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塑造“她”形象
先要读懂“她”生活

■ 韩小乔

近日 ， 由全国妇联宣传部指
导 ，优酷发布的 《2022 荧幕女性报
告 》显示 ，随着现实题材剧集的加
码， 荧幕女性呈现形象更真实、性
格更独立、职业更多元的特点。 超
半数接受调研的年轻人表示，会将
优秀的荧幕女性作为现实生活中

的榜样。
荧幕形象往往能反映公众精神

需求的变迁。 从《渴望》中温柔贤惠
的刘慧芳， 到琼瑶剧中爱情至上的
女孩、《甄嬛传》 中步步为营的大女
主，再到《山海情》中平凡朴素的李
水花、《人世间》 中独立宽厚的郝冬
梅……影视剧女性形象获得越来越
多关注， 角色从单一的劳动妇女拓
展到多种职业、 多种性格。 这些变
化， 体现了社会进步及女性地位的
提升。创作者通过塑造不同性格、不
同背景的女性形象，传递成长经验，
揭示社会问题， 给观众以审美体验
和人生启发。

但也有一些电视剧对女性形象

的呈现让人失望。 有的作品前期营
销女性独立飒爽的职场风采， 后期
却走上“玛丽苏”套路；有的作品声
称展示女性群体境遇， 聚焦的却是
经过扭曲的女性日常生活状态，更
像是贩卖焦虑、 刺激观众的营销炒
作； 有的作品本应反映女性困境中
的挣扎与成长， 却将奋斗的复杂历
程简化成 “紫微星当头” 的 “好运
气”； 还有些作品只看重女演员颜
值， 却不关注形象是否匹配角色。
“北漂”女孩动辄住豪宅、女主逆袭
一路开挂、都市女性群像剧沦为“扯
头花”狗血剧……

不少电视剧开播初观众期待值

拉满，却因“货不对板”而收视高开
低走、一路拉垮，是因为只把女性题
材、 女性角色当作炒热度和夺眼球
的收视密码， 没有将视角真正对准
女性生活。塑造的女性形象，无论职
业怎么变，内核如出一辙，不是按正
常成长逻辑塑造的， 而是在他者的
想象中经受了异化与规训， 造成了
戏剧冲突与人格锻造失衡。 草根女
性岂能都有传奇命运走向、 都有观
众从来遇不上的好运气和完美爱

情？这才是实现人生价值？精英女性

都需要互相算计、恶性竞争，才能获
得家庭和社会的关注、 保障自身权
利？ 将女性从“工具人”变为“立体
人”， 对女性从表面讨好到真实尊
重，必须要摒除主观想象与评判。动
人的女性形象不仅多姿多彩， 更应
该血肉丰满、充满人性，走出他人依
附性的价值阐释， 女性荧屏形象才
能更加立体丰富、深入人心。

塑造 “她 ”形象要向生活要答
案。 近两年，从家庭压力到职场发
展，多数创作者虽能捕捉到女性关
注的热点，但往往缺乏对生活真实
多元的展现及女性完整成长轨迹

的精准把握，只着重通过收入水平
和消费习惯来刻画女性，或一味以
勾心斗角的社会关系、畸形的原生
家庭来强行制造角色冲突、戏剧张
力 ，不免脱离现实 ，导致形象塑造
的平面化、单一化、脸谱化，甚至传
递病态的消费观、价值观、婚恋观。
不刻意把女性弱化为弱势群体，也
不避讳人物本该有的复杂和 “瑕
疵”， 更不能以两性分置对立为前
提刻意设置议题，才能汲取生活底
蕴和现实力量，塑造更加真实饱满
的女性形象。

打破套路， 充分展现生活真实
残酷的一面和女性丰富的内心世

界、充沛的精神力量，这样的鲜活饱
满的人物， 才能引发观众共鸣。 比
如，不同于一些“爽剧”，《爱很美味》
没有那么多狗血、虐心的桥段，却以
举重若轻的方式， 展现女性之间的
互助互爱， 这种接地气的生活化视
角因为稀缺，而格外动人。

女性形象的成功塑造来源于对

“她”诉求的尊重、对“她”生活的真
实展现。 只有在话题切入上贴近现
实、在人物塑造上立体典型、在叙述
方式上表达关怀， 才能让更多女性
角色穿透荧屏， 持续在现实中闪闪
发光， 对观众产生正面激励和价值
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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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 谱
■ 漆宇勤

对于家乡龙潭村的老人们来说，清明
节是在每年农历三月初三。 直到小学六年
级时，我从书上看到，清明从来不是一个
有固定时间的节气，三月初三并不像怀旧
的老人说的那样是传统清明节。

