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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上时代步伐 ■苏忠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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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书法 马占林马占林

美好生活离不了全民健身 ■缪 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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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现实抵达了舞台
———由话剧—由话剧《《谷文昌谷文昌》》谈现实主义主旋律创作谈现实主义主旋律创作（（三三）） ■ 胡晓军

但仅有历史之实、认知之明和血肉之丰，仍
然不够。作为现实主义主旋律戏剧，还需要信
仰之坚、文学之魂和艺术之美。

现实主义主旋律戏剧既感受到了当代文化
建设的外在召唤力，又体察到了自身艺术生长
的内在驱动力。内外合力，按理说应是精品纷
涌、力作迭出。但事实是，尽管上有政策倡导、
中有举措扶持、下有审美需求，但剧作数量和创
作质量、文艺高原和文化高峰的差距依然明显，
更有不少现象令创作者沮丧、令接受者厌弃。
有人调侃，有些现实主义主旋律戏剧创作的“能
耐”，在于硬是能把真的题材包括真的道理、真
的情感，统统“艺术地加工”成舞台上一堆虚假
的东西。确有例子表明，投入再大、艺术再精、
制作再好，当它们被用来表现虚假的东西时，就
几何级地增加了这种虚假的程度。对此，创作
者有必要自问——自己对现实题材的认知力、
对现实主义手法的掌控力是否够强；自己对由

现实而生的思想力和情感力是否够强；自己是
否已被大量概念化的人物和模式化的情节同
化，以至于人云亦云……最重要的，自己是否在
潜意识里认为现实主义主旋律是一种宣传工作
而非文艺创作？

文艺创作与宣传工作，本质上当然是泾渭
分明，但事实上却极易混淆。优秀的文艺作品
一定具有宣传性。优秀的宣传品则拥有一定甚
至很高的艺术性，但这并不能改变其作为宣传
品的性质（比如“革命样板戏”）。更具体的是，
宣传着重事，文艺创作着重人；宣传着重言行描
写，文艺创作着重内心挖掘；宣传着重现象本身
的意义，文艺创作着重人性永恒的价值。更重
要的是，宣传是一种任务，完成它不一定需要坚
定的信仰；文艺创作则是一种求索，实现它一定
要有坚定的信仰，还要有辩证的思想、充沛的感
情，体现为高度的文学性与精美的艺术性相匹
配和相融汇。当创作者在认知、提炼、表现现实

题材时信仰不坚定、思想不深刻、情感不浓烈，
也即“发于内而形于外”的程度不足时，则很容
易出现“从现实之真，到作品之假”的现象。如
此“创作”，等于将创作者自己的不坚信、不动情
加到了本值得坚信、本值得动情的现实题材上，
创作者的工作成了一件“去真上伪”的活计（这
与虚构人物和故事情节没有关系）。于是信仰
沦为符号，思想沦为口号，感情沦为笑料，比宣
传的效果还不如。话剧《谷文昌》的导演白皓天
在场刊中问道：“当煽情的编造已经令人乏味，
当鼓噪的口号已经令人反胃，还有什么能够真
正打动我们的内心，激起我们的感情，唤起我们
心底沉睡已久的崇高感？”他指的便是这一情
况。值得补充的是，煽情的编造在商业化的文
艺作品中随处可见，照样有市场；鼓噪的口号在
商业化的宣传品中随处可见，非常有诱惑——
但这两样在现实主义主旋律创作中一点都无法
兑现。

从《圣斗士星矢》《灌篮高手》到《龙猫》
《海贼王》，日本动漫或仍影响着如今已为人
父母的一代人。著名动画导演高畑勋
因与宫崎骏共同创立的吉卜力工作室
广为人知，《萤火虫之墓》《天空之城》
都是他们的口碑作品。但高畑勋直言，
对于艺术欣赏，他是个门外汉，只沉浸
于自己喜欢的作品和画家，那么以《一
幅画看日本》为他副刊杂文的书名，是
否有点夸大其词了呢？

