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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巴颜喀拉》
获得第二十七届全国美术

图书“金牛杯”金奖
此 书 对 李 伯 安 先 生 以 及《走 出

巴颜喀拉》的艺术面貌和成就所做

的精细记录与全面展示，当为观者

提供更为细致、具有更多可能性的

观察和欣赏。

替山河妆成锦绣，把国土绘成
丹青，新中国的林人，同时是
新中国的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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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日上映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
优秀国产电影回顾

流金岁月

□吉水

《人到中年》本是作家谌容的一部反映中年知识分
子生活的现实主义小说，1980年发表后，曾带给中国文
学界不小的震动。小说主人公陆文婷是一位中年眼科
女医生，工作 18年，工资 56元半，4口人挤住在 12平方
米的小房里，她天天往返奔波于医院和家庭之间，放下
手术刀拿起切菜刀，脱下白大褂系上蓝围裙，还常常钻
研业务到深夜，进行着分秒必争的“战斗”，终于在一天
上午连做3台手术后，她累倒了，病例本上的“心肌梗塞”
4 个字惊呆了她的同事。1982 年，这部小说被搬上银
幕，继在文学界产生震动后，又在更广大的社会范围内
产生震动。

电影《人到中年》完全忠实于小说原著，由著名演
员潘虹饰演的陆文婷，在银幕上用瘦削的双肩默默地
承受着工作和家庭的双重重担，承受着各种突然的袭
击和经常的折磨，她顾不上给女儿扎小辫儿，也无钱给
儿子买一双白球鞋，感人的银幕形象，真实地再现了中
年知识分子的艰难处境，真切地描写了他们的苦衷和
理想。

1982年，正值改革开放之初，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作用正越来越受到重视，崇尚知
识、尊重人才，正成为新的社会风尚。电影《人到中年》
的上映，充分发挥了电影这种文艺形式的特殊文化功
能，影片对知识分子为国家为人民鞠躬尽瘁的献身精神
所作的热情讴歌，对知识分子特别是中年知识分子的生
活境遇的反映，紧紧地扣住了时代命题。据这部电影的
导演之一孙羽后来做客央视访谈节目时回忆，该片上映
后，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成为当年下决心落实
知识分子政策，包括落实他们的待遇问题的一个十分有
力的助推。9

《人到中年》：
助推新时期
知识分子政策落实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好书推荐

□葛凯丽

位于豫东民权林场的申甘林带，东西长
25公里，南北宽 2-4公里，面积 6.9万亩，是
亚洲十大、中国四大平原人工防护林之一，被
誉为黄河故道上的“绿色长城”，有“河南塞罕
坝”之称。

流连于此的文学家说，这是一方热土；画
家说，这是一方秀土；历史学家说，这是一方
厚土。读罢青年作家欧阳华的长篇报告文学
《申甘播绿记》，不能不惊叹于他们观察之细
致、思考之深邃。无声的历史，在此脉动乃至
跳跃：68 年前，这里沙丘连绵无边，寸草不
生，风沙肆虐，苦楚贫瘠；68年后，这里碧野
翠色欲流，林海郁郁苍苍，四时鸟鸣，富庶太
平。从“狂风黄沙枉断肠”到“林海滔滔百万
兵”，是什么造就了这绿色传奇？

答案还要从这里的人身上去找。这里的
人民，演绎奋斗之美。行动，是理想最高贵的
表达。民权造林人筚路蓝缕、播绿故道的连
绵群像，堪与五彩斑斓的风景媲美。他们中，
有祖孙三代接力造林，默默付出的翟际法、翟

鲁民、翟文杰；有激情满怀地来到黄河故道，
心里只有这片葱郁树林的老场长康心玉；有
誓让沙荒变林海，在此写下忠于职守篇章的
一对来自异乡的热血青年佟超然、张玉芝；有
耄耋之年初心不改的林业劳模“老坚决”潘从
正；有默默驻守林间小木屋，用脚步丈量着林
区每一寸土地，坚守护林岗位的底世俊、李东
亮……正是他们年复一年的劳作，才使昔日
狂风肆虐、黄沙蔽日的黄河故道，变成了如今
碧波万顷、风景宜人的绿色林海，他们的身影
是林区最美的风景！

这里的气象，折射精神之美。68年来，

三代林场人牢记使命，甘于奉献，铸就了艰苦
奋斗的“河南塞罕坝”精神。饿了啃口干馍，
累了沙窝支个帐篷，总结出“高栽杨槐低栽
柳”的栽种方法和“坑挖深、土埋实、树行与风
向垂直”的种植技术，杨树、刺槐良种选育始
终领先全国……平凡的壮举，展现着河南林
业人的纯朴形象，彰显着中原儿女创造创新
的出彩之旅。

