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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每一个人都能拥有爱，
至少有爱人的能力和勇气

荩10 版 ·文艺百家

巩俐的界限

荩11 版 ·影视

无言之物
激发了多少艺术创作灵感

荩12 版 ·艺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文化节目
《朗读者》第三季的开场白说———“没有
一个人能够彻底地改变世界，但是人类
认识世界、改变世界的冲动 ，却决定着
我们的进步和飞跃。 ”

我们可以改变世界吗？ 这并非一个
新鲜的命题，但这是一个宏大的命题。

在阔别 1000 多天后，《朗读者》第
三季带着一种时代的张力回归。 首期节
目中，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副总设计
师杨元喜院士讲述了北斗卫星导航系
统背后的故事。 中国的原子钟精准率达
到了三百万年误差一秒的成绩。 什么是
改变世界的力量？ 这就是。

从 《朗读者 》第三季可以感受到 ，

文学在这个节目中是 “点睛之笔 ”，它
照亮了朗读者的整个人生奋斗故事 ，

具有引领作用。 这正是 《朗读者 》的优
势所在。 在短视频盛行、一些综艺节目
娱乐至上的当下 ， 有太多观众希望通
过观看这样的节目而获取精神营养 ，

受到启发 ， 由此感受到我们的世界是
灿烂的。

这使我想到如何重新理解文学在
人生中的作用。 我们中国古人在谈文学
的时候，历来是把“文 ”放在第一位 ，也
就是注重“文心”在文学中的核心作用。

而讲文学的美，是后来西方美学和艺术
观影响的结果 ， 这使得我们古典时代
“文心”传统受到忽略。

《朗读者》第三季播出后，我得到一
点启示：《朗读者》整个节目实际上是以
“文心”去引领朗读者们 ，同时又以 《朗
读者》去激活“文心”。 所谓“文心”，便是
刘勰 《文心雕龙 》中的 “文心 ”———作为
“天文”“地文”和“人文”之精华的融贯
天地人“三才 ”的世界基本纹理或感性
图式。

每一个人都有一颗“文心”，也就是
可以通过语言、语文的生活来寻找生活
的意义。 《朗读者》给我的感觉是突破了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 这样一个相对狭
窄的定义，让文学重新回到日常生活中
的“文心”去，在那里重新寻找文学的源
头活水，让我们重新感受到了具有 “文
心”的文学的魅力。

突破“文学是语
言艺术”的传统界限，
让审美的文学回归更
加开阔的语言生活

《朗读者》中既有故事，又有回忆追
溯，同时又有文学作品的朗读 ，还有文
学作品的文字呈现 ，以及配乐 ，它们共
同构成了关于人生奋斗者日常文学生
活的展示。

随着影视、流行音乐等各门艺术越
来越发达，文学的地位似乎在下降。 但
它在下降的同时 ，其实也在上升 ：文学
深潜到每一位普通人、每一位人生奋斗
者的生活里去，用润物细无声的方式照
亮他的人生道路。 在新一期节目里，网
友们被外界昵称为 “麦爸菜妈 ”的茹振
钢、原连庄的“十年之约”感动。 对于他
俩来说， 种子就仿佛是最独特的文字，

他们在一片片希望的田野上写下对农

业技术 、 对这片大地 、 对彼此最深挚
的爱 。

通过这种方式 ，《朗读者 》 突破了
审美的文学的狭义界限 ， 也就是没有
把文学只是看成审美的艺术或美的艺
术。 它重新展现了文学的魅力：文学是
人的语文生活 。 在这个概念上 ，《朗读
者 》 悄无声息地做出了一种重要的回
应及改变 ， 即回答了人们关于文学在
生活中的地位和意义到底怎样的疑问。

对于人们重新认识文学的魅力作出了
贡献。

不再是满足展现
文学的语言之美，而是
展现文心的表达

《朗读者 》并不满足于展现文学的
语言之美，而是展现出“文学”一词在汉
语及汉字传统中的原始含义 ， 即作为
“天文”“地文”和“人文”之心的交融的

“文心”的表达。 无论是科学家杨元喜、

还是医生张定宇， 还是校长张桂梅，他
们都有一颗“文心”，带着“文心”生活在
这个世界上，最后通过朗读作品把他们
的“文心”释放出来，再激活观众们平时
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文心”。

《朗读者 》第三季的文学题材选择
更加多样化。 比如诗歌、小说、散文、剧
本，甚至非虚构写作等。 《朗读者》第三
季中张桂梅给父母的家书是她自己的
创作，是她自己人生的遗憾 ，也是她对
父母的报恩、歉疚。 通过家书朗读，她对
自己的人生欠缺进行弥补，体现了她的
孝心。

在读书越来越小众的年代 ，《朗读
者》与大众形成良好的化学效应 ，其原
因是多方面的 。 每一个普通人都要追
求人生的境界，都要思考。 一旦进入到
思考的时候 ， 他就要用有文采的语言
来思考自己的人生 ， 真正有意义的人
生，反省的人生 、反思的人生 。 进入到
这个过程，他就要求助于文学。 阅读通
过文学作品展示他人的生活 ， 来分享

