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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更多冰雪题材精品力作

■ 韩小乔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在即，
《冰糖炖雪梨》《陪你逐风飞翔》《超
越》等一批冬奥题材电视剧相继登
场，向观众展示冰雪运动的独特魅
力、弘扬民族自信、传达体育精神。

热血励志的体育领域，一直是
创作者取材的富矿。 随着人们对健
康和体育运动日益重视 ， 聚焦乒
乓、篮球、赛车、拳击等运动项目的
体育题材影视剧遍地开花。 乘着北
京冬奥会的东风，短道速滑、冰球、
花滑等曾经“小众”的冰雪运动题
材影视作品也走进大众视野。 平心
而论，冰雪运动不好拍，一是，这个
领域对观众来说相对陌生，选择合
适的切入点讲好故事、加强印象并
非易事；二是，如何与其他体育运
动的电视剧做出区分，让观众有又
“燃”又新的体验，考验着创作者的
能力与水平。

不要“新瓶装旧酒”，而要与时
俱进。 目前已上映的冰雪题材作品
中， 大多数仍有以冬奥为旗号、以
冰雪场景为背景、上演甜宠偶像剧
之嫌。 不难发现，冰雪运动只是男
女主人公感情升温的催化剂，换成
其他运动项目故事依旧成立。 虽说
在冰雪运动题材中加入言情、青春
等市场接受度较高的元素，可以吸
引年轻人， 但很容易落入俗套、走
向乏味、让人厌烦。 冰雪运动中同
样蕴含着深厚的历史底蕴、文化特
色、地域特点，需要创作者打开格
局、扩大视野、寻找挖掘。 以不同的
角度切入，避免题材单一化、同质
化，把冰雪运动相关的表达层面与
受众关注点、兴趣点相结合，让观
众能从多种新视角去感受冰雪运

动、奥运精神、社会变迁，这样的作
品才有感染力、创新性。 一些冰雪
运动题材电视剧对“竞技体育与运
动员”“集体与个体”“牺牲与荣誉”
等关系进行思辨表达，为观众打开
了一扇思考社会的窗口。

不要脱离现实 ， 而要脚踏实
地。 运动员身体素质太差、剧中角
色光环太重、没有真实的竞技场景
……之所以一些运动题材的电视
剧经不起推敲细品，主要是因为故

事悬浮于真实与现实之上、偏离于
时代与人性之外。 一些创作者既缺
乏对体育专业的深度认知和把控，
也缺乏对运动员的体恤和关心，过
于夸大这个职业光鲜亮丽、受人追
捧的一面，而不主动关注运动员背
后的困境和付出。 要拍出观众喜闻
乐见的冰雪运动题材电视剧，关键
要以合理的情节铺设、合适的人物
塑造、合拍的时代元素、鲜明的行
业特点，精准把握竞技体育的真实
性、专业性，尽可能全面展现冰雪
运动的魅力。 脱离了现实主义的创
作理念，作品就不可能有现实深度
和时代厚度，也就不可能打破“悬
浮”的窠臼。

不要一哄而上 ， 而要细水长
流。 “冬奥档”火热来袭，冰雪运动
题材的影视作品纷涌而至，越来越
多的人才和资本加入其中，丰富了
创作题材、拓展了受众面，这是好
事 ，但也出现了一些 “次品 ”和泡
沫。 究其原因，就在于创作者急功
近利、过于浮躁，想要蹭着冬奥的
热度赚快钱。 没有严肃的创作态
度，没有长期的积累沉淀、深入的
生活体验，只是闭门造车、凭空想
象、随意嫁接、粗制滥造出来的作
品 ，不可能成为文化精品、文化经
典。尤其当这一波奥运热潮褪去，还
有多少人能保持创作热情、 持久深
耕冰雪运动这一领域，值得深思。有
细水长流的付出， 才有水到渠成的
一天。不管多么高的立意、多么新的
题材、多么好的内容，都需要创作者
“十年磨一剑”， 从日常积累中汲取
营养，以艺术匠心打磨精品。

冰雪运动题材电视剧如同桥

梁一般， 将观众与冬奥会相连接，
让传播体育精神拥有更丰富的突

破口。 期待出现更多真实表现冰雪
运动的精品力作，为今后的体育题
材电视剧树立典范，促进电视剧创
作百花齐放。

乡村腊月

■ 凌泽泉

翻越过四季的群山河流， 跨越过风
霜与雨雪，年，正紧随着腊月的脚步 ，不
舍昼夜地向人们靠近。

粮食已然归仓，瑞雪覆盖了农事，乡
亲们终于腾出了手脚，专心筹备过年了。

赶集是腊月乡村里最热闹的风景 。
天刚蒙蒙亮， 人们便抽开门闩， 顶着寒
风，踏着白霜向集市赶去，一路上 ，人们
聊着收成， 更打听着别人家置办了哪些
年货， 心里还要盘算着自家要筹备哪些
年货。

