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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陈宝国”的眼神说起
——评内蒙古电影集团出品故事片《海的尽头是草原》

■李树榕 海钦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它
所承载的，不仅仅是口耳相传
的陈年旧事，更是绵延不绝的
文化传统。读史悟道，可以帮
助我们获得学识、拓宽视野，通
过鉴古思今、深刻反省，寻求智
慧和启示，把握历史演变的深
层规律，使人终身获益。

在文史和社科研究领域，
我们一贯注重将高深的学术
探究与通俗的知识普及有机
结合起来，推动象牙塔里的研
究成果走向大众。通过“大家
写小文”，为更多层次的读者提
供适当的思想产品，最终实现

“大家读小文”。
近来，“古代中国百家谈”

系列图书问世。这套书的编
者立足择重点、选热点、解疑
点，以史实说得清、道理讲得
透、读者看得懂为目标，选收全
国文史领域近200余位专家学
者撰写的244篇文章，大跨度、
多层面、多视角地展现一个生
生不息的文明古国。

“古代中国”，好大的一个
话题，决定了观察视角的多元
和整体内容的丰富。从“一个
古老大国的由来”“长治久安，
几千年的不变追求”“人文百
态与大国气派”三册书的副书
名，读者便能体悟到整套书的
策划初衷。在收录了 87篇文
章的《自古繁华：人文百态与
大国气派》一书中，我们在字
里行间读到了古代中国缤纷
多彩的社会文化生活，以及中
华文明在全世界的广泛影
响。三册书彼此独立，又有内
在联系，全面而系统地呈现了
中国古代历史原貌。当今的
读书界，讲究“有图有真相”，
这套书收有 40幅文前精美彩
色插图，213幅内文插图，图文

并茂，读赏兼顾。
“古代中国百家谈”的编者有着鲜明的问题意识，将

先后发表的相关主题的文章“合并同类项”，形成主题突
出的态势。比如，我们可以看到关于中国历朝历代选官
考官制度、职场为官之道、防范和惩治官场腐败，以及首
都治理和北京中轴线等方面的多篇文章。类似“以德育
人与文化记忆”“西学东渐与北京形象”“历史场景中的丝
绸之路”这样引人入胜的专题，书中还有很多，实际上形
成了围绕热点、重点内容而展开的学术“论坛”，通过从多
个视角和层面阐释同一个话题，聚焦了不同的观点，产生
了不可忽视的放大效应，丰富和深化了我们的认识。

为了进一步提升图书的品质，“古代中国百家谈”非
常讲究编辑之功。在汇编成册时，对许多文章的标题进
行了适当的加工，以更好地突出文章的主题，力求锦上添
花。编者还细心地在每篇文章的后面注明作者的供职单
位，为读者进一步了解文章背景和作者研究领域提供了
检索之便。书中类似的修改、加工之处比比皆是，将使读
者获益不浅。

如同央视“百家讲坛”的目标读者定位于高中文化程
度，“古代中国百家谈”系列图书谈到的问题其实颇深，但
是由于目标读者定位于由普通人组成的“大家”，因此给
人的感觉是，尽管作者的论述角度、表达习惯各异，但都
坚持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依据丰富史实资料，注重常识
与逻辑，面对不同观点，从正面阐释自己的看法，既无弯
弯绕绕，更无故作高深，整体语言风格十分平实，亲切，力
求让广大读者看明白、有兴致、长知识、开眼界。在专业
编辑人员的深耕细作、精打细磨下，读者可以一书在手，
更加直观地感受古代中国的文化魅力。

事实表明，通过“古代中国百家谈”这种专题呈现的
方式，可以扩大文史和社科研究成果的应用范围，延伸和
拓展相关文献的价值，提升自身的社会功能。

今天的历史，就是昨天的新闻；今天的新闻，就是明
天的历史。文化的积淀，给时间以文明，是曾经岁月的表
征，也是未来时光的起点。作为具有数千年文明传承的
古都，作为当代中国的“四个中心”，围绕北京可以展开无
数的话题。精彩呈现大众媒体“大家写小文”丰硕成果的

“古代中国百家谈”出版了，广大读者有理由期待更多的
精品问世。 （据《光明日报》）

由内蒙古电影集团出品、尔冬升执
导、陈宝国和马苏主演、在 2022年“中秋
档”上映的《海的尽头是草原》，在选取
这一题材时，思想和艺术上能否有所突
破，观众是非常期待的。

“陈宝国就是一个贯穿故事线索的
工具型人物，戏份很少。”有的观众“剧
透”。不会吧，我们想，从电视剧《大宅
门》开始，陈宝国塑造的各类角色就备
受观众青睐。这样一位艺术大家，怎么
会在一部反映边疆少数民族故事的艺
术片中出演一个“线性”的“工具人物”
呢！看了两遍《海的尽头是草原》终于
领悟了，当貌似“工具人物”实则不是

