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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女性视角走入大历史的一次书写
与当红作家、编剧，《燕云台》作者蒋胜男聊新作———

“我这一生， 最看重家国二字， 如今为了

国， 恐怕顾不得家了。” 穿戴起皇后的华服冠

冕， 剧中的萧燕燕褪去青涩， 彻底和过去那个

无忧无虑的少女告别……根据浙江省网络作协

副主席、 当红作家蒋胜男最新小说 《燕云台》

改编的同名影视剧已进入开播倒计时。 ?前，

最新公布的剧照与预告片中， 颇具分量的历史

题材与精致养眼的画面在线碰撞， 引起不少原

著粉的期待。

有评论认为， 这部小说也是蒋胜男继 《芈

?传》 后以女性视角走入大历史的一次更成功

的书写。 兼具 “历史” 与 “女性” 两大热门创

作类型， 《燕云台》 追求的是令人耳目一新的

女性故事。 主角萧燕燕， 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

辽代女性政治家、 改革家。 在各类史料的描述

中， 她的一生不可谓不波澜壮阔。 作为北府宰

相萧思温的第三个女儿， 她先以政治联姻嫁给

辽景宗为后， 但丈夫早逝， 萧燕燕 30 岁时再

嫁汉臣韩德让， 垂帘听政二十余载， 带领辽国

锐意改革， 止戈以衍万民生息。 采访中， 蒋胜

男告诉本报记者， 作为 “宋辽夏三部曲” 的其

中一部 ， 她希望通过对同一段历史时期的多

角度叙事， 呈现丰满的人性、 厚重的命运感，

同时在历史的尘埃中整饬衣冠 ， 照出新时代

的思考。

文汇报： 你的创作多以历史上的重要女性

为主角， 为什么这次选择了萧燕燕？ 是怎么注

意到她的？

蒋胜男 ： 我想要知道在历史的关键节点

上， 身处其中的人会怎么想怎么选择， 一群聪

明人如何作出最正确的选择， 为个体、 为国家

找到出路。 萧燕燕无疑是我落笔的最佳人选，

她完全可以承载反映那个时代转折、 变迁的最

大故事量， 成为那一艘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引

渡人们的小船。

当然 ， 《燕云台 》 不仅仅是萧燕燕一个

人的悲欢 ， 故事中的每一位女性都有属于自

己的抱负和舞台 。 女性的心灵波澜壮阔 ， 她

们沉静敏锐 、 有远见卓识 ， 是历史长河中闪

耀的星斗 。 萧燕燕的两个姐姐———野心深埋

的胡辇、 为爱痴狂的乌骨里， 萧燕燕的父亲与

好友， 甚至仅仅是某个小配角， 他们不是彼此

的敌人， 而是彼此的镜子， 折射出当时不同身

份、 位置的人面临的选择和他们背后的得意或

失落。 萧思温把三个女儿分别嫁给辽国皇族三

支， 这就很有意思， 历史自然成为戏剧发展的

动因。

小说， 是历史和现实的碰撞， 面对历史要

写出时代的意义。 在我的小说中， 人物性格塑

造始终是第一位的。 因为只要人物个性够立体，

剧情的发展就会根据他们的个性而推动。 语言、

细节描写不必过于刻意， 也能跟着丰满的人物形

象随之而来 。 故事的结局与发展不是由作者定

的， 而是由人物自身去推动的， 他们的性格推动

他们的人生结局， 这才是小说该有的样子。

文汇报： 小说主人公萧燕燕在摄政期间， 辽

国进入了最鼎盛的时代， 但这个历史时空的选择

却是创作的冷门领域。 在观众抱以新鲜感与好奇

之心的同时 ， 也意味着这部作品在传播历史真

实、 承担 “公共史学” 价值功能方面， 将受到来

自观众和市场更为严格的审视 。 在这个层面 ，

《燕云台》 承载了怎样的希望？

蒋胜男 ： 历史长河中的每一个留下来的人