挤进熙熙攘攘的人流， 面对琳琅满
目的物品，竟不知先从哪个下手。 东瞅瞅
西瞧瞧， 眼见得别人手提肩挎， 满载而
归，不觉慌了神，一时竟连来时路上盘算
着要置办哪些年货也忘得一干二净 ，只

得匆匆买了几样，归去的路上才想起还有
不少年货未置办呢。 不过没关系，一进入
腊月，集是每天都要赶的，不到腊月二十
九年货就永远还缺那么几样。

既然有的是时间， 又何必心急火燎，
索性把每日清早赶集当做走亲戚。集市上
货物齐全， 迟一点早一点搬回家没啥区
别，不如先茶馆里坐坐，点一碗面条，来一
个茶叶蛋，再加一只狮子头、一块糍糕、一
根油条，斜坐在临街的窗口，品尝着美味，
一边听着此起彼落的吆喝，一边观匆忙拥
挤的人流。 等性急的人一走，集市不拥挤
了，再一件一件地挑选要办的年货，岂不
美哉。

去肉铺灌上十来斤香肠、割些猪肉牛
肉回去腌制， 再去鱼摊挑上几条大草鱼，
至于鸡鸭鹅家里养着呢，杀上几只放进大
缸里腌，待天一放晴，在场地上支起了晒

架，架上晒满了腊肉。 年味仿佛就是从飘
香的腊味中香浓起来的。

集，越赶越有劲，越赶越觉得赶不够。
起先集市还算露水集， 太阳升到一竹竿
高，人们便满载而归。吃了腊八粥后，散集
的时间便一天天后移。 腊月二十三小年
一到，集便不分日夜了，有时早上赶一集，
下午赶一集，晚上还要赶一集。 甚至连小
孩们也背上了几斤大米前去集上排队炸
爆米花，过年做圆子、做欢团正等着用呢。
往往， 炸爆米花的队伍一排就是几里路，
时常要熬到大半天才能轮得上。

腊月里的裁缝可是香饽饽，这家晚上
刚做好了新衣，那家连夜就将缝纫机挑回
了家， 还有人家的娃早已哭闹着要新衣
了。 裁缝得是个慢性的人，否则面对一件
件等着做的新衣，就是夜夜不睡也忙不过
来。 腊月的裁缝从早忙到深夜，为的就是

让家家户户的孩子在吃年饭时都能穿上
新衣。

一进入腊月，磨年糕、做豆腐……石
磨吱吱呀呀响个不停 ；蒸年糕 、烀腊肉 、
熬豆腐……家家户户的灶台整天都冒着
热气；炊烟也整日在屋顶上空盘旋，家家
屋檐下整日都飘着肉香 、面香 、饭香 、油
香……人们的说笑声挤破了窗户纸 ，引
来了鸟雀叽叽喳喳的回应。

腊月二十七，就有急性子的人家炸起
了圆子，大半锅的菜籽油熬开后，一勺勺
的米圆、挂面圆、肉圆滚进油锅，扑鼻的香
味儿急匆匆地飞赶到窗外，别家馋嘴的孩
子急不可耐地催促着父母， 赶快烧起油
锅。一时间，家家户户纷纷起油锅炸圆子。
就在油香飘飘之时，在外打工的孩子们纷
纷踏进了家门，一屋子的欢笑甚至要挤破
墙壁。

团团圆圆，这是家家最大的喜事。 把鲜
红的春联贴上去，把大红福字贴上去，孩子
们说着笑着，年饭已摆上，一家人高高兴兴
地围坐在一起， 一盘盘冒着喷香热气的菜
肴，温暖着幸福团聚在一起的一家人。

过年了，就要抬起头来，笑着往前看，
生活在继续，希望就在新的一年里。

艰辛的第一步

■ 王士新

汪言海新著《见证》日前由安徽大
学出版社出版。 这本书记录了安徽省
肥西县农村包产到户的起源与进程，
见证了中国农村改革艰辛的第一步。

这本书属重大历史选题， 经中宣
部备案审查， 审查肯定：“政治导向正
确，重大史实准确。 ”上世纪 70 年代
末， 中央文件明令两个不允许：“不允
许分田单干，不允许包产到户。 ”1978
年 9 月， 中共安徽省委面对百年不遇
的旱灾，作出了“借地种麦度荒”的决
定， 诱发了包产到户。 汪言海沉入农
村，写成 5000 字《肥西县山南区包产
到户的调查》内参稿件，刊登在人民日
报《情况汇编》（机密件）上，呈送中央
领导参阅。不久，人民日报给汪言海来
信，要他作进一步调查。汪言海第二次
沉入肥西，采访面更广，也更详细。 第
二篇调查 《肥西县包产到户的一些调
查》，1979 年 11 月 3 日刊登在人民日
报《情况汇编》（机密件）上，为中央提
供了决策依据。

