上》中饰演的吴金印，
在《宣和画院》中饰演的林子信，在《红旗渠》
中饰演的杨贵等，这些都是英雄豪杰、仁人志
士。吴广林以民族化、戏剧化的追求，以朴
实、厚重、从容、自然、豪放、洒脱的风格将这
些人物演绎得栩栩如生、荡人心魄，让人真正
感受到了那种纵横天地间，游刃方寸地的“帅
派”之气，在中国话剧舞台上，擎起了一面具
有中原风格、中原气派的旗帜。

舞台方寸地的随性、任性和率性
和演绎英雄豪杰不同，要表达文化人的真

性情，艺术家需要在人物语言与行动表达中有
更深刻的内在支撑，更丰富的内心独白和潜台
词，才能拿捏好那方寸地的随性、任性和率性。

《宣和画院》是一出讲述在市场经济大潮
冲击下一群文化人坚守文化人格、拆洗灵魂
的作品。剧中两位书法家李子信和廖桂云是
一对挚友，但受经济大潮的影响，李子信的儿
子为了生意上的事，偷偷地以廖桂云的名义
私刻印章，从而犯了文化人的大忌！在守信
还是毁义的大是大非上，李子信与廖桂云以
不同的方式对自我进行着精神的“拆洗”。

与廖桂云刚直的“硬”不同的是，吴广林
饰演的李子信是一个带有“中庸色彩”的正
人君子，所以他的直中带点“圆”，有点“涩”，
有点让人五味杂陈。如李子信找罗豪豪为
儿子拆洗、送礼时的惴惴不安；杜瑞瑄上门
来“拆洗”造假了，李子信更是魂不守舍。把
一个正派、正直知识分子文化人欲做亏心事
的忐忑、尴尬、慌乱、惊悸，表现得惟妙惟肖、
入木三分。然而，闻听廖桂云“挂笔”，震惊
慌乱中的李子信却干脆来了一通怒骂，骂得
义愤填膺，骂得嗷嗷哭泣。这是茫然中的愤
然，这是徘徊中的自省，带给人深深的震动

和启示。这种精神的自我拆洗，极其自然真
切地游刃于人物的“环境、语境、心境”的方
寸地，深刻反映了一代文人在文化坚守、人
格坚守中艰难实现的一次新的蜕变。

舞台纵横间的英气、豪气和霸气
作为一名优秀的话剧演员，吴广林没有

停留在舞台的本真处守成、守固，他在探索
话剧舞台的民族化、地域化、个人表演的风
格化上迈出了一大步。

话剧《红旗渠》中，吴广林让杨贵生活在
一种放大了的情感真实里。人物的情感在
保持深刻体验的同时，被赋予了鲜明的色
彩、强烈的节奏、立体的形象，以大动作、大
腔调、大气势纵横天地间，显示出一位卓越
政治家特有的英气、豪气和霸气。

开场就十分精彩，只见黝黑嶙峋的太行
山崖处，一束光亮了，一个汉子从地上站立
起来了，他身披大衣、双手叉腰，他目光炯
炯、神采奕奕，他大步流星、上下跑动，他指
点山河、声如洪钟。这，就是林县县委书记
杨贵。他言道：“咱们一路走来，地张着大
嘴，在等水喝……就是这条近在咫尺的浊漳
河，听听，它在翻滚打浪啊，多好的水、多大
的水……哗哗地流走了……林县 55 万百姓
需要水，91万亩耕地需要水……逃避、不干，
老百姓会骂我们是一群蠢材、吃材……”这
番包含着自省、自问、自叹、自信的动员令，
被吴广林打成了包，团成了团儿，讲得一鼓
作气、一气呵成，讲得振聋发聩，浩气逼人。
最后，他大踏步地由崖下跑上高台，把大衣
脱掉甩向后方，冲着高山呼喊：“太行山，你
听到了吗？从今天起，我们的较量就开始
了！”这胆量，这气势，使天地为之惊叹！

最让人刻骨铭心的是，杨贵目送为修渠
付出身家性命却无怨无悔的父老乡亲时的
大段独白：“吱吱，我知道我欠你一盆洗脸
水；金锤四兄弟，我欠你们一顿饱饭；凤兰、
继红，我欠你们一个家……不管三年五年、
十年八年！哪怕牺牲掉我们这一代人，我们
一定要让漳河水流进林县！”喷薄而出的台
词，仿佛浸泡了无尽汗水，渗透了无数血泪，

坚硬中有柔婉，凝重中有舒朗，发人深思，催
人泪下！正是这大段大段发自肺腑、澎湃着
激情的台词，正是这大块大块豪气万丈的动
作，才演绎出了这位县委书记“重新安排林
县河山”的气魄和胆略！