众说纷纭不打紧，重要的是，三月初
三，小孩子们可以吃鸡蛋啊，值得期待。

在家乡，素有“三月三，地菜当灵丹”
的说法。 龙潭村的人们都相信，那天拔一
把新鲜的地菜， 洗干净后与鸡蛋一起煮，
喝下汤汁、吃掉鸡蛋，能治疗和预防疾病，
甚至像吃了传说中的灵丹妙药一样，可以
祛除百病、强身健体、延年益寿。

三月初三那天早上，孩子们不用等大
人吩咐，主动到门口路边拔一大堆地菜回
家。 这时候似乎只要有泥土，地菜就到处
开花结籽，即将成熟的心形果实安静地立
在杂草中，等待着成为一味灵丹妙药。 风
吹过时，果实相互摩擦，发出沙沙的声响。
龙潭村每家每户所需毕竟有限，绝大多数
的地菜便作为野草继续在荒地和田头地
角默默成长，种子成熟、撒落，第二年长出
更多的地菜。

三月三这个“老清明”，或者是清明节
气的那一天，村里小孩子们总免不了要被

长辈拉去扫墓。 在村后山的荒草深处，安
睡着孩子们的爷爷或太爷爷们。 孩子们对
这些素未谋面的祖辈没有太深的感情，只
是从长辈们的念叨中得知，那是自家血脉
的源头。 扫墓时，野外柔嫩的藤芽和细碎
的花朵让人心痒难耐，小家伙们仍然会老
老实实跟随长辈作揖、锄草、摆放祭品，并
牢记大人的告诫，不敢乱说话，一板一眼
有样学样地进行庄严肃穆的仪式。 墓前后
左右的杂草杂树长得太快，一些灌木趁着
清明前段时间的雨水，蹭蹭地长出了好长
一截。 大人们忙着锄挖和砍伐杂草杂树，
孩子们则要照看好祭品。 但他们的耐心终
归是有限， 免不了分神去采一束野花、或
去扑一只飞蛾。

在龙潭村的后山上，映山红一簇又一
簇火红火红，与清明沉闷的气氛仿佛形成
了一种对抗。 爷爷给我念叨着关于花开时
节的俗语：立春桃花开，惊蛰李花白，清明
杜鹃头上戴。 我心里想，立春桃花根本没
开呢，不过清明时节杜鹃花热烈开放倒是
真真切切。

杜鹃花又叫映山红。 清明前后的绵绵
细雨中， 映山红花瓣上顶着透亮的小水
珠，惹人怜爱。 孩子们常掐两朵往嘴巴里
塞。 龙潭村的野花野草很多都可以吃，很
多荆棘的嫩条啊，醡浆草的茎秆啊，野杨

梅的新芽啊， 当然也包括映山红的花瓣，
那花瓣嚼起来有种酸酸甜甜的味道。

忙着品尝映山红花瓣滋味的孩子们，
会迎来长辈们的斥责，因为忘记及时给祖
宗们添酒了。 扫墓的流程非常严谨，照看
祭品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活儿更不能有
疏忽。

龙潭村的大多数先辈都安眠在后山，
一到清明，扫墓的人在嫡亲的祖辈那祭拜
完，顺便给血缘不那么近的祖辈墓前再添
炷香。 常常一整个上午过去了，才收拾完
毕回家。

扫墓归途，长辈们肩扛锄头 、手持柴
刀，一边走一边对拎着祭品篮子的孩子们
讲述祖辈的陈年往事。 先祖如何筚路蓝缕
从遥远的地方来到龙潭村落户，一代代人
怎样艰辛奋斗……故事也并不总是那么
一本正经，有时候会夹杂一些好听的传奇
典故，传说一百年前本族长辈如何靠着动
物的接济渡过饥荒，八十年前的家族大祠
堂多么辉煌……

这些故事长辈们每年一遍遍重复，永
不厌烦。 孩子们记不得那么多细节，次数
多了， 渐渐便对本族本姓的历史有了印
象。 尤其是关于祠堂的故事，让孩子们对
这些白砖灰瓦的老建筑有了莫名的亲切
感，再去祠堂里注目祖辈们的牌位，心里

多了些好奇。
这是三十年前的事了， 那时我还小，

没有慎终追远的自觉认识。 清明扫墓后来
到祠堂里， 对于族谱上那些竖排的繁体
字，却有了几分兴趣。 我趴在红漆的长条
凳子上，兴致勃勃地在一排排陌生名字中
找自己的名字，找父亲的名字，然后上溯
爷爷、曾祖父、高祖父……找到自己这条
家庭河流的源头，又找别人家的……找到
最后，可能是两百年前，也可能是九十年
前，这几条河流重合了，原来我们有一个
共同的祖宗。 族谱的排版总是那么古怪，
在这么多繁体字中找出一个名字并理清
它的脉络，要耗费不少时间。 每次找完后，
特别有成就感。 第二年清明时，早忘记了
这些祖辈们的名字，于是再一次在族谱里
沿着自己名字的河流逆流而上……