“工具”的时候，主创人员设定这个人物
的目的就是要表达作品的“灵魂”即主
题思想了。因而，陈宝国塑造的 21世纪
20 年代初到草原寻找双胞胎妹妹杜思
珩的老学者杜思瀚，就名副其实成了该
片的“灵魂人物”！果然，通过对角色心
理极为准确的把握和自然质朴又寓意
隽永的表演，陈宝国不仅没有令观众失
望，而且还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令观
众一次次走进杜思瀚（哥哥）的心灵深
处。

因癌症，杜思瀚的一只眼睛视力下
降，眼球罩着一层薄薄的黄色雾矇，使
其眼神总是带着几分迷茫、几分莫测，
有时还带着几分失神。因而，他手里一
直牢牢地握着一架老式相机。他说，要
把在草原上见到的一切都记录下来，保
留下来。观众不禁会想，老母亲已去
世，照片给谁看呢？当得知妹妹已经

“遇难”时，他决定把相机和所有胶片都
留给草原上接待他的小伙子。众所周
知，“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当他多
次举起相机，对着平缓的草原和起伏的
小山丘，对着远处的风力发电机和高大
厂房，对着远处大声交谈的蒙古族兄
弟，一次次按下快门时，他努力睁大的
病眼能否聚焦得非常清晰呢？如果未
来的人们看到了他的这些照片，能否理
解他的良苦用心，进而看懂照片内外反
映出来的情感、情义甚至情怀呢？

闪回的色彩变化，把情节拉回到 20
世纪 60 年代初的中国。自然灾害损毁
了房屋，与在“保密单位”工作的爸爸又
失去了联系，一家人的生存失去了保
障。于是，妈妈不得不把一个孩子送到
孤儿院去。当小思瀚窥知妈妈只会留
下生病的孩子时，便在大暴雨的夜晚钻
进了夜幕……他发高烧了，妹妹被母亲

送走了。60 年来，妈妈一直都陷在思
念、自责和寻找而不得的痛苦中。

正因如此，向临终的母亲承诺一定
要找到妹妹时，思瀚的眼神满含着对妈
妈的抚慰和到草原寻亲的坚定。

愧疚，是一个人做错了事而自责的
心态。一般的人都不愿意面对过错导
致的结果，尤其是恶果。但，杜思瀚还
是来找妹妹了，怀着焦虑不安、忐忑和
猜测的心情。见到乡政府的工作人员，
他的眼神急切中带着渴望，渴望中带着
期盼。见到与妹妹一同来到草原的上
海同伴，他的眼神闪耀着光泽，犹如希
望即将实现。因为，他之所以放弃治疗
的最佳机会，坚决要找到的不仅是妹
妹，还要找回自己 60年来亏欠的亲情。

相比之下，杜思珩的草原哥哥那木
汗的所作所为，更加重了亲哥哥的愧疚
和自责。那木汗，是收养思珩的草原母
亲萨日娜的独子，一个因病损伤了语言
能力的孩子。因为草原人民无私的爱，
使这位默默做事、从不用语言表述对妹
妹的关爱、疼爱和喜爱的哥哥，成了妹
妹的保护神。孰料十年过去，倔强异常
的杜思珩还是要回上海。当她与同样
来自上海的马正元悄悄逃离草原时却
在迷路中陷入了流沙，“不幸遇难”了。

而令杜思瀚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妹
妹千方百计回上海的原因，就是要当面
问妈妈，为什么留下的是哥哥。顿时，
他的愧疚变成了巨大的痛苦。他没有
语言，被大特写呈现的眼神，显现出的
是黯然失色？恍惚迷离？愧悔之极？
巨痛难忍？还是无法用语言描述的情
感和心理？短短几十秒钟，一个形体动
作，巧妙而准确地掩饰了杜思瀚欲言又
止、有感难发、含泪不流的内心。只见
他缓缓转过身，慢慢抬起手，深情地抚
摸着一匹雪白雪白的骏马，那是妹妹坐
骑的后代。一奶同胞的情感，就这样被
陈宝国准确而深沉地表现出来了。

就在观众意犹未尽的时候，彩色闪
回的镜头，又形成了一个悬念：当思珩
和正元在流沙中越挣扎陷得越深时，那
木汗赶来了……有一句格言非常深刻：

“世界上，没有不怕死的人，只有不怕死
的时刻”。那么，什么是“不怕死的时
刻”？而“不怕死的时刻”又是什么促成
的？是那木汗心疼妹妹的至爱感情、崇
尚英雄的民族性格、从小就接受的见义
勇为的教育，还是中华民族临危不惧的
勇敢精神？