物， 都构成了历史的一部分。 事实上， 对一个时

代而言， 只有一个故事是不够的， 对历史的触摸

也不能局限于一时、 一地的思维， 而应该具备大

历史、 大视野的格局， 重新看待那个时代的风起

云涌。

《芈?传》 以后， 我有了一种新的思考。 比

如因为秦一统天下， 大家更愿意用笔墨去表现秦

国， 更愿意站在秦国的立场上去思考， 而将其他

主体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 原本我想以北宋作为

切入点， 但是随着资料挖掘的不断深入， 我发现

写到北宋， 就必须要写到辽国， 写到西夏， 它们

对北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从而形成了一个完整

的时代。

正是这些心中停不下来的创作欲望 ， 让我

想创作包括 《燕云台 》 在内的三部作品 ， 去反

映那个时代的故事 。 这段历史有很多的空白可

以填补 ， 本身的冲突与融合又能引人思考 ， 去

学习古人的智慧与思维模式 。 这面镜子 ， 我希

望它不止是冰凉的反射， 更能拥有温情的光泽，

亦能从各个角度 ， 反射出岁?长河中各具光芒

的群像。

文汇报： 在你的小说中， 我先是读了 《芈月

传》， 而后读了这部 《燕云台》。 它们都取材自真

实的历史背景， 涉及对大量历史材料的处理。 比

如你在写汉臣韩德让时， 在细节中融入了合理的

想象。 你在写作前后一般怎么处理历史材料？ 写

作者应该如何理解 “真实” 本身？

蒋胜男： 萧燕燕的人生很传奇， 她一入宫即

得盛宠 。 辽景宗多病 ， 她当上皇后时就开始摄

政， 直至辽景宗去世， 年仅三十岁的她就成为太

后了。 最传奇的是， 她还私下再嫁汉臣韩德让，

并且请文武大臣在韩德让的营帐中举行民间婚

仪。 而韩德让也因此成为辽国历史上唯一兼任南

北宰相的人。 萧燕燕垂帘听政数十年， 五十多岁

去世， 之后不到一年， 韩德让也随之而去。 她的

儿子把韩德让葬在萧燕燕陵墓旁边。

这本来只是一些野史上的记载。 但有意思的

是， 就在我创作这部小说的过程中， 对辽国的考

古活动也在进行。 结果在韩匡嗣 （韩德让之父）

的家族墓中并没有发现韩德让的墓， 这或间接证

明了韩德让葬于萧燕燕墓这件事。 就在不久前，

又有新的考古报告出炉， 确定在乾陵、 也就是萧

太后的陵墓旁边， 发现了韩德让的墓， 而且墓志

铭全文清晰可见， 所以这本身也是非常神奇的一

件事。

《燕云台》 写了开头十万字左右时， 我老是

觉得不对 ， 因为那个时候我还带着创作 《芈?

传》 时的感觉。 后来我去了赤峰辽上京遗址， 站

在大草原上时才感觉到那种属于北方草原民族的

脉搏， 参观了很多博物馆后， 我的感受更深了。

我觉得不去现场， 就永远没有办法写得像， 没有

办法靠近历史。 我要通过故事， 把时代感、 细节

感准确传达给大家 。 于是我把之前的十万字废

弃， 重新开始。 《燕云台》 中的人物会显得更为

粗犷和朴实， 人与人的交往也是直来直去的。 比

如萧燕燕对韩德让表白的时候， 她就会直接说：

“韩德让， 我喜欢你。 你喜不喜欢我没关系， ?

有一天我会让你喜欢我的。” 就是这么直白， 没

有那些弯弯绕绕。 这个调整， 也让 《燕云台》 最

终呈现出草原风情的样子。

文汇报 ： 当历史人物被写入小说的那一刹

那， 文学生命与个人真身交会， 是独一无二的时

刻。 从 《芈月传》 到 《燕云台》， 描绘不同的历

史背景、 不同的女性人物， 带给你的创作怎样的

改变与突破？

蒋胜男： 很多读者告诉我， 他们在 《芈?传》

里看到了 《诗经》 《楚辞》 的美好， 觉得 《芈?

