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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历史人物“活”起来

■ 韩小乔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觉醒年代》《中流击水》《光荣与梦
想》《理想照耀中国》 等优秀影视作品
持续热播， 众多过去鲜为人知的革命
故事被搬上电视屏幕， 李大钊、 陈独
秀、 陈延年等重要历史人物走入公众
视野， 带领人们重温那段壮烈而峥嵘
的革命历史。

“历史书中短短的几行字，就是先
烈的一生。 ”如何把历史人物塑造好，
不仅涉及传统文化在当下社会如何被

认识的问题， 也与历史人物影视改编
艺术内涵的界定息息相关。 在一些影
视作品中，历史人物塑造要么扁平化、
脸谱化、简单化，不够立体丰满，让人
提不起兴趣了解；要么披着历史的“外
衣”，罔顾历史事实，违背常识常理，东
拉西扯、胡编乱改、博人眼球。 近年来
饱受诟病的“抗日神剧”就是如此，“我
军”无所不能，“敌军”被动挨打，剧中
人物说着耳熟能详却生硬教条的台

词，引人反感。
而近期的 《觉醒年代》 等影视作

品，之所以能引发观众强烈共鸣，关键
在于对历史人物的形象塑造比较饱满

立体、贴近大众，没有出现简单粗糙的
对号入座。

在真实性和虚构性之间寻求平

衡。历史人物塑造虽具有审美特性，但
历史事实作为基本前提仍然是无法逾

越的存在。《觉醒年代》依托大量史实，
以一种严谨客观的态度， 重述历史事
件，重现历史人物。 同时，在不大幅改
动历史人物形象的过程中增强戏剧张

力， 使人物行为既符合观众的审美心
理期待，又没有脱离以“史实”为中心
的基本定位。 剧中李大钊和陈独秀曾
多次走过一条长长的、泥泞的道路，他
们相互扶持、有说有笑，这条泥泞之路
代表着“觉醒之路”，充满坎坷，但革命
先驱矢志不渝。叙述史实处举证铿锵、
令人折服，虚构戏说时又丝丝入扣、动
人心魄， 在高度尊重历史的基础上有
所创新， 让真实人物在历史中穿梭行
走， 仿佛带领人们阅读了一本品质精
良又鲜活生动的历史小说。

在现代思维与历史情境之间寻求

平衡。 同一个历史人物在不同影视剧
中有不同呈现方式， 如何避免程式化
表达，找到与现实相关的切口，是塑造
历史人物的难点。 虽然历史人物本身
具有事实依据， 但创作过程中可能会
为了方便观众理解剧情， 融入现代思

维模式， 这容易造成影视作品逻辑上
的混乱，给观众以“出戏”的感觉。但如
果历史人物形象离现代生活太远、观
众难以产生共鸣， 又会陷入 “曲高和
寡”的境地。 为避免这种情况，应在创
作中将每一个历史人物放入具体的历

史环境中去理解体悟，揣测人物心理，
让历史人物既具有符合现代观众的情

感体验，也不会脱离当时的历史情境，
更显全面生动。 《觉醒年代》中多次展
现陈独秀的夫人高君曼蒸包子， 有的
包子被送给“五四运动”上街抗争的学
子们充饥， 有的包子成为赴法勤工俭
学青年的途中饭食。 高君曼蒸包子的
寻常举动，实则在为革命蓄能、为青年
鼓劲。这种极具感染力的表达方式，彰
显特定年代的情怀， 让历史人物形象
更加丰满、观众更加入戏。

在宏大叙事与个体细节之间寻求

平衡。塑造历史人物，关键是要消除因
时代差异而造成的隔阂， 拉近观众与
历史人物的距离，抓住典型细节，让观
众真切体悟到先驱英烈的家国情怀。
《觉醒年代》中，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
物、一段段跌宕起伏的人生，共同构成
了“中国为什么会走向社会主义”的宏
大主题。通过陈独秀、李大钊与胡适的
性格对照、思想冲突与道路选择，展现
新文化运动和先进知识分子内部充满

着复杂性、曲折性，引导观众直面思潮
激荡。 剧中夫妻情、父子情、师生情等
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动人心弦，让观
众看到英勇无畏的革命者并非完美无