就在杜思瀚即将回上海时，乡亲们
把他领到了一座蒙古包前，他的眼神立
刻充满了迷惑、无助甚至哀伤，他知道，
这里已经没有妹妹了。但，当他被告
知，蒙古包前年过花甲的女性“那木汗”
就是自己的亲妹妹时，他一下“蒙”了，
用傻傻的、呆呆的眼神望着身着蒙古
袍、脸膛黑红的陌生的妹妹，一时竟反
应不过来。是的，没有错，被那木汗救
活的妹妹杜思珩改名了，因为她不仅要
继承那木汗哥哥的名字，而且要继承那
木汗对父母的爱，对家乡的爱，以及舍
己救人的英雄主义精神！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影视剧中，没有
语言的表演是最难的。可是，此刻的杜
思瀚能说什么、想说什么？必须说什
么？最终他什么都没有说！而是用眼神
揭示内心活动的——“是真的吗？这是
真的吗？妈妈日思夜想的女儿，我对不
起的亲妹妹，她还活着，还活着！”

面对妹妹，他的心里依然忐忑：“你
恨过我们吗？”一语出口，立刻微皱眉
宇，紧闭双唇。渴望回答又害怕回答的
纠结，使杜思瀚患病的眼睛再次蒙上了
内涵极为复杂的神色，耐人寻味。

人们常说，比大海宽阔的是蓝天，比
蓝天宽阔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爱。对此，
影片的结局给予了充分的印证。

100 岁的阿妈萨日娜被女儿那木汗

搀着走出了蒙古包，见到了杜思瀚。当
她得知兄妹俩的母亲已过世，便慢慢接
过奶桶，舀起鲜奶，洒向湛蓝的天空。一
边洒，一边仰天低语：“老姐姐，谢谢你，
给了我这么好的女儿。谢谢你！谢谢你
了！”失去独子的母亲却能以草原最善
良最质朴的习俗向遗弃过孩子的母亲祷
告。目睹这一切的杜思瀚，眼睛里顿时
充满了仰视、感激的泪水。是啊，母爱是
相通的，只有母亲，才最懂得母亲！

纵观杜思瀚的眼神和人物塑造，既
有敢于面对过去和当下社会问题的勇
气；有灾难来临时对人性的挖掘和考
量；也有“两难选择”的哲学感受，以及
悲剧根源与悖论关系的反省。由此警
示人们，如何避免灾难，如何面对突袭
的灾难，更重要的是，如何对得起灾难
过后自己的良心！

是啊，无论“海的尽头是草原”，还
是草原的尽头是大海，影片中陈宝国意
欲洞悉人性、社会、文化的目光，只源自
一种心理：在 960 万平方公里的祖国大
地上，没有“尽头”的是母亲的爱和家人
的爱，还有各族人民之间坚强的爱！所
以，看不懂陈宝国塑造的杜思瀚，看不
透他眼神中“无诚不独，无独不彩”的情
感和思想倾向，就是没看懂这部电影，
就不会感动。

感动，是一种缘分。

《自古繁华》北京日报理论部主编
北京日报出版社

图片来源：《内蒙古日报》

《不浪漫：赵孟頫传》
揭秘艺术大师戏剧性的人生

■吴波

大雁滩笔会上，与国家一级美术师朱广正先生相
遇相识，继而相谈甚欢，一见如故。

朱老师是 50后，眼睛不大，但总是笑得很出彩；声
音也爽朗，听着特舒服。不日，去双龙镇参加西口文化
旅游节启动仪式，碰巧又是同车坐，一路浓雾弥漫，司
机小心稳驾，我们上天文下地理，从书法到绘画，不知
不觉，畅谈到目的地。后来见的多了，就在心里给朱老
师下了定义：真诚，直率，朴素，干练，不拿捏，有才气，
好接触。

我喜欢对有本事且经历丰富的人刨根问底儿，目
的很简单，就是想从中得到启发，从而激励自己。

虽然一口旧城腔，但朱老师也算个新城人。他家
原来就住在新城老缸房街，从小跟着能写会画的舅姥
爷临帖画画儿，并迷恋的不成样子，每天除了吃饭睡
觉，其他小孩儿瞎跑乱耍的时候，他却总在画画画；到
该上学的年龄，小人儿书《三国演义》和《水浒传》里边
儿的所有人物，个个被他画到烂熟。一笔好字，更是得
到老师们的认可与夸奖，四年级就能帮学校刻蜡板
了。不过他说，他所在年级的考试卷总得别的老师刻，
一是怕他泄了题，再者也不能让他提前知道考试内
容。我小学有描红课，老师课前一再强调，要按要求，
如何起笔，怎样落笔，结果我总是耍小聪明，先描边儿，
后填心儿，看似糊弄老师，实际是糊弄了自己。