传》 真的是一部很美的小说。 而当他们再看 《燕

云台》 的时候就很诧异， 为什么两部小说的语言

风格会大不相同。 有的读者都会对我说： “哎，

你的文笔是不是退步了？ 《芈?传》 的那种精致

好像没有了。” 我说： “你觉得不一样， 那就对

了。” 如果我写成 《芈?传》 的风格， 那就没有

进步了， 而纯是一种炫技。 而小说写作中， 不符

合创作意图， 没有必要的炫技就是浪费。

创作既不要重复别人 ， 也不要重复自己 。

写先秦要有先秦的质感 ， 写楚国要有楚国的质

感， 写北方民族就要从它的衣食住行中找到北

方民族的质感 。 这个学习和 “破壁 ” 的过程让

我发现 ， 其实最重要的不是创作出一个怎样的

故事， 而是在创作过程中带来的对自我思想的

冲击与洗涤。

在我二十多年的写作生涯里， 我创作过大量

的戏曲、 武侠、 玄幻、 言情等题材的小说， 我认

为它们都是有意义的 ， 是在为我写历史小说练

笔， 帮助我更好地驾驭历史题材的创作。 即便是

现在， 我依然觉得在浩瀚的历史面前， 个人原有

的视野和想象是相当局限和狭隘的。

蒙克来了！《呐喊》却不是唯一值得尖叫的
“呐喊与回响———爱德华·蒙克版画与油画展”登陆上海久事美术馆

继莫奈的 《?出·印象 》 空降上海之后 ，

申城再迎西方艺术大师名作———蒙克的 《呐

喊》！ 近?， “呐喊与回响———爱德华·蒙克版

画与油画展” 登陆上海久事美术馆， 展出挪威

著名收藏家帕尔·冈德森收藏的 53 件蒙克版画

及油画， 创作时间跨度长达 30 年。 其中， 最

令人 “尖叫” 的， 莫过于蒙克珍贵的 1895 年

石版画、 也是他本人唯一手工上色版 《呐喊》

（又名 《尖叫》）。 据悉这是地位仅次于四幅全

色彩绘画 《呐喊》 的版本， 也是 《呐喊》 主题

作品本世纪首次到访。

事实上， 仅盯着 《呐喊》， 并不是对于蒙

克以及这个展览最好的打开方式 。 在业内看

来， 此次展览的更大价值在于， 它呈现出蒙克

好些不那么为人熟知的面向， 而这些面向都将

启迪大众更好地理解蒙克何以走在世界艺术潮

流尖端、 成为表现主义绘画先驱。 在历经疫情

的这个特别时刻呈现蒙克的作品， 尤显意味深

长。 蒙克可以说是在重重磨难中以对艺术的不

懈追求最终寻找到曙光的典型。 此次展览的中

方策展人马真正坦言 ： “展览名称中的 ‘呐

喊 ’ 是蒙克的标志 ， 但我们认为 ‘回响 ’ 比

‘呐喊’ 更重要， 希望这些作品能够重新唤起

人们对于未来的憧憬。”

每幅画都是蒙克的情绪日
记，《呐喊》也不例外

对于没有艺术知识储备的人来说， 面对蒙

克的画难免一头雾水。 他的很多作品在问世之

初的确曾在欧洲引起强烈反响和巨大争议， 被

认为是毫无价值的涂鸦式习作。 其代表作 《呐

喊》 在不少人眼中俨然 “闹鬼的黄昏”， 只见

一个性别不明、 犹如幽灵般的人物站在奥斯陆

峡湾旁， 神情惊恐地以双手捂着耳朵。

蒙克的画其实是他的情绪?记， 只不过时

间上有所延迟。 “我的艺术实际上是一种自愿

的坦白， 也是我和我的生活关系的自我剖白。”