缺，但有情有义、有爱有恨。 不因人物
之微而忘记时代之大， 也不因时代之
宏而忽略个人之力， 才能让历史人物
走出“大叙事”、走进观众的“小天地”。

借历史之镜，能明今人之理；作艺
术之剧，能显古人之风。期盼广大文艺
创作者能够从市场反馈中获得启示，
始终尊重历史事实和文化逻辑， 真正
沉下心来挖掘历史人物的精神特质，
在传播主流价值的同时，兼顾大众化、
个性化的审美需求。 在立体多元的叙
事中，展现爱国主义、英雄主义、集体
主义的澎湃热血， 以更多精品佳作激
发民族自信自强的昂扬精神。

民心桥
■ 赵承河

大别山深处的金寨县汤家汇镇银山
畈村，有一座不普通的桥，说起这座桥还
真有故事。

时间追溯到 1950 年， 深山僻壤的
银山畈， 如同刚成立的新中国一样，百
废待兴。

这里山高路险、 山涧陡峭、 水流湍
急， 人行道经常被九曲十八弯的山涧阻
断。整个银山畈到县城的唯一道路，就被
山涧给阻拦了。 河中间用几块大石头作
为石步子， 行人在过河时踩在这石步子
上，一步一跳地跨过去；一遇到下雨，河
水很快涨起，完全淹没了河中的石块，人
就无法通行，遇到家里有病人要去医院，
就束手无策。

这个情况被当时的银山畈村第一任
书记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他要在这里修
一座桥！当时的村委会就五个人，其中四
个党员。 村书记的想法得到其他几名党
员的一致同意，大家说干就干。 可是，怎
么干呢？ 刚成立的村委会一没钱二没材
料三没人工， 除了要为百姓建一座风雨
无阻出行的桥的信念外，一无所有。村书
记带着人去河边现场想办法， 可到了河
边一看，水很深，流得急，不好操作，大家
只好把时间选在冬天的枯水期。

冬天虽然是枯水期， 也只是水浅了
一些，并不是真没有水，毕竟几个山沟的
水都集中到这条河里。要查看河床，就需
要用铁锹、挖锄挖开浮沙、浮土。 那时没
靴子，即使在冬天，人们也是晴天穿手工
做的布鞋，雨雪天穿“高屐子”。 这“高屐
子”， 就是用一块木板锯成脚掌大小，在
前后掌处横着各钉一根小木条防滑，上
面钉两根布带子套在脚上， 就成了冬天
雨雪时出行的“鞋”。大家把泥沙挖出后，
下面就形成一个水凼，水凼内积水较深，
那么冷的天，一般人都不愿意赤脚下水。

书记毫不犹豫地脱了高屐子，挽起裤脚，
跳入水中，用木瓢一瓢一瓢把水舀干。四
个党员就这样在凛冽的冬天， 轮流赤脚
站水里，挖了三尺多深，硬是没有让其他
人下过一次水。 挖到几块埋藏在河床里
的大石头后， 再让石匠用钻子在大石头
上钻出二尺见方、四五寸深的槽，在槽上
面安装石墩，石墩上面放木头做的桥墩。
就这样干了近一个月， 下水干活的几名
党员脚和手都冻肿了，手掌开裂冒血。终
于把桥下面的基础搞好了， 石墩高出沙
滩三尺高，这河面施工总算告一段落。

书记就带村委的几个人上山砍树，
用树干做桥身和桥墩。这砍树也有讲究，
务必是三九天砍， 因为这个时候砍下来
的树，树身内没有蛀虫的虫卵，木材不会
生虫。同时，这个时候开始让太阳缓慢晒
到夏天， 树身干得透。 几个党员翻山越
岭，到深山上选出直径二尺多粗、笔直且
生长在北风口上的岩松， 为什么要选北
风口上的呢？原来，这北风口上的树生长
缓慢，树质坚硬，再加上北风口上的树，
树枝多， 凡是长树枝的地方就是一个节
疤，节疤越多、又生长缓慢的树，同品种
的情况下， 要比生长在其它地方没有节
疤的树更结实。 六尺多长、 水桶粗的岩
松， 一根就有二百多斤重， 一个人扛一
根，翻山越岭，一次就累得浑身如同瘫痪
一般。 大家丝毫不退缩， 一趟一趟地砍
树，削去树皮，一直晒到树干发裂，干透，
敲上去当当作响为止。