在逆流而上的第一处，我每次都会停
下来沉默很久。 父亲的名字，已经标注在
了祠堂里一大片木牌中左侧第三排第五
块上面。 我清明去扫墓，多了一个伫立良
久的地方。

从八岁起 ， 我就成了没有父亲的孩
子。 今年春天气温高、雨水足，龙潭村后山
上的映山红又开得红艳艳的吧？ 因为疫情
防控原因回不去，惟愿山川安宁，村庄安
乐，生者安好，逝者安眠！

播种

■ 吴良伦

连续几天都是雨丝纷纷， 可这
天说晴也就晴，第二天一大早，太阳
高挂东山，晴朗且无风，正是父亲希
望的浸种的日子。

种子是去年秋收时就留好的，
半个麻袋，就在楼上的仓里。搭着还
散发着潮气的九档木梯， 父亲带着
虔诚，上楼取出麻袋，开始浸种。

老农无所求，一饱万事足。父亲
就是这样，在他眼里，一年丰收不丰
收，种子是第一关，否则种瓜未必得
瓜，种豆未必得豆。 每年留取稻种，
家里任何人都不准插手， 全由他亲
自弄。 种子是选了又选，晒了又晒，
备得足够多， 为了去潮还必须用麻
袋装，放进楼上粮仓里。

取了稻种，父亲安下心来。院落
里，晒具早已搭好，哗啦啦、哗啦啦，
稻种被均匀地摊在晒具里。 为了让
稻种更好地晒到阳光， 每隔一段时
间父亲就要翻动一次。

兀自静立在院落一角的， 是桐
油涂过的风车，也早已调试备好。晾
晒了一上午的稻种， 匀速地被送入
风车口， 父亲小心翼翼地转动风车
把手，嚯嚯嚯、嚯嚯嚯，些许稻叶和
秕谷被淘汰下来， 留下清一色尖尖
长长、黄灿灿的颗粒。

黑色圆木桶也立在那里，里面
装有早已按比例配好的石灰水。 父
亲说 ，用石灰水浸种 ，一来提暖保
温，二者杀虫消毒。 经过去湿和弃
杂的稻种，该换一个家了。 它们手
挽着手 、肩并着肩 ，安安分分进入
新家 ， 全身心接受井水的抚摸滋
润。 乍暖还寒的夜间，父亲披起夹

袄 ，拿着灯盏 ，检查确认水量是否
合宜、盖在桶上的草毡棉被是否滑
落。 无微不至的侍候下，桶里的稻
种终于醒来，冒出一个个可爱的白
芽，父亲叫它“露白”。

秧田，早于浸种就整好了。我家
的秧田，在父亲多年的精心耕作下，
本是落籽出苗、见风就长的好田块。
尽管如此， 每年清明前夕， 残寒犹
存，父亲卷起裤腿，牵牛下田，一犁
一耙地疏通地气。土壤抖落寒凝，舒
张开周身的毛孔， 迎接露白的稻种
在自己怀里安家。父亲一番忙活下，
秧田整成一块块秧床， 上面还均匀
地洒了草木灰， 秧水自然而然地环
绕秧床。

露白的稻种，被弯着腰的父亲，
一把把抓起， 安在秧床上， 各得其
所，各安其命。 待稻种在秧床落定，
一到夜间， 父亲便竖起耳朵瞪大眼
睛，静听静观天气变化，哪怕稍有风
吹草动，都立马披衣下床，打着马灯
赶到秧田看动静。天气转坏，赶紧给
秧田放进足够深的水， 用来抵御极
端天气给秧苗造成的侵害。待雨止，
又得立马将秧田里的水放个干净，
让秧苗充分享受雨露的滋养。上水、
退水，退水、上水，父亲一天要忙活
好几趟，不敢有丝毫大意。

蜜蜂嗡嗡 ，蝴蝶翩翩 ，燕子翻
飞。 秧苗长成后，被一株株移植到
稻田里。 一排排、一列列，它们起初
按照行距 、株距被均匀隔开 ，在春
风吹拂和父亲的悉心管护下，要不
了多久，它们便会连成一片，分蘖、
拔节、抽穗、灌浆、结实，直至收割，
和父亲一起，完成生命一年圆满的
积淀历程。