舞台困窘处的坦诚、赤诚和忠诚
一部精品佳作，不仅要有大刀阔斧，也

要有精雕细琢。只有精雕细琢地演出困窘
处人物内心的冲突和自我挣扎，才能真正演
出人物的心理厚度和精神高度。

《红旗渠》中，杨贵遭遇过的最大的困窘
和危机莫过于在他一边舍命为百姓、为国家
做事，一边受诬陷、受斥责、受审查，这是精神
上的困窘和危机。所以，第九场，当杨贵及同
道们被省委调查组组长排击炮般的罪名罗列
激怒时，压抑太久的痛苦在沉默中爆发了，这
种爆发无论内心节奏还是外在形体动作都胶
合得十分有层次。他先是轻声地、伤感地诉
说着小女孩吱吱之死，那般深情，那般凄婉。
当再度遭到质疑，他苦笑了，他恼怒了，这个
经受着万般困苦熬煎的七尺硬汉陡然以一个
跃身猛扯红色长台布披身匍匐而卧的动作，
外化人物万般的压抑和委屈；而后，又以掩面
哭泣大段静场吞咽内在的痛苦。可谓静极生
动，动极生静，动静交错，动静相生，尽展了一
个血性汉子的刚性和柔性。

“我看着他们一个个啃着树皮，吃着小
草去砸石头、背石头，垒石头，我这儿疼啊

（指着心窝）！借这三万斤粮食，我就一个念
头，冒个杀头之险，让跟着我修渠的民工吃
顿饱饭，哪怕就吃一顿，我死无愧疚！”这段
咀嚼着痛苦，叩问心灵的道白是被分成了
节，组成了块，一节一块抖搂出来，有快有
慢、有强有弱、有高有低。这里饱蘸着这位
父母官对百姓、对党的一片坦诚、赤诚和忠
诚，所以他坦露出英雄主义的磊落与倔强！
这里表现出杨贵的悲伤是为了林县大地上
的 55万生灵，所以他带给我们深深的触动！

舞台小天地，天地大舞台。愿这位河南
话剧舞台上的“帅派”老生永远英姿勃发，豪
气霸气，纵横天地间，游刃方寸地！④6

“我的家乡，在偏僻的农村。没画山
水秀，没茂林修竹。地薄，人也憨……”
这是作家周同宾笔下的周庄，虽没有江
南水乡周庄的旖旎，但走在村里，能见到
汪汪叫的柴狗和肆意散步的鸡鸭，能闻
到扑面的书香。

半年前，记者初访位于河南南阳社
旗县大冯营镇西北的周庄。它的“出名”
并非因为是鲁迅文学奖获得者、散文家
同宾的故居地，而是村里的一群老人自
费筹建了一个文化大院，把周庄演绎成
了一个文化故事。

听闻这个庄儿的乡亲要办周庄文
化论坛，一大早记者重访了周庄。阡陌
飘香的冬日，穿行在白雾朦胧的童话世
界，临近村落，古柏亭前二三十个妇女正
跟着伴奏翩翩起舞，“美丽的百姓美丽的
梦……中国梦是腾飞的梦……”

11 月 16 日上午 10 点，周庄农民文
化节开幕。除了传统的民俗表演，今年
的文化节又加入了新的文化元素，古诗
词诵读、太极拳表演、论坛笔会……

“周庄的农民文化节，不仅让父老乡
亲重拾传统文化的纯朴，也让我们这些
大老粗接触了不少新文化。”南阳宛城区
白河镇栗盘村 73岁的孙宪朝说，他和两
个老哥专程走三里多地到周庄，就是为
了沾沾文化气儿，“民俗摄影展、国学大
讲堂、文化论坛，看不完听不完的新鲜事
儿，这周庄真是美啊。”

乡村文化论坛下午两点半开始，吸
引了六七千人云集，来自十里八乡的男
女老少像过年一样喜庆。不少乡亲不到
两点就赶到了同宾书屋，大伙七嘴八舌
地讨论着周庄的未来。屋里挤不下，就
坐在院落的空场上。文化大院创办人陈
福广说：这次文化论坛是对周庄文化发
展的一次更深层次的思考，思考的是“望
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图
景。他希望论坛能成为观察、研究农耕
文明的一个窗口。

论坛上，周同宾说，“童年里的周庄
是大森林，树很多，鸟很多，村落的房舍
有聚散疏密之美，每到傍晚，大雁在村上
盘旋，诗意，动人。也想看到，周庄成为
一片文化的森林。”从村西头走到东头，
周同宾的眼里闪光，这儿以前是个河坑，
鸭鹅成群，那儿是棵歪脖树，二毛能爬到
树顶……走了三里地远，推开一座老宅，
孤寂的土坯房静静地立着，院里没腿高
的杂草散发出涩涩的清香，周同宾一口
说出老宅堂屋的窗户有 13 条窗棂，“这
院里有槐树、枣树，还有一口水井，有拉
不完的传说趣闻……”

一个村庄的农民办起了自己的文化
论坛，从对传统文化的关注，到对乡村新
文化的思考，这在当代农村都具有代表
性。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中国
爱故乡文化促进会主任魏丰收说，“走遍
全国大大小小数百个乡村，周庄创了三
个第一，第一个办文化论坛，第一个建农
耕文化展馆，第一个举办农民文化节。”

文化周庄，是河南乡村文化的一个
亮点，是中国乡村文化梦的一个缩影。
这梦正如周庄文化论坛组织者之一茹俊
华在词作《西江月·周庄》中所描摹的那
样：“初冬书院，木瓜枝头摇缀，菊花丛中
飘香。清风飒飒迎归人，听取书声琅
琅。鱼儿戏耍池塘，鸟儿掠影水上。古
槐亭外球场上，大豆玉米金黄。”④6

纵横天地间 游刃方寸地
——话说表演艺术家吴广林的“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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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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