到了夏天， 书记又组织大家上山打
桐籽，榨出桐油，这桐油是防腐和防蛀的
上好材料，大家将这些木材刷上桐油。刷
桐油有讲究，刷一遍后，要晒十天左右，
然后又刷第二遍， 再晒十天， 一共刷三
次，桐油浸透树干。 桐油刷后，书记又到
山上找漆树割山漆， 很多人都对那山漆
过敏，书记也不例外，长一身漆疮，奇痒
难耐，脸都肿起来了。 割来野山漆后，刷

在桐油的外层，山漆加桐油，是蛀虫、白
蚁和腐烂的克星，木材经过这样处理后，
可以百年不腐不蛀无白蚁。 这些工序完
成后，开始架桥。

终于，一座三尺宽、六尺高的木桥架
好了。

这一天， 整个银山畈的人都欢天喜
地地来看新落成的木桥，橘黄色的木桥，
映衬着朝阳， 一团祥和之光闪耀在河面
上，大家再也不用担心下雨天过不了河。

老百姓给这做桥取了个好听的名
字：民心桥。 通过这座桥，银山畈送去了
修梅山水库的民工， 迎来了梅山水库的
移民；还送走了缴给国家的公粮，赶走了
缴给国家的任务猪。一个小小的银山畈，
跟当时的整个金寨一样， 为新中国的建
设，尽了自己应尽的力量。

转眼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这座
木桥由于防腐防蛀工作做得好， 几十年
不坏， 只是桥面由于长时间的人、 畜踩
踏，已经高低不平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过后， 伟大的祖国如同刚刚起锚的巍
巍巨轮，缓缓驶向辽阔的大洋。改革开放
的春风， 吹进了金寨县， 也吹进了银山
畈，整个金寨掀起了基建热潮，要想富，
先修路。 新上任的村书记看到这座已经
无法适应现在百姓通行的木桥———拖拉
机、三轮车无法通行，这里又成了银山畈
交通的一个瓶颈。

那时国家刚改革开放，家底穷，想建
桥，财政无法拨款。 村书记面对现实，左
思右想， 觉得让百姓掏钱修桥， 难以张
口，虽然基建是为了大家，但是，大家都
不富裕，才包产到户没有几年，家底跟国
家财政一样，比较薄弱。 于是，他想到了
从银山畈走出去的生活在大中城市的党
员们。他们人虽然跳出了农门，但是心一
直关注着家乡的发展， 这些人爱国、爱
家，找他们募捐一些钱，还是可行的。 于
是，村书记开启了他的“化缘”之旅。

村书记辗转各地， 他的倡议得到这
些党员们的大力支持，因为他们都是通过
这座桥，走出银山畈，走向全国各地。很快
就募集到了修桥的款，当地银山畈的农民
没有出一分钱，就把这座桥修成了。 两米
宽的青石桥取代了一米宽的木桥，终于可
以畅通无阻地通行拖拉机、三轮车了。

民心桥的翻建， 再度得到百姓的交
口称赞，事办好了，没有增加老百姓一分
钱的负担。老百姓开车走在桥上，都说当
时取名叫“民心桥”真的没有叫错，懂民
情、得民心、顺民意，党，一直延续着为民
服务的理念。

时间到了二十一世纪， 党带领全国
人民全面进入脱贫攻坚、实现“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总书记亲自来金
寨视察，提出了精准扶贫的战略。

在总书记讲话精神的指引下， 银山
畈这个只能走拖拉机的石板桥改建工
作，提到了县政府的议事日程上，在五级
书记联动的高效脱贫攻坚机制下， 民心
桥的改建得以顺利实施。现在，这座双向
四车道外加人行道的高等级大桥， 连接
着银山畈到湖北的银九路、 到河南的银
卧路、到县城的金银路，成为银山畈村办
企业人流、物流的重要枢纽，彻底突破了
银山畈的交通瓶颈， 几十吨的大卡车都
能畅通无阻。此时的民心桥，有着宽敞牢
固的桥身、银白色的汉白玉栏杆、象牙白
的太阳能路灯杆，在阳光的照射下，泛着
柔和的光辉。