其他的人生经验 ， 然后同其他的人生
经验对话 ， 形成美学家伽达莫尔说的
“视野的融合 ”。 不同时代人的视野产
生融合 ， 这样人生的意义就更加多样
化、更加丰满。

无论是什么人， 只要有一颗文心，

你就是在过文学的生活，就是在过语言
生活 ， 就是在用文学照亮你的人生道
路。 因为，每一个人都有文学梦，都有文
学的心灵 ，都是文学的热爱者 ，文学能
够给每个人的生活带来意义 、 带来价
值、带来光明。

节目制作人董卿曾经说过，希望将
来《朗读者》是一册熠熠生辉的相册，不
仅记录文学 ，同时也记录时代 ，承担一
种“拾遗”的工作。 希望年轻人、大学生
能够真的喜爱《朗读者》，能够全程认真
观看《朗读者》，从中了解到文学在照亮
人生道路方面的意义。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
究中心教授 、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
主席）

央视综艺《朗读者》：文心带着时代的张力回归
王一川

昨晚，电视剧《功勋》圆满结束了全

部八章。 这部作品是“理想照耀中国”主

题展播中的一部， 是庆祝建党 100 周年

的献礼之作。 它是对 2019 年 9 月 29 日

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的响

应， 是在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时

为新中国英雄立传之作， 是在迈向第二

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启程处写给中华优秀

儿女的明德之作。 “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

雄， 争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功勋》的

底蕴和寄托就在于此。

中华民族历来崇仰英雄， 中华儿女

历来崇尚英雄。 看《功勋》不禁会想到鲁

迅先生曾写下的铿锵之语———“我们自

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

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

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 ‘正

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

中国的脊梁。 ”从大禹治水神话的代代传

承，到巍峨矗立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历来

为苍生起、为天下安、为民族兴旺、为国

家富强而忘我奋斗的人们， 是中国的脊

梁、民族的先锋、时代的英雄。

世代出英雄，英雄有世代。 《功勋》所

书写的功勋人物， 与 “凌烟阁二十四功

臣”“麒麟阁十一名臣 ”“云台二十八将 ”

等所刻画的封侯拜相、封妻荫子的勋阀

不同。 《功勋》所塑造的功勋人物，“是千

千万万为了党和人民事业作出贡献的杰

出人士的代表。 ”李延年、于敏、张富清、

黄旭华、申纪兰、孙家栋、屠呦呦和袁隆

平这八位功勋人物 ，是具有鲜明时代标

志的英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勋杰。

《功勋》八章的传主们是有共性的。

其一， 他们大多出生在上世纪 20 年代，

感受过“国破山河在”的仓皇，渴望着国

家强盛的到来。正如孙家栋所说“做过亡

国奴的人更懂得祖国两个字的意义”，又

如于敏所言“我们造的是国家的底气，国

家存亡的事，必须干。 ”其二，他们都是平

民家庭的子女， 都胸怀 “位卑未敢忘忧

国” 的赤子之心。 即如张富清告诫子女

“人只要活着就要关心国家大事”， 或如

袁隆平写下“愿天下人都有饱饭吃”的题

词。其三，他们立足在阵地、基地和田地，

寄意寒星荃不察，敏于事而讷于言，在兀

兀穷年中孜孜以求。 黄旭华研制核潜艇

前后历经三十年， 屠呦呦以大海捞针的

“笨功夫”验证民方数百个，申纪兰的口

头禅是“我能受”，于敏借古抒怀的一句

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若要概括《功勋》主角的共同身世和

心怀，或可说是“布被秋宵梦觉，眼前万

里江山。 ”

《功勋》八章故事的讲法有创新，传

主有个性。

攻山头、 守阵地是李延年篇章的核

心故事。 从电影《英雄儿女》开始，到《上

甘岭》及至电视剧《跨过鸭绿江》，在抗美

援朝战争题材创作中， 攻防战的故事不

少。 李延年带队攻守 346.6 高地，打出了

前所未有的独特美丽。独特之处在于，这

场战斗是由指导员而非连长指挥的作

战，是由李延年率领一批“解放战士”进

行的作战，是还要面对敌方“思想工作”

的作战， 这都是抗美援朝题材叙事中前

所未见的。七连的胜利，是李延年身先士

卒的胜利， 也是 “尊重和信任也是战斗

力”的胜利，还是“为了千千万万个二妞”