汪言海被誉为 “新闻界为农村改
革开第一腔的人”。为完成人民日报要
他作进一步调查的任务， 汪言海第二
次到肥西县采访。 他旁听了六安地委
的工作会议， 访问了六安地委政策研
究室的同志，采访了山南区区、社、大
队、生产队干部几十人。 当时，肥西县
乃至全省，对包产到户的争论激烈。有
了面上的材料， 还要有来自农户的过
硬数据。为此，他和山南区委秘书权巡
友调查了好、中、差三种类型的五个生
产队共 120 户， 用 120 户农民增产增
收的统计数据， 回答一些人对包产到
户的质疑。 120 户， 每户设计调查 35
个数据，共收集 4200 个数据，然后加
以统计分析。 收集 4200 个数据，是一
个极其艰辛和细致的工作， 但汪言海
做到了。 在第二篇调查报告中，这 120
户的材料及其分析， 占有举足轻重的
地位， 它大大增强了整篇调查报告的

说服力。从 1979 年 7 月至 1981 年初，
在 1 年零 8 个月的时间内， 汪言海五
次到肥西县调查， 撰写的调查报告分
别刊登在人民日报《情况汇编》、新华
社《国内动态清样》、中国科学院《未定
稿》和安徽日报《情况反映》上。肥西县
农民包产到户的壮举，震动全国，据统
计，从 1979 年下半年到 1980 年，中央
国家机关 23 个部门负责人 、23 个省
市分管农业的领导， 分别到肥西县山
南区考察，中科院、北京大学等 11 个
所、院、校专家教授前来调研，肥西县
成为全国包产到户的最大发源地。

安徽日报资深记者汪言海的这本
书作，是用心、用情的，因此形成了独
特的写作风格。文字朴实无华，字里行
间却流淌着厚重的历史感。 为避免史
科类书稿的枯燥感， 他采用讲故事和
新闻纪实的方法来写作， 写出了事物
的“原生态”。我们都经历过那段历史，
虽痛楚， 但也能品出其中散发出的淡
淡乡愁。阅读过程，就像在看电视连续
剧，主题鲜明，情节曲折，人物生动。比
如情节，可谓是波澜起伏，高潮不断。
省委决定在肥西山南公社搞包产到户
试点，肥西县委竟然下文否定！肥西县
委下令要农民退还包产田， 公社书记
竟跑到省委告县委的状！ 公社书记拔
了农民种的大麻， 生产队队长竟扛着
大麻到县里抗议！ 县委书记办社队干
部学习班，逼农民“归大堆”，一位农民
挥笔疾书给中央领导写信，许多农民要
签名，他不肯连累大家，说坐牢，我一个
人去！再比如人物，从省委领导到农民，
书中人物数以百计，个个有性格。 省委
书记大智慧，有超凡的领导艺术，女社
员朱先聪讲包产到户的好处如数家珍，
还有个“三吃一刮”故事作对比，人物形
象在汪言海笔下栩栩如生。

艰辛的《见证》，见证了那段艰辛
的历史。 这是一部描绘肥西县农村包
产到户惊心动魄、 波澜壮阔的历史画
卷， 汪言海为记录这部历史作出了重
要贡献！

墙角数枝梅 凌寒独自开 张跃彬 摄

此心安处，便是吾乡
■ 张诗群

我们带着故土的温热走出村庄的时
候,对村庄的回忆成了月光下清远的笛,它
明快或是缠绵,总之是乡愁的余韵.乡村是
游子的母体 ,却并非垂老苍颜，呈现在我
们面前的是焕然新姿、也是旧时风物。 初
冬犹如小阳春。 一行人走进繁昌乡村，走
在赭圻东西冲、“纸鸢香草”庄园和林乐慢
谷的暖阳下。这里，“乡村振兴”风景独好。

风过东西冲

我们在初冬的暖阳下合了张影，挤挤
挨挨地， 因为看中了砖石围墙上的那行
字：此心安处是吾乡。东坡的句子，定格在
此竟是十分妥帖。 字是鲜亮的赭黄色，在
黑底石料上一个一个立着，仿佛星夜里的
一束暖光。 它身后的农家小楼泊在光影
里，高过楼顶的竹杪在白墙上方抹开一片
浓翠。 阳光铺天匝地，村子和人都是松弛
闲适的。