读罢此书，却觉获益匪浅，小文章
有大气象。一是明白了日本动漫何以
能成为他们的文化标签，二是从艺术的
表现中窥见了日本的民族性格，艺术史
也是日本历史的缩影。

过去的日本深受中国文化的影
响 ，在 书 画 上 能 直 观 感 受 到 种 种 借
鉴。譬如，用线条简单勾勒、追求形
似的“似绘”；脱胎草书、以略笔表达
意境的“俳画”；不画轮廓、利用墨与
墨在宣纸上晕染形成的白边，取代轮
廓的“筋目描”……值得骄傲的是，高
畑勋谈到江户时代精湛历练的水墨
笔法，称今日日本美院的专业画师尚
无法企及，但“上海美术电影厂某一
时期的水墨动画要另当别论”。那如
果说在画功上，我们不落其后，为何
今 日 的 国 产 动 画 水 准 会 逊 于 日 本
呢？高畑勋在《日本动漫打动人心的
秘密》一章中，选择了歌川广重的一
幅画（亦即本书的封面）。乍看可能
体会不到此画的妙处：马屁股、马腿
占据了一半的画面，再定睛细瞧，地
上还散落着马粪，美在何处？除了浮
世 绘 所 表 现 的 民 风 民 俗 ，高 畑 勋 认
为，此画的构图相当巧妙，不仅新奇
独特，而且极端放大的近景和缩小的
远景形成了有趣的层次。如是，平面的画风
忽然有了立体的空间感，让观者身临其境，

这不也是今天动漫的常用表现手法吗？用
电影术语来说，这可是“景深镜头”“纵向构

图”，还有“抓拍”。但在广重创作的
时代，电影还没出现呢，这种超前的
视物角度和体验感，早已写在日本艺
术中，故而我们可以抛开文化背景，
对动漫中的情感产生共鸣。

无论是先时受中国绘画的影响，还
是后来从西方绘画中汲取灵感，在日本
的绘画作品中，都能看到自己的价值观
和民族个性。像是取材自古代传说的
故事、瞬息万变稍纵即逝的意象（水、
火、风、露珠），对失败、死亡和神秘事
物的独特理解，当然还有事无巨细、活
色生香的生活场景。艺术家能坦诚地
对待自己的作品，丝毫没有扭捏做作，
画面怎能不有趣！

在庄严的古代绘卷中，拥挤的人潮
无一人重复，画家竟还忙中偷闲，刻画
了一位趁乱揩油的“咸猪手”。在场面
丰富的作品中，高畑勋留意到的是在一
隅专心玩陀螺的孩子们，个个形神俱
备。连日本的艺评家都拿捏不准的雪
舟的风景画出现了难解的线条和阴影，
观者却不觉突兀，反有恰到好处的和谐
感，“间于具体与抽象的表现”超越了
语言。作者没拿到版权，却绝对值得我
们上网欣赏的是葛饰北斋晚年画的虎，
变形的身躯和萌萌的神态，是拼搏之后
偎在大自然母亲怀中的柔情，倦鸟知
还，不是谁都有缘得见，这也是北斋的
另一面。

用传统的叙事方式记录当下的情
绪，且生动得雅俗共赏，存在于日本的
绘画中，也存在于今日的日本动漫中。
如同日本在其他方面一样，它既没有成
为中国的翻版，也没有全盘照搬西方，

如是，我们欣赏的日本动漫或其他艺术才显
得亲切、自由、独树一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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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这座城市越来越规范，从“七不规范”
到文明交通，从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到公共场所
禁止吸烟，从禁止乱扔垃圾到垃圾分类，充分凸
现了上海城市管理的进步和城市文明建设。

然而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不难看到一些不
雅行为。如在地铁、公交车上抢座位的、公共场
合大声喧哗的、行人道上闯红灯的、排队插队嚷
嚷的等等，绝大多数都是老年人的身影。我们
不是说所有老年人都这样，而是少数老年人行
为影响了全体老年人的形象，实属不应该。

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我们这代老年人
大多数与新中国一起走来，饱经风雨苍桑，艰苦
朴素，勤俭节约，有着传统美德，理应带头做好，
做城市文明使者。但总有少数老年人的一些陋
习难以改之，形成不良习惯，与这座文明城市不
协调，让人不快耳目。

在现代化都市生活中，在快节奏工作环境

里，我们看到许多青年人比老年人表现出色。
看到红灯，耐心等待的是青年人，地铁、公交上
站立的大多数是青年人，排队长长的是青年
人，垃圾分类做得好的也是青年人。我们少数
老年人要跟上时代步伐，必须与时俱进了。人
家对你尊重不要认为理所当然，人家指责你不
要倚老卖老，人家照顾你不要没有感动之言。
尊老爱幼是传统美德，文明礼貌是基本准则。
文明从我做起，文明不分男女老幼，必须人人
自觉地做。

我国已步入老年化社会，上海60岁以上老
人达总人口的四分之一。老人是祖国的财富，
老人有丰富经验，老人是青年人的榜样。老有
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样，是社会发展所需，是
时代进步所要。老年同志们，让我们紧跟时代
发展步伐，紧贴城市进步脉博，人人争做文明使
者，让生活更甜美，让城市更靓丽。