在1965年小升初的时候，谁也没有料到，命运和朱
老师开了个惊天大玩笑，所谓的出生问题，像一堵坚不
可摧的墙，把他和学校死死隔在两边。任凭家长如何
解释、争取，都无济于事。如今聊起这些，朱老师有些
云淡风轻地说：出生不可选择，但路可以选择，不管经
历有多坎坷，一辈子做了一件自己喜欢做的事，到今天
还小有成就，我知足了。

确实，在遭受不能继续上学读书的打击后，小小年
纪的他有过沮丧，也有过心灰意冷，但只要拿起画笔，
所有的不愉快瞬间烟消云散。到1967年，因生活所迫，
本该是个初中生的朱老师凭一技之长，当起了画匠。
他骑着自行车走街串巷跑农村，画过窗花，画过炕围

子，也为逝者画过棺材；几毛几块的挣，早早帮家里挑
起生活的担子。

1969年12月，和那个时代的很多年轻人一样，朱老
师响应国家号召，上山下乡去了武川县。劳动之余，唯
一感兴趣的事情，就是研墨、画画儿、写字。随着年龄
的增长，知青生活过去两年时，他有了想法，要重新规
划人生，为自己的将来做打算。回城找个正式工作？
或者进入美术学院，通过系统的学习，进一步培养审美
意识、提高审美能力，补足理论上的不足。也就在这一
年，因为种种原因，他错失机会，与内蒙古师范学院擦
肩而过。好在后来如愿以偿，多年的坚持和努力，让他
成为武川县第二中学一名美术老师，并在 1975年凭实
力加入内蒙古美术家协会。再次深造，已是清华美院
高研班。

极有艺术天赋的朱老师，年幼时勤学好问，成年后
刻苦钻研，在临摹名家之作的过程中，他博采众长，择
优而取，极大地丰富了自己的艺术表现能力，笔下功夫
也更见深厚扎实，并逐渐形成自己独有的风格。他擅
长笔墨洗练豪放、造型简洁传神的大写意花鸟，于墨的
浓、淡、干、湿间提、按、顿、挫，看似随心所欲，实则妙笔
生情，所画鱼虫、花木、果蔬，皆情趣盎然、鲜活生动，不
仅发散着浓浓的生活气息，也传达出对未来的美好祝
愿与期待。朱老师还研习山水、人物、书法，篆刻也非
常出色，所以他的每一幅作品，都是诗、书、画、印的完
美结合，无不令人赏心悦目。

我是书画的门外汉，不会，不懂，却喜欢。现在，我
很后悔小时候不用心地描红，也后悔年轻时白买了几
支准备一练成材的毛笔；但现在如果重新学起来，我看
为时也不是太晚。

2022年是元代书画巨匠赵孟頫逝世 700周年，作家周文翰
推出新作《不浪漫：赵孟頫传》。这部传记以全新的角度记述了
赵孟頫充满戏剧性的人生，对他在仕途的起伏、婚姻家庭的隐
秘、艺术创作的转变进行了细致而充满新意的解读。

赵孟頫是元代最有声望的书画家。本书从繁杂的史料中剥
茧抽丝，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探究了元代的文化生态和社会，
追溯赵孟頫的家族、婚姻、出仕中的诸多难言之隐和沉痛的无奈，
分析他书画创作的演变线索，呈现他如何成为一代艺术巨匠。

作者周文翰说创作这部书的缘起是十多年前他撰写《中国
艺术收藏史》，其中涉及赵孟頫、文徵明等中国古代艺术家、鉴藏
家，这些艺术家的名字虽然在艺术圈、文化圈如雷贯耳，但是关
于他们的严肃传记非常稀少，让他觉得这些古人在今天似乎都
是“有名的空心人”——虽然非常著名，但是人们对他们的性格、
经历并没有详细而可靠的了解，只有模模糊糊的印象，就像是

“空心的稻草人”而已。因此，他决定为这些古代艺术大师写作
传记，以21世纪的写作观念、史
学研究为基础，呈现这些人物
的灵与肉、泪与血。

周文翰认为赵孟頫并不像
他的诗文书画表现出来的那样

“云淡风轻”，实际上他的生命
体验中有许多沉痛、无奈的部
分。

作者周文翰，是艺术和建
筑评论家、作家。出版有艺术
史、园林史方面的《中国艺术收
藏史》《文徵明传：苏州的风雅
传奇》《艺术家的永恒花园》《时
光的倒影：艺术史中的伟大园
林》《花与树的人文之旅》等多
部著作。 （据《广州日报》）

画家朱广正
■高雁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