如此斑斓的风景，如此动人的风采，既有
予人愉悦的物相，更有予人震撼的精神。本
书作者欧阳华感慨地介绍：她是哭着、笑着采
访写作的，沾着泥土的资料，冒着热气的故
事，带着露珠的采访，让她深刻地领略到林业
部首任部长梁希对造林人的定位：“替山河妆
成锦绣，把国土绘成丹青，新中国的林人，同
时是新中国的艺人。”这些可敬可爱的林人、
艺人，与其说是在播绿于黄河故道，不如说是
在播种希望。亲爱的读者朋友，倘若您有机
会到民权徜徉申甘林带的林海，聆听
那里的阵阵风涛，虔诚地放飞心灵，
畅快地“森呼吸”时，请与那些树、
那些林、那些人“说说话”……9

□任瑜

摆在我面前的这部方正厚重，有着白底
黑字封面和深色硬壳套封、沉稳大气的图书，
是河南美术出版社新近出版的已故著名画家
李伯安的国画长卷《走出巴颜喀拉》。

这部刚刚获得第二十七届全国美术图书
“金牛杯”金奖的图书，带给我们的是什么？
或者面对《走出巴颜喀拉》，我们会想到什么？

首先是震撼。这震撼不仅来自它作为一
幅水墨人物画，高1.88米、长 121.5米的中国
水墨画作品中罕见、惊人的体量，更多的是来
自它那更为罕见、更为惊人的画面内容，以及
扑面而来的磅礴力量：10 个主题篇章中的
266位藏族人物，不管男女，不论老少，无论
是群聚还是独立，亦无论哪种姿态和动作，都
如刀刻、如斧劈、如雕印般地“刻”在纸上，也
凛凛然地“扎”进了我们的眼睛。与此同时，
那些人物的形象，那些面容、那些表情、那些
眼睛、那些手掌、那飘动的发丝和飞扬的衣
角，又是那样细腻、丰富，那样涵蕴万千，又那
样高昂与张扬，带着一种圣洁的洗礼般的生
命之力，不由分说地撞击着我们的心脏。

这显然是艺术的力量——许多经受了历
史长河荡涤的艺术杰作，都有这种不能遮蔽
也难以抹杀的艺术力量。但同时，我们也深
切地感受到了穿透画面的精神之力——一种
无以描述、直击心灵的冲击、震动和感动。

可能正因为如此，面对《走出巴颜喀拉》，
我们很难想象这样一幅作品有一个什么样的
作者，或者反过来，很难想象李伯安先生这位
外表文雅的画家是如何画出这样的作品的。
我们只能感叹：在文弱的外表下，他的内心积
蓄着怎样的能量！

正如它的难以被描述，《走出巴颜喀拉》
作为一幅巨幅画作，也很难被一般读者“拥
有”和近距离地“捧读”。而这，也正是河南美
术出版社出版这部《走出巴颜喀拉》长卷画的
一个意义所在——此书对李伯安先生以及
《走出巴颜喀拉》的艺术面貌和成就所做的精
细记录与全面展示，当为观者提供更为细致、
具有更多可能性的观察和欣赏。

可以看出，《走出巴颜喀拉》长卷的出版
是在尽可能地贴近原作：在对画面的呈现上，
图书采用了还原性的拉页形式，完整展现出
原作的整体面貌；同时又以分镜头式的细节
和珍贵的线描草图，突出了原作的艺术手法，
展示了作者的构思过程。图书的这种整体装
帧设计，呼应的是原作的内容和风格，是在形
式上对原作的艺术性致敬。

作为图书，《走出巴颜喀拉》一经出版即
获今年全国美术图书“金牛杯”金奖，而作为
一部对李伯安先生致敬的大书，它当不负原
作，成为我们纪念李伯安先生、感受李伯安先
生艺术成就的有效途径，帮助我们克服时空
的限制，更多地认识说不尽、看不完的《走出
巴颜喀拉》。9

马上迎来的一年一度国庆档，扎堆上映的影片不少，
9月 30日上映的影片有 3部值得关注，分别是张艺谋导
演的《影》、根据开心麻花同名话剧改编的《李茶的姑妈》
和包贝尔导演的《胖子行动队》，前者为古装武侠正剧，后
两者为喜剧。9月 25日，冒着秋雨，《李茶的姑妈》在省
会郑州举行了首映会，一批幸运观众提前观看了这部影
片，影院里不时传出观众的爆笑声。有观众直言：“开心
麻花从来没让人失望过。”