三座民心桥，一片公仆心！

夏在黄陂湖深呼吸

■ 唐海林

山河丰盈，草木欣然。 趁着周末，
迈步庐南周岸的黄陂湖，眼前这片 4.5
万亩湿地上，大批的天鹅、大雁等飞鸟
聚集于此， 在水上嬉戏觅食、 自由飞
翔，水天一色的风景美丽而独特。

黄陂湖南岸，沿河、沿湖一代圩区
的花香藕已成熟。“微雨酿青梅”，走进
黄陂湖，近处无边的水草铺满湖面；溯
目远眺，一池翠绿中，绿皑皑的芦苇随
风荡漾。

曾经， 这片约 27 平方公里的水
域，由于黄泥河、瓦洋河、县河长年夹
带大量泥沙流入湖内， 日久天长，湖
底平浅 ，水位不高 ，湖水常泛一层涟
漪，故得名“黄陂湖”。每到夏季，湖水
由于日照蒸发，黄沙沉凝，水面澄清。
湖中夏生野莲竞相争艳、 清香四溢，
人若身临其境，恍若有“未入莲花国，
先闻水面香”之感。近年来，经过开发
利用，通过“植草、移螺 、调水 、稀放 ”
标准生态养殖模式，“黄陂湖”牌大闸
蟹和各种鱼类水产品名扬海外，风景
优美的黄陂湖从“黄”到“清”，蝶变为
美丽的湿地，更有了一层令人惊艳的
诗意。

在这片“桃花源”中，成片的夏荷
集结成一幅淡雅的水墨画：红的像火，
粉的像霞，白的像雪，亭亭玉立的荷田
成了蜻蜓和蝶的机场， 夏荷们像是专
程等待蜂、蝶的赴约。

万绿丛中， 一株株纤纤芦苇婆娑
生姿、风情万种。

环巢湖，在水一方，倾听久违的鸟
鸣、虫叫，以及身边潺潺的流水声。 每
一只翱翔的鸟影， 都像是一张大写的
答卷，将绿水青山的生态印款，浪漫地
盖在这一片苍茫而辽阔的湿地之上。

岁月更替，沧海桑田。黄陂湖在时
代的变迁发展中，变幻了着装，更换了
容颜，释放出天然绚丽的清容。 听，涓
涓金色的浪花正欢快地歌唱， 循声望
去，灵性又俏皮的天鹅，还有一只只不
知名的精灵般的鸟儿，或站立枝头、或
倒挂于枝桠间、或展翅欲飞……

随着黄陂湖生态环境的逐年改
善 ,这一片湿地日益焕发生机。 春天
莺飞草长，虾入浅底，生机无限；夏季
碧海如潮，凉风徐徐，蛙声一片；秋天
苇浪摇荡，水天一色，群鸟翔集；冬季
芦花飘扬 ，白雪茫茫 ，玉树银装 。 白
鹳 、丹顶鹤 、红脚隼等数以千计各类
迁移的鸟群密集而来。 蓝天白云下，
鸟影与水影叠映，多种鸟类的和谐栖
息繁衍，使黄陂湖湿地成为名副其实
的鸟的“天堂”。

鸟鸣婉转，苇香扑鼻。 群鸟，是湿
地的精灵；芦苇，是湿地的灵魂。 大地
之上万物有灵，大美黄陂湖湿地上，无
数生命的细节和秘密蛰伏其中。 忽远
忽近、忽近忽远，在苍穹下演奏着生生
不息的乐章。

微雨初晴， 拾穗黄陂湖的美丽瞬
间。 雨季，这里有无数的涓流，它连接
着庐江县瓦洋、黄泥等一些小河，直接
关系着河岸边成千上万亩圩田的收
成。 立于岸边，看这鸟翔鱼潜的翩跹，
感叹这草木荣枯的浩瀚。 这层层着绿
的渲染， 万般倾世的美景轻轻潜入眼
帘， 洗净一切铅华。 每一只肆意的水
鸟，每一片翘首的芦苇，仿佛都在我干
涸的心海上泛起水的光泽， 如层层叠
叠的黄陂湖微波， 轻拍堤岸一样摩挲
着我柔软的心房。高擎起美丽画卷，让
人日夜心旌荡漾。