一行人在路口下车时，一片幽深逼眼
而来。 镶嵌彩虹道的柏油路在村前分了
岔，像一棵藤上分出的两根枝丫，往左是
东冲，往右是西冲，合起来，就是村庄的名
字———“东西冲”。 说不上有多少年，东西
冲一直宁静地依卧在荻港镇赭圻村的腹
地。 很多年前我曾来此拍专题片，那个灰
扑扑的小村子，此时却恍如隔世。 彩虹道
往村子尽头延伸，虽是初冬，四面山色依
然苍翠，草木的青绿和彩虹道的明丽就有
了油画的质感。 村民的粉墙掩映在竹树
间，倒真的作了画稿，有的整面墙都是江
南的烟雨，转过身，另一面墙是一篮橙黄
的老柿子，或者四季风物的流转，似乎有
春风拂面，似乎有流水潺潺，似乎能嗅到
果实的糜香。 碗口粗的青竹亭亭直上，竹
叶在极高处聚成绿云，风过，便有飒飒之
音，仿佛四起的掌声。

若时光倒流二十年，这块土地上的乡
亲们，难以想象竟有一日住在这样的村庄
里吧？ 东西冲的人当然是自豪的。 请来当
向导的老人听了一路我们的赞叹，脸上的
皱纹舒展开，眼睛里是会心的笑意。 老人
指着道两旁的竹林告诉我们，当初政府为
了建这个美丽村庄，给远在外地打工的村
民打电话，问他家的竹林能否让出一条道
来？村民爽快地答，只要能把村庄建好，砍

些竹子算什么！
东西冲是赭圻村的一个小村落。整个

村落以及背后的一道道山梁，被统称为赭
圻岭。 眼前这岭这村，这一片莽莽苍苍的
山峦和幽谷，是以“赭圻城”的地名收录在
了省地方志中，被释义为“江南名城”，有
过曾经的繁荣。

发生在赭圻岭的历史事件是与争战
杀伐联系在一起的。 时间的长河里，似乎
仍然回荡着兵戈之声和穿林而过的猎猎
风声。“隆和初，诏征温，温至赭圻，诏又使
尚书车灌止之，温遂城赭圻居之。 ”这是
《晋书》上的记载。 东西冲的数百村民，遥
远的祖上是否聆听过赭圻岭的杀伐之声？
那时的劲风在林子里奔突， 和着马鸣哭
喊，是令人心悸胆寒的。我这么想时，温驯
的阳光正如潮水泼洒在东西冲的万物之
上，粗壮如盖的栗树、草木深密的山梁、一
幢一幢洁白如新的民居， 都这般舒坦温
润，让人心安。吹过东西冲的风，此刻是轻
柔的。

漫山遍野都是香

也许，她生来就与香草有缘。 她说在
她小时，父亲就在阳台上遍植香草，不曾
料到未来岁月的某一天，这些香草在她心
里开始发芽。

在承包茶冲村的山地前，这里的人谁
也不知道她是谁，几年后，薰衣草和各色
花草蔓延成芳香花海，汪琼的名字成了这
片土地的代名词。这个放弃城市生活来到
山乡种地的女子，村民们起初是不大相信
的———在大商场里优雅地指挥着一众员
工，怎么着也算是都市丽人，手握锄柄垦
地拓荒，能坚持几日？

如今，七年过去了，汪琼和她的“纸鸢
香草”，已成为茶冲村的一部分。

茶冲不独有茶，还有望不到边际的山
岭和草木，环村葳蕤，触目皆绿。林木从近
村一直延荡到远山，说它是世外桃源不为
过，但因地处偏僻，少有人光顾，年轻的村
民外出打工， 上了年岁的守着薄田和老
宅，日复一日。 当那个笑容满面的女子跑
遍一百多户人家找他们签合同时，没有人
想到， 一些新的事物将涌入他们的生活，
掀起微小或激越的水花，使整个村庄发生
改变。

500多亩山地，成了纸鸢香草庄园的

浪漫花田。 新翻的土地，种上了薰衣草、
玫瑰 、迷迭香 、德国甘菊等 30 多种观赏
类香料植物。漫山遍野的风，吹拂着这些
细幼的草叶， 它们在春天的温床里扶摇
生长，仿佛在一夜间，被绣娘的千万根丝
线缠绕， 绣出一片又一片香气盈鼻的五
色花毯。