“我并不是画我现在看到的， 而是画我过去看

到的。” 对于自己的创作， 蒙克也留下过这样

的自述。 蒙克的一生， 饱受亲人离世、 自身糟

糕的健康及精神状况、 坎坷情感经历等折磨，

他却用绘画创作来对抗生命中的苦痛 。 蒙克

在画中强烈地传达着自己的感觉和情绪 ， 被

描绘的具体对象的细节被简化 ， 而情绪则被

夸张 ， 对象本身成为一种所要表现的情绪的

载体 。 这些作品完全以艺术天赋本能地洞察

和表现心灵。

《呐喊》 似有超现实意味的经典一幕， 竟

然是有现实事件对应的 。 蒙克曾回忆这幕情

形： “尼斯， 1892 年 1 ? 22 ?， 我和两位朋

友正在大道上散步， 太阳已经下山了， 天空突

然间变得像血一样红， 我似乎感受到了一种悲

伤忧郁的气息 。 我止住脚步 ， 轻轻倚在篱笆

边， 极度的疲倦已经要使我窒息了。 火焰般的

云彩像血， 又像一把把利剑笼罩着蓝黑色挪威

海湾和城镇。 我的朋友， 他继续走着， 而我却

呆呆站在那儿， 焦虑得不停发抖， 我感到四周

似乎被一声巨大而持续不断的尖叫声震得摇摇

晃晃……” 蒙克用 《呐喊》 画面表现的情绪，

渐渐被视为人类面对现实焦虑的一种象征符

号， 甚至在百余年后成了流传甚广的表情包。

此次展览为 《呐喊》 特地辟出一个相对独

立的展示空间， 红色的展墙将画中惊恐捂耳的

人格外凸显。 四幅全色彩绘画 《呐喊》 以图片

的方式完成了 “大集合”， 占据这个空间 C 位

的， 是此次展览备受关注的石版画 《呐喊 》。

起初， 很多人认为这一主题极不适合黑白版本

的演绎， 包括蒙克在内都担心这会破坏创作动

机中重要的 “火红云朵 ” 的色彩表达 。 实际

上， 最后的成品呈现出出人意料的效果， 人物

与风景中那些线条在不加修饰的情况下更激烈

地相互扭绞， 其中蕴含的表现力也被版画完整

地保留并凸显出来。

版画唤起了蒙克对于不同
媒介及创作效果的好奇心

版画在此次展览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

也将人们的视线牵引至以往或被忽略的蒙克的

版画创作上。 蒙克的版画不容小觑， 才不是其

油画无可奈何的替代。 去年曾在大英博物馆引

发轰动效应的 “爱与焦虑” 爱德华·蒙克特展，

其实也是一个以版画为主的展览。 当时的策展

人歌莉娅·巴特鲁姆指出： “蒙克的声誉实际

上正是通过他的版画建立起来的。 版画是他创

作中的核心， 极具实验性和创新性。”