夏临黄陂湖，此刻，我仿若初生，
饱蘸对脚下这一片土地的深情。

蛙鼓之美
■ 钱续坤

蛰居乡村数载，我总觉得那生我养我的地方
是幽邃宁静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只要静
下心来全神地聆听，总有许许多多的声音撞击着
你的耳膜，让你对这红尘绝音既莫可奈何又心存
感激。 譬如春夜，最能让人牵情于怀的，便是忽如
其来的蛙声———那永远悠扬曼妙的田园乐曲。

那乐曲是从我家不远处的田畈传来的。 最初
的一声， 在暖气渐升的夜晚竟是那么清晰而响
亮，让人听了情不自禁地欣喜；紧接着的两声则
简洁而明了，没有一丝一毫的噪音与杂质，诱惑
着你走向田垄地塍；随后，遍野喧起的蛙鼓像潮
水一般来势可惊， 让你尽情地想像沟旁渠边，无
数墨绿的乡村歌手正摇其长舌，鼓其白腹，欣欣
然地阁阁而歌。

这歌声圣洁而珍贵，不仅使我们心中的梦幻
得以流淌着清泉，而且使得我们日臻成熟的思想
中依然弥漫着谷香。 几乎与此同时，眼前也倏而
变得豁然开朗：天空又高又蓝，几颗星星眨着忽
闪忽闪的眼睛，一轮满月仿佛刚从不远处的水田
里升起，水灵灵，雾蒙蒙。

多么美好的夜！我沿着田畈中那条弯弯曲曲的
小路向前迈步，不经意间，一只青蛙从我的脚旁迅
疾地跳过，还没等我回过神来，又有一只或两只“扑
咚”跳入水田中。它们矫健的身影却根本无法看清，
这反而更加激起了我的好奇心，决定久久地伫立在
田埂上，用灵魂悉心地感受辛弃疾“稻花香里说丰
年，听取蛙声一片”词句中所具有的独特意境。

四周的蛙声更响了， 宛若一波一波的细浪从
八方涌过来，我似乎看到沟渠里、草丛中、池塘沿、
篱笆边，那蹲着的青花皮、灰花皮的大小青蛙，正
对着天，对着地，对着村庄和灯光，参差地开叫，逐
渐地齐韵，然后同声地大吼。 仿佛，蛙声的触角在
彼此相互延伸扭结， 进而形成一张无形而古典的
大网，把生生不息的子嗣全部笼罩在里面。 今夜，
我的耳朵就粘附在这张网上，怎么也无法挣脱开。

其实确切地说，这网早在四月便开始大面积
统治乡村之夜；我正是四月的产儿，最初的一声
啼哭就与这蛙声产生了同频与共鸣，因此拥有对
蛙声的无数次交流。 我天真且固执地认为：这蛙
声就是命运对我的刻意安排，这蛙声就是我对大
地热情的歌唱。

在小城里终日忙忙碌碌地生活， 我曾经也远
离过蛙声。 直到有一次， 偶尔在一位画画的朋友
处，看到一幅齐白石的国画，题名为《十里蛙声出
山泉》； 整幅画除一条溪水中有数十尾蝌蚪外，并
不见一蛙。 是呀，蛙声怎么能够画得出来呢？ 但画
面又分明地暗示，在画外一个不知名的地方，的确
存在着一个蛙的世界。无形的蛙声穿透心灵，这是
一种深思中的幻象，幻象中的本真，其间所蕴含的
则是一种东方式的智慧；它告诉我们，物的启悟，
心的悸动， 更多的是来自暗示而非清晰得一览无
余，故古人总是对象外之象、意外之意那么孜孜以
求。我们当然无法追求到善至真至美，但只要静静
地聆听， 你一定会在悠然神会中与永恒的大自然
融为一体。 你在大自然的怀中， 大自然在你的心
里，你和大自然相依相生，心态便如闲云野鹤，明
湖静水，很难再为傥来之物所羁所累。