国庆长假，特别适合带着孩子到影院来一场合家欢
观影，为此，本期特别推荐几部适合长幼同看的动画片：
上世纪 80年代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创作了木偶系列动
画片《阿凡提的故事》，成为不少人童年的美好回忆。时
隔39年，骑着小毛驴、蓄着山羊胡子、“爱管人间不平事”
的阿凡提将于 10月 1日重现银幕，这回的片名叫《阿凡
提之奇缘历险》；同日上映的《阳光星旅团》，讲述的是家
长如何与孩子们和谐相处的故事；灰姑娘的童话我们听
过很多，灰姑娘的电影我们也看过很多，但 10月 1日上
映的《新灰姑娘》却是 3D动画，这在“灰姑娘”恐怕还是
第一次。9

河南“塞罕坝”的绿色传奇

说不尽的《走出巴颜喀拉》

□本报记者 赵立功

由著名文学理论家、中国文艺理论学会
副会长、现任黄河科技学院生态文化研究中
心主任的鲁枢元教授主持并参与撰写的《新
时期40年：文学理论与批评发展史》，近日由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来，担
负着反映时代风貌，引领时代思潮和促进时代
发展的中国当代文学，是一个异常活跃、异常敏
感而又复杂多变的领域。文学理论与批评，在
当代文学中与创作是并驱的双轮，发挥着对文
学创作和现象阐释、赏析、指导和规制的作用。
认真梳理新时期40年来文学理论与批评积淀
下的实践与文献，深入总结其经验与不足，为
转型期中国社会的文学健康发展提供历史参
照，是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文化工程之一。

鲁枢元教授是国内文艺理论与批评界的
著名学者，由他主持的“新时期的文学理论建
设与文学批评研究”课题，是国家社科基金重
点项目。这部长达60万字的《新时期40年：
文学理论与批评发展史》，即是他和他的学术
团队历时4年完成的学术结晶。9月 26日下
午，《新时期40年：文学理论与批评发展史》新

书首发活动在郑州举行。
《新时期40年：文学理论

与批评发展史》是对过去
40年中国文学理论与批
评实践的一次回顾、梳
理和总结，体量庞大，
学术内涵丰富。对
此，鲁枢元教授在书
的序言中用“三纲”

“五常”来将全书内容
给予概括。“三纲”，即
新时期文学理论与批
评贯穿始末的三个动向
与态势，包括新时期文学
的发展分期与历史定位、新
时期文学理论与批评范式的转
换、新时期文学基本性质的多维认
知；“五常”，即指新时期文学理论与批评界长
期活跃、成绩突显的五个领域，分别是新时期
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中国化、中国古代文论之
现代转换、新时期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新时期
的文学批评实践、大众文化兴起与文学批评
的危机。

作为课题的学术主持人与本书的撰写者

之一，鲁枢元教授在活动现场
将全书精华与参加首发式

的专家、读者进行分享，
并和大家共同回望了
上世纪 80年代改革
开放初期中国社会
的文学氛围。

关于《新时期
40年：文学理论与
批评发展史》一书
的学术目的，鲁枢
元教授在序言中说，

撰写这部著作所祈望
的是，能够使此书成为

众多对于新时期文学理
论与批评的历史言说的一

种，提供给读者参照、交流，并予
以批评指导，而更为宏阔的愿景是，立足于

中国自身的文学批评传统，结合西方文化理
论和当下大众文化的状况，创造性地建构中
国文学理论与批评新的法则与体系。2

盘点 40年——

建构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
新的法则与体系

◎《新时期40年：文学理论与
批评发展史》
鲁枢元、刘锋杰等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8年8月出版

◎《走出巴颜喀拉》
李伯安绘
河南美术出版社
2018年5月出版

◎《申甘播绿记》
欧阳华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18年8月出版

其他动画上映及时间：

编者按

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

年，本期读书，向读者推荐

3本近期河南出版或由河

南学者主持撰写的书，一

本是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的由我省著名学者鲁枢元

教授主持完成的《新时期

40年：文学理论与批评发

展史》，一本是河南美术出

版社出版的已故画家李伯

安绘画长卷《走出巴颜喀

拉》，一本是河南人民出版

社出版的反映河南民权申

甘林场几十年植树造林的

长篇报告文学《申甘播绿

记》。3本书，内容不一，都

反映了河南人在当代中国

多个领域的创造力。在改

革开放40年中国当代物质

和文化建设中，有河南的

创造；在改革开放40年中

国当代物质和文化建设方

阵中，有创造着的河南。

上图 鲁枢元教授（中）在新书首发活
动上。

●《古剑奇谭之流月昭明》（10.1）

●《功夫四侠：勇闯地宫》（10.1）

●《超时空大冒险》（10.1）

●《嘻哈英熊》（1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