今年 8月 8日，是第 11个“全民健身日”。
从应运而生的愿景到深入人心的理念，席卷全
国各地的全民健身运动热潮，记录着中国人的
健康生活方式和昂扬精神风貌。

全民健身运动的普及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程
度的重要标志。2014年10月，国家将全民健身
上升为国家战略。近日，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实
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意见》明确了三方面
共 15个专项行动。从健康知识普及、合理膳
食、全民健身、控烟、心理健康等方面综合施策，
全方位干预健康影响因素，努力使群众不生病、
少生病，提高生活质量。

人生什么最可贵？许多人回答是健康与快
乐。怎样使自己健康、快乐？答案很多，但形成
共识的是：锻炼才能健康。古希腊名医希波克拉
底说：“阳光、空气、水和运动是生命和健康的源
泉。”这句话的精辟之处在于它把运动和阳光、空
气、水摆到了同等重要地位，不可一日缺少。常
言说的好：“身体就是本钱”，如果没有了健康，丧
失了生命，金钱、荣誉、地位还有什么意义？

自2009年“全民健身日”设立以来，其所带
来的影响深远而广泛。在个体层面上，传递了

“我运动我健康”的声音，健身文化在全社会能
够蔚然成风。以去年的“全民健身日”为例，全
国上下从国家层面到省市层面举办的全民健身
活动有近 3500场，参与人次达 1亿。足见能够

掀起全民健身的热潮，能够满足人们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

从社会层面看，“全民健身日”普及了“让健
身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理念。近年来，健步
走、马拉松、广场舞等各种健身活动开展得如火
如荼，满足了人们的健身需求，日常生活中，随
处可见全民健身的场景。

从国家层面看，“全民健身日”释放了“以全
民健身促进全民健康”的信号。影响健康的因
素主要是行为和生活方式，通过全民健身运动
的开展，促进全民健康，进而达到全面小康。健
身能够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减少医疗开支，是
实现全民健康最积极、最有效、最经济的手段。
特别是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医疗开支负担递增，
更加凸显全民健身运动对于“健康中国”的重要
性与不可或缺性。通过健身促健康，通过健身
来提升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享受度、收获
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每个人都能成为
健康生活的代言人，一年365天中的每一天，皆
可以也应该成为“全民健身日”。

这些年来，各类疾病呈现年轻化，青年人对
待生命、对待生活、对待工作和对待健康的方式
出了问题。超负荷工作、熬夜、辐射、空气污染、
生态破坏、饮食规律混乱，这些问题不断吞噬人
们的健康乃至生命。而培养和保持健身的好习
惯，则是解决上述问题最好的方式之一，强健的

体魄能让我们抗压、抗毒，拥有饱满的精神和良
好的心态。一些年轻人在工作、学习和生活中，
心有余而力不足、力有余而心不足，抗压能力严
重不足，其本质原因均是体魄和精神跟不上。
可见，健身之于实现人生价值、抵达奋斗目标的
重要。

健身锻炼和受益的不仅仅是身体，它还直
接关系到一个人的精神状态，间接影响一个人
的生活习惯。全民健身，提升的不仅仅是一个
民族的身体状态，还间接影响一个民族的精神
态度。健身一旦成为一种风气，生活化、常态
化，成为人们日常且不觉的生活方式，整个民族
的精气神就会极大提升。

“全民健身日”已经走过了 11年，11年来，
全民健身运动发展成就辉煌。顶层设计更加科
学，社会动员更加广泛，推进举措更加务实，基
层基础更加扎实，健身氛围更加浓厚。从“全民
健身日”的价值意义看来，可以夯实健康中国建
设的体育根基。

今年，是毛泽东主席“发展体育运动，增强
人民体质”的题词发表67周年。毛主席的题词
很明确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发展体育运动的
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增强人民体质。增强全体
人民的体质，这无疑比在奥运会等国际赛事上
拿到多少块金牌更有意义，也更具实际的、不可
估量的价值。

电梯门开，进来个小伙子，西装领带胸
牌，脸上挂着“新人”的忐忑和青涩。后面是
一对十指相缠的帅哥美女，边上是位脸色冷
峻的大叔，多半还跟着个目光犀利的徐娘。
电梯立刻挤得满满当当。如有“老住户”口
无遮拦地“拎不清”：哎呦，看几楼啊？房价
几钿啦？回答通常是无声的“囧笑”。“拎得
清”的都知道这分明是长辈首付、小辈房贷，
中介领着“探房”架势。心里不禁嘀咕：又要
装修了。

如果进展顺利，某日一早楼前停着一辆
灰头土脸的皮卡，和几个推着压缩机、提着冲
击钻、水壶、电饭煲等家什的壮实汉子，随后
在电梯和门廊里会铺上一块脏兮兮的塑料
毯，“某某装潢在此施工，请多包涵”几个字硕
大。有住户早就浏览“长线旅游”广告，推着
行李箱到外面逛荡半个月，走不开、不想走的
则相互勉励“准备‘硬豁上’了”，竟有点悲壮
的味道。