我愿是悠悠天籁中的一丝细语， 一缕轻音。
感谢蛙声！

麦浪花
■ 董志军

我爱花， 更爱苏北平原上的麦
浪花……

五月，朵朵白云在蓝天绽放，这
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 沿着村边
的小道边走边看。 麦苗翠绿欲滴，长
势喜人， 远远望去缕缕轻风拂肩而
过，那一片片揺曳翻滚的麦浪花，一
刻不停地向遥远的天边奔涌。

黄海之滨是我的故土 ，我时常
用嗅觉去做一次次深呼吸 ，细细品
味泥土赏赐给人们的麦浪青香 ，那
是何等的甘甜醉人。 曾记得爷爷奶
奶时常用快要成熟的麦穗 ，做成嫩
嫩的麦穗团子， 吃起来香甜可口 ，
这是我终身难忘的记忆 。 五月 ，这
是一个充满希望肆意梦想的季节 ，
麦子扬花吐穗，借着肥沃的土地拔
节而上。 亲手触摸正在含苞欲放的
麦穗有一种特别诱人的芬芳 ，当麦
芒渐渐从麦秆里伸展的时候 ，农人
在年轮的等待中收获金色的希望 。
一望无际的麦海啊，您是这片神奇
土地上最鲜活的精灵 ，生活在这块
土地上的人们，有谁不为您感到怦
然心动？

麦浪卷起的花穗，随风而过，层
层叠叠，似大海碧波，涛涛前行，像
行云流水，飘向远方的天际。 与她竞

跑，足足能把你甩出千里之外，被她
磅礴气势所淹没。 麦浪花不凡的情
韵、宽容仁厚的慈祥，让人们张开深
情的双臂去拥抱她， 吮吸一丝一缕
新鲜的空气。 她不仅展示出盐阜老
区人民坚贞不屈的性格， 更表达了
无私无畏的广阔胸襟。 生我养我的
土地啊，我恭敬地向她深鞠了一躬，
是土地养活了我们的后生， 是土地
为我们提供无尽的财富。 我被麦浪
花锁定前行的脚步， 深深沉醉在无
边麦浪花的氛围中……

这是一片多情的土地， 麦乡大
地孕育着壮实， 让人希望新生命的
诞生！ 一粒麦子从秋种到夏收，历经
寒冬酷暑。 没有三九冬寒的摧残，没
有酷暑烈日的摔打， 没有数月的孕
育分娩， 哪能有今日美妙的麦浪花
海呢？

麦穗在神话传说中是丰收的象
征，麦秆儿空时，她高昂着头，坚毅
地望着希望的田野。 成熟饱满时，她
又谦虚地低下头， 向世人展示丰收
年景的到来。 在这片怀有养育之恩
的土地上， 是麦浪花把最精纯的乳
液传递给后生们， 从而健全了后生
们奋斗不息的人格魅力！

麦浪花，您是花之骄子，您是沉
睡在地下的金色花蕾， 您将用绿色
的麦浪构筑起百姓走上小康生活的

幸福天梯！
岁月铭刻了多少生活的苦难 ，

又催生人们对崭新生活的向往。 过
去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耕作模式
已被智能化机械操作代替。 过去弯
腰躬背割麦子的情景成为儿时的回
忆，目光所及已是收割机并驾齐驱。
过去麦收季节人们肩挑背扛把粮食
运到场地， 现在把麦子坐车直接来
到晾晒现场……农民不仅从繁重的
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 智慧科技让
农村大地成为未来发展的新引擎。

爱麦浪花 ，是因为我对那片土
地爱得深沉 ， 她是生我养我的根
基，培养了我顽强不屈的品格和不
断进取的斗志。 每每想起盐阜老区
的峥嵘岁月，我便想起重建新四军
军部的革命先烈 ，他们为了中华民
族自由解放而英勇斗争 ，创建一个
翻天覆地的新中国 ；想起为盐阜老
区建设而辛勤付出的拓荒者 ；想起
了那些像麦浪花一样的不断拼搏 、
勇于创新的时代弄潮儿 ，是祖祖辈
辈用奋斗之笔勾勒出黄海之滨壮
美轮廓。

啊，多姿多彩的麦浪花，您不是
一束平凡的花， 而是扎根在新农村
建设中的希望之花， 绽放在老百姓
生活的幸福之花， 飘香在小康路上
的复兴之花！

大美万佛山 钱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