的胜利， 更是人民军队始终坚持政治建

军思想的胜利。

描写 “两弹一星” 元勋的作品也很

多，《功勋》也讲出了新鲜的特色。以往核

武器研制题材中， 那些艰难困苦的情境

仍在，即如缺粮少食的情况，在《功勋》里

由于敏“偷食萝卜条”得到复述。但在《功

勋》 里， 更多了些艰难岁月中不改的乐

观、豁达与幽默。 即如按照于敏的“叉鱼

理论”操作，四五位科学家只抓到一条三

寸长的小鱼； 即如孙家栋和钱学森被锁

在图书室， 略感仓促登上窗台的孙家栋

贸然地请钱学森“先跳”。他们的爱情，也

不止于两地相隔， 还有躺在被窝想象烤

鸭的吃法， 还有结婚后把饼干盒里的全

部家当交给“领导”。

寓非凡于平凡之中， 融超常与家常

为一体，这是《功勋》在英雄叙事中别开

生面的地方。而烘云托月、以宾写主的笔

法，在《功勋》中运用得也是炉火纯青。

假如西沟村里没有歪歪这个 “壮劳

力”懒汉，从对申纪兰冷嘲热讽到艳羡不

已到指哪打哪的转变， 那申纪兰和婆姨

们争取地位的故事就会失色很多； 屠呦

呦的“各色”，今天或可称为“高冷”，但每

每看到她的资料中夹带的“小花”，才映

衬出屠呦呦深埋的柔情和热肠； 因为有

了“民科人才”李大手的疯癫，才凸显了

研究杂交水稻对科技人员的磨砺和煎熬

有多大……

在《功勋》里，不仅八位传主的形象

光彩照人， 他们的亲友和同事也熠熠生

辉。 在家人群像中，从孙玉芹到邓哲，传

主的妻子和丈夫们， 在爱人为国担当的

时候，他们默默地承受着分别之苦、扛起

家庭的重担。 《功勋 》 开始于七连高呼

“保卫千千万万个二妞”宣言，收束于袁

隆平对妈妈的告慰。 在首尾相应之中，

作品含蓄地揭示了在英杰自强不息的

背后 ，有厚德载物的脉脉支撑。 在同事

群像中，李延年深得营长、教导员和团长

的信任，于敏的自信有郝国志的力挺、陆

杰的协助，孙家栋的担当有钱学森的信

赖 、李东海的嘱托 ，申纪兰的勇气来自

李华的提携和韩记者的指点，黄旭华的

设计有刘宏元 、赵达生的分担 ，袁隆平

的实验有陈洪新的肯定和谭胖公的付

出。 《功勋》并未回避“木秀于林风必摧

之”的凉薄，更展现了木秀于林林必护之

的温厚。

《功勋》不仅是一组赞美诗，还是一

道思考题。在这部作品里，故事基本上都

发生在上世纪 50 至 70 年代， 那是新中

国创基立业、爬坡过坎的时期。 剧中的主

人公大多处在物质条件短缺的条件下，艰

难困苦如影随形。 可以说，《功勋》弘扬的

是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穷且益坚

的精神底蕴。 穷且益坚不易，达而益坚更

难。 今天，在新中国经过 70多年奋斗，取

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之时，在国家实

力和物质条件强大充裕的条件下， 我们

如何保持坚毅的进取精神，如何创造新

的功勋 ，这或许是 《功勋 》带领我们在

缅怀英雄前贤功绩之后 ，留下的思考 。

犹记得，电视剧《功勋》开播于中秋

佳节之后、 第八个烈士纪念日和国庆七

十二周年之前。 在它所讲述的八章人物

传记故事里，有离合、有悲欢、有家园、有

河山，有风华正茂，有沧海桑田。从“保卫

千千万万个二妞”语出，它就触及到“但

愿人长久”的柔情与美好，从“壮士一去

兮不复还”语出，它就涉及到了“覆巢之

下安有完卵”的课题。

《功勋》的片头题记写到“一个有希

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 一个有前途的

国家不能没有先锋”。一个国家和民族有

英雄，未必就一定有“人长久”，但是如果

没有英雄，就只剩下了“但愿”。

（作者为中国文联电视艺术中心副
主任）

《功勋》：为新中国英雄立传，给中华儿女明德
赵彤

以首批八位“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为人物原型的重大
现实题材电视剧《功勋》在口碑高开高走中收官。 观众通
过《功勋》认识了这批民族脊梁：他们都渴望国家强盛的
到来；都胸怀“位卑未敢忘忧国”的赤子之心；都立足在阵
地、基地和田地，寄意寒星荃不察，敏于事而讷于言，在兀
兀穷年中孜孜以求。

《功勋》不仅是一组赞美诗，还是一道思考题。剧中弘
扬的是我们这个国家、 我们这个民族穷且益坚的精神底
蕴。 穷且益坚不易，达而益坚更难。

观点提要

①

②

③

⑥

⑦

⑧

④

⑤

①黄志忠在 《功

勋 》之 《袁隆平的梦 》

单元中饰演袁隆平

②蒋欣在《功勋》

之《申纪兰的提案》单

元中饰演申纪兰

③黄晓明在 《功

勋》之《黄旭华的深潜》

单元中饰演黄旭华

④王雷在《功勋》

之《能文能武李延年》

单元中饰演李延年

⑤周迅在《功勋》

之《屠呦呦的礼物》单

元中饰演屠呦呦

⑥雷佳音在 《功

勋》 之 《无名英雄于

敏》单元中饰演于敏

⑦郭涛在《功勋》

之《默默无闻张富清》

单元中饰演张富清

⑧佟大为在 《功

勋》之《孙家栋的天路》

单元中饰演孙家栋

■她在中国电影史中将有什么样的位
置，现在界定还为时过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