茶冲村从未有过地明丽起来，闻讯而
来的游人围满了花田。 远山隐隐，竹海幽
深，近处是香草花海，是泥土芬芳，村庄和
自然的淳朴之美正好应了那句“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美好愿景。

午后，我们在香草庄园里游逛。 初冬
的季候，林地仍有弥望的绿意。展览间里，
摆满了几十种用香草和花朵制成的衍生
产品，香草茶、纯露、精油，还有手工制作
的香囊香皂等，它们将通过多个线上销售
渠道，带着花草的芳香，递送到全国各地。

说起七年来的创业经历，说起与村民
之间的交情，汪琼笑意盈盈。 第一位来找
她帮忙的是一位老农。老农扛来半麻袋土
豆，问她收不收？她有些为难，但还是悉数
收下， 试着在微商号上发布代售信息，竟
很快被人下单订购。 接下来，村民们将散
养的土鸡、鸡蛋、板栗、花生、土豆乃至瓜
果，肩挑手提地送到“纸鸢香草”。 每次回
城， 汪琼的车里总塞满了各式土特产，帮
忙一一分送到顾客手中。

喝着花草茶，听汪琼聊茶冲村的人与
事，周身弥漫的芳草气息令人愉悦地想起
一些美好的事物，仿佛与春天同行，我们
坐着久久不愿离开。 汪琼说，她不久前将
户口迁至茶冲，眼下已是地地道道的茶冲
人，言语中竟是万般喜悦。

风物与乡愁

上午八点半， 林乐慢谷的晨露还未
消散， 我们便吃到了刚出笼的第一屉毛
团子。

大锅灶上掌勺的师傅把冒着热气的
笼屉端来，稳了稳神，两手捏住盖耳猛然
揭开，一团热腾腾的白雾冲天而起，人瞬
间被雾气包裹隐身不见。只见雪白的毛团
子整齐地卧在笼屉里，糯米和粽叶的清香
弥散开来。

蒸毛团子是江南乡村的旧俗。年关临
近，勤劳的农妇开始上山采叶，然后泡上
糯米和粳米，磨米浆做团子。 一个个白灿

灿的米团上屉蒸熟后， 浸上水养起来，可
以慢慢吃到来年开春。

林乐慢谷是城郊的一片农业产业园，
一年四季瓜果蔬菜不断，于是常有成群的
学生和游客来这里体验乡村生活。若是这
样的秋冬时节，主人就会蒸上热乎乎的毛
团子或南瓜饼，暖一暖客人的胃，唇齿间
熟悉的醇香让人想起儿时乡村的年节风
俗，亲切感油然而生。

乡村有了新的面容， 但旧的风俗和
风物，也在有意无意间，引领人们回望远
去的岁月。 在平铺镇一个叫荷岭的自然
村， 村口的三株圆柏被村民倾注了热切
的情感。

80 岁的蒋有龙老人站在 680 岁的三
株圆柏旁， 让这个村庄显得愈发深邃古
朴。前方不远处，横亘着连绵的群山。群山
有名字，往东南方延伸的叫荷花岭，往西
的叫香岭， 两座山岭首尾相连如青龙盘
踞。老人说，在他小的时候村里就有“五柏
镇青龙”的传说，柏树原有五株，在他十多
岁的时候砍去了两株，剩下这三株依然年
年青翠。 三株圆柏相隔五米一字排开，如
慈祥老者，守望着村子，见证着乡村的嬗
变，已成为荷岭人共同的记忆和灵魂深处
的根脉。 此刻，它们的目光正越过群山望
向山外，那里有年青一辈的荷岭人走出村
庄的背影。

乡愁是什么？ 是故乡的风物，是一株
老槐、一口古井，还有朴素的乡音和俚语，
它们都是游子回乡的路。

在赭圻村东西冲，这些难忘的乡音被
亲切地印在村道的围墙上：“多想告诉你，
在我的故乡，男孩叫作‘小把戏’，女孩叫
作‘小阿头’；有一种今天叫‘哏着’，有一
种明天叫‘门着’；有一种膝盖叫‘希不罗
子’，有一种胳膊肘叫‘拐肘子’……”草木
渐深，天空明朗，一座村庄的记忆，千百年
来幽深繁富的风俗，此刻扑面涌来。

在乡村振兴的浪潮里，处处是日新月
异的变化，但因为风物的留存，一切过往
的，似乎又都有了根绊和牵系。 肠胃念着
儿时的美味， 耳畔依稀有亲切的乡音，记
忆一旦被唤醒， 仿佛立刻如锣鼓喧响，散
发汗液和烟火气息的日子又在回忆里缓
缓呈现。

有了风物的牵系，心是安宁的，故乡
也仍然在那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