19 世纪八九十年代， 版画制作在欧洲大

规模发展。 通过版画， 蒙克有了如虎添翼的感

觉。 1894 年 10 ? 16 ?， 蒙克在柏林的一家

小旅馆里开始创作起版画， 直到 1944 年离世，

其版画创作从未间断。 更令人惊叹的是， 从未

经过正规培训的他 ， 竟然在其后的创作过程中

掌握了包括古老的木刻 、 铜版雕刻 、 蚀刻以及

相对较新的石版画等多种基于不同基质 、 创作

材料以及技法的版画创作方式 。 可以说 ， 蒙克

在其最早期的版画中就开始以成熟艺术家的方

式发声了。

此次展出的很多版画， 都可以与蒙克的油画

参差对照来看。 并且， 它们多是围绕同一主题用

不同方式印制出来的一系列版本， 少则两三张，

多则五六张， 或为基于其油画作品的再创作， 或

为在画布上进行油画操作的预演， 更有一部分是

纯粹的版画原创作品。 版画唤起了蒙克对于不同

媒介及创作效果的好奇心。 蒙克创作于 1896 年

的版画 《生病的孩子 I》 ?共展出了三个版本 ，

分别为四色、 三色、 双色石板印刷而成， 所用的

纸张也各不相同， 有的为宣纸， 有的为白色横纹

纸， 不同版本呈现出微妙的视觉差异。 这是蒙克

以年轻女孩贝琪·尼尔森为模特创作的。 他在画

面中重现了对于自己姐姐苏菲饱受肺炎折磨最终

离世的记忆与场景。 其实早在 1886 年， 蒙克就

创作过名为 《生病的孩子》 的布面油画。 这也是

蒙克的代表作之一， 描绘姐姐苏菲弥留之际的情

形。 画中床榻上侧过脸的女孩， 与此次观众看见

的这一系列版画中的女孩形象极为相似。 此次展

出的蒙克创作于 1902 年的双色木版画 《吻》， 也

是蒙克相当重要的一个创作题材。 1891 至 1892

年， 蒙克在尼斯以 “吻” 为主题创作了一系列精

彩的油画。 而这幅蒙克的木版画依然颇具魅力，

画面简单明了却极具张力， 木头的纹理成为了图

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蒙克的艺术世界并非只有忧
虑与恐惧，也有暖，有光

人们熟悉的蒙克作品， 大多记录着病痛、 死

亡、 失去与焦虑。 此次展览却以相当一部分蒙克

晚年的油画作品， 让人们看到这位艺术大师对于

生命、 爱与自然的歌颂。

蒙克创作于 1909 年的布面油画 《护士与床

单》， 就是其中的代表。 1908 年， 蒙克突发急性

精神病而被送往哥本哈根小镇上丹尼尔·雅各布

森医生的诊疗所， 在那里得到全方面诊治。 尽管

女性曾经带给他 “恐惧” 与 “焦虑”， 这次面对

诊所里的护士时， 友善的环境却使蒙克变得轻松

而友好。 在雅各布森医生的鼓励与建议下， 蒙克

开始在诊所里画画创作， 这期间， 因为身体及精

神状况的改善， 蒙克留下不少杰出的作品， 就包

括这件以护士们为主题的人物画。 明快鲜亮的色

彩在他之前的绘画中并不常见， 女性人物以这样

纯洁、 友善的形象出现在他的画中更是寥寥无

几。 可见， 这个轻松的环境以及自身安宁的情绪

被蒙克直接记录在自己的作品中。

1909 年， 蒙克结束漂泊回到故乡挪威 ， 身

体状况有了好转的他， 画了一批描绘当地人文景

观的油画， 透着暖， 透着光， 透着希望。 且看蒙

克创作于 1923 年的布面油画 《雪地中扭曲的树

干》。 此时的蒙克已不用再为名声而奔波、 为生

计而创作。 在他熟悉又陌生的故乡， 他更多地留

下那些迷人而跃动的景色。 神秘的峡湾孕育出的

是克里斯蒂安尼亚独特的景致。 而在蒙克眼中及

他的画笔之下， 这样的景致更是千变万化， 大自

然中的元素犹如律动中的音符， 在四季变换中起

舞。 这些歌颂自然的作品反映出蒙克对自己家乡

深沉的爱， 也正因如此， 1944 年去世前的蒙克

把自己几乎全部的作品都捐赠给了自己的家乡，

即此时已改名为奥斯陆的克里斯蒂安尼亚。

根据 《燕云

台》改编的同名影

视剧已进入开播

倒计时，唐嫣饰演

中国历史上著名

的辽后萧燕燕。

（均资料照片）

■本报记者 童薇菁

■有评论
认为 ， 《燕云
台 》是蒋胜男
继 《芈月传 》

后 以 女 性 视
角 走 入 大 历
史 的 一 次 更
成功的书写 。

蒋 胜 男 告 诉
本报记者 ，作
为 “宋辽夏三
部曲 ”的其中
一部 ，她希望
通 过 对 同 一
段 历 史 时 期
的 多 角 度 叙
事 ，呈现丰满
的人性 、厚重
的命运感 ，同
时 在 历 史 的
尘 埃 中 整 饬
衣冠 ，照出新
时代的思考

①蒙克

《雪地中扭

曲的树干》，

布面油画。

② 《呐

喊》，黑色石

版印刷，蒙克

在柏林的利

博曼制作。

③《桥上的女孩》，蒙克与尼尔森在克里斯蒂安尼亚

印制。 ④蒙克《护士与床单》，布面油画。 制图：李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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