果然，很快就感受“五雷轰顶”的滋味。“咚
咚”撞击声震耳欲聋，“呜呜”切割声撕心裂肺。
在某个暂停瞬间，未及感慨往日“宁静”的珍贵，

第二次“冲击波”接踵而至。不过一到“午时”11
点和 13点便戛然而止，据说这是物业“硬性规
定”。方才想起那句“失去才明白拥有的幸福”，
以往觉得“潮兮兮”此时犹如金玉良言。但重要
的不是发议论而是抓紧午休，养精蓄锐。完成
挪位、开槽、钻孔等活大约耗时一周，然后是小
锤、小凿“叮叮当当”的“精准射击”阶段，再后来
是敷瓷砖、地砖的第三波，切割机噪音不像第一
波那么强势，但腔调尖利、音频极高。此后，粉
刷、油漆、安装饰品……便属小cace。最后是铺
地板阶段，若要钉格栅，冲击钻便在头顶上“吱
吱”个不停，想必“脑外科手术”不过如此，好在
时间不长。

相比掰着指头度日的老住户，装修中最难
的还属当事人。砸进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
还要与承包商较劲，跟装修工套近乎，为预算、
色彩之类折腾到筋疲力尽，只为有个让别人赞
叹的家。所以最后打开房门瞬间，就有点与网
友见面的那般忐忑。

二个多月后，人们如遇大赦般重享宁静的
愉悦，忽听门铃声。开门但见满脸堆笑的那对
小年轻，一脸真诚地递过小礼品“前阶段打扰

了”，老住户连声说：没啥没啥，大家都一样。又
过了几周、数月又有敲门声，这会是那对老夫妻
来送喜糖“小人结婚了……”，老住户连声说：
哦，恭喜恭喜。说来也是，正因“大家都一样”，
只要不太过分，投诉的并不多。

以前有房不易，石灰刷墙“弄弄清爽”就能
“拎包入住”，生活向好了，才有“一生弄一次，
总归像样点”的念头。延续至今，房子不管大
小，“装”总要“装”一下的。无论精装毛坯，不
弄点动静对不住自己，只是“干戈”动得越来越
大，资源浪费也让人唏嘘。尽管亲力亲为，缺
陷总是难免，有的甚至半个世纪才会“暴露”。
朋友家五十年代入住溧阳路别墅群中某小间，
其父倾力“装修”一番，扔掉不少旧东西。如今
史料记载此处为某文化名人当年蛰伏申城时
住所，并亲手打造屋内陈设……咳！朋友那声
叹息令人记忆犹新。有时，继承体现包容、守
陈也是品位。

等那对年轻人渐成电梯里的“熟面孔”了，
穿西装戴领带挂胸牌小伙又带着一对年轻人，
胸有成竹地跨进电梯。相逢一笑，心里在想：又
来一对掉“装修”坑里的。

房子不论大小，总要“装”一下 ■陈茂生

神州遍吹好家风神州遍吹好家风
觅觅 春春

【【11】】
你也不用讲你也不用讲，，我也不要说我也不要说，，
践行好家风践行好家风，，大家齐来做大家齐来做。。
自觉秉承着自觉秉承着，，有你也有我有你也有我，，
幸福的生活幸福的生活，，相伴你左右相伴你左右。。

【【22】】
行动看我做行动看我做，，表率记心头表率记心头，，
举孝似春风举孝似春风，，吹暖人心窝吹暖人心窝。。
家风连国运家风连国运，，国运盼昌荣国运盼昌荣，，
红火的日子红火的日子，，大家有奔头大家有奔头。。

家有家的风家有家的风，，国有国的梦国有国的梦，，
守望近相连守望近相连，，催暖四季红催暖四季红。。
你我手携手你我手携手，，编织中国红编织中国红，，

甜蜜的生活如春风甜蜜的生活如春风，，
吹得人心动吹得人心动。。

【【33】】
温良恭谦让温良恭谦让，，千年颂美德千年颂美德，，
国风清正和国风清正和，，万民乐呵呵万民乐呵呵。。
振奋精气神振奋精气神，，鸿运溢满楼鸿运溢满楼，，
治家如治国治家如治国，，时刻要记得时刻要记得。。

家有家的风家有家的风，，国有国的梦国有国的梦，，
同心惜相连同心惜相连，，托起中国梦托起中国梦。。
你我手携手你我手携手，，编织中国红编织中国红，，

甜蜜的生活如春风甜蜜的生活如春风，，
吹得人心动吹得人心动，，
吹得人心动吹得人心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