心香一瓣献英灵
———李月华事迹采写宣传回眸

■ 王畅平

1972年 5 月初 ， 泗县宣传部通讯组
一位同志，带着初步整理的材料，走进安
徽日报社向我们反映，一年前，他们县丁
湖公社一位女医生冒着 41 度高烧，带病
抢救一位产妇，不幸壮烈牺牲了。这个感
人事迹当即引起报社的关注， 迅速抽调
人手组建采访班子， 当月赶赴丁湖公社
进行采访。

当年带领大家采写的是我省新闻战
线老将、时任《安徽日报》副总编的施培毅，
自始至终参加采访并执笔的有四位同志。

李月华这个先进典型最初之所以引
起我们的重视， 除了她带病抢救产妇以
身殉职的壮举外， 最能打动我们的还有
她坚持业务学习 ，“对技术精益求精 ”的
精神。在“四人帮”横行的当时，这是带有
反潮流性质的可贵品质。 5 月 23 日我们
自合肥出发 ，26 日赶到李月华生前工作
并殉职的泗县丁湖公社， 当天下午即召
开贫下中农座谈会。直到 6 月 4 日，采访
方告一段落。 整整 10 天，我们几乎每天
都在忙着采访李月华生前接触过的基层
医务人员 、贫下中农代表 、社队干部 、学
校教师 、各类病员 、她的亲戚朋友 ，以及
反对过她的人。

采访多半是白天挨着晚上连轴转 。
夜深了，煤油灯下，我们的座谈采访往往
还没结束。那时工作条件十分简陋，没有
任何录音、复印、传真这些如今常用的电
子设备 ，一切全凭两腿奔波 、笔写手记 。
时令已是初夏， 我们住在当地腾出的办
公室里 ，忙着整理采访内容 ，执笔构思 ，
大家各抒己见，力求精益求精，有的说这
样开头，有的说那样结尾；晚上任蚊虫叮

咬，或挥汗“爬格”，或登门“求索”。 有时
为了捕捉新的材料，核实某些细节，大伙
儿还不惜舟车劳顿， 甚至汗涔涔追到人
家田边地头“泡蘑菇”。 有一次为详细了
解李月华在合作医疗中的事例，地、县通
讯组的同志冒着瓢泼大雨， 蹚着齐膝深
的大水， 硬是跑了十几里路才弄清了故
事的“前因后果”。

这篇通讯最初以 《白衣红心李月华》
为题于 1972 年 8 月 3 日在《安徽日报》发
表，立即引起热烈反响，也受到新华社负
责同志的重视。 随后，新华社安徽分社一
位同志加入我们的采写班子。当年 9 月中
旬，我们再赴宿县、泗县，到李月华生前学
习、工作过的地方搜集材料，突出、加重李
月华钻研业务技术的部分，并带着改稿赴
北京与新华社同志一起，调整结构，重新
布局， 再做大幅度增删修改。 同年 12 月
19 日 ，新华社以 《人民的好医生李月华 》
为题向全国发出通稿，各地纷纷转载。 作
为英模所在地的主要媒体，《安徽日报》在
宣传上更是用尽心思，不遗余力。 其宣传
声势之大，时间持续之久，社会反响之强
烈，都是空前的。

在短短半个月内，报纸发社论、发评
论员文章、发照片画刊、发领导部门号召
学习的消息、发各地综合反映、发悼念文
章，运用各种新闻形式，为一个普通的乡
村医生大造宣传声势，这不多见。李月华
的感人事迹实在太多，通讯容不下，弃之
又可惜，我们便将余下的事迹加以精选，
编写成小故事，分为五组配以短评，在通
讯发表后，又连续五天整版做补充刊载，
这也少有。

李月华的形象就这样更加丰满 、更
为明晰地凸突现在广大读者面前， 并产

生了巨大的感染力。在那“众人皆说李月
华 ”的日子里 ，全国各地的读者来信 ，每
天雪片般飞到报社文教组。 编辑们翻看
着信件，眼睛不禁湿润了，因为几乎每篇
文字都是一片情、一团火，催人泪下。 于
是，大家打破分工界限，不论是负责文艺
报道，负责教育科技报道的同志，还是新
分来的大学生， 都积极主动为宣传李月
华而忙碌，署名“文晓平”、配合故事发表
的五篇随笔式短评便是文教组的同志在
短时间内分头急就的。那时，社内外人人
都忍不住要就李月华抒发点什么 ，以
1972 年 9 月 2 日 《安徽日报 》为例吧 ，这
天第三版以整版篇幅刊登山西、新疆、辽
宁 、江苏 、浙江 、上海以及我省各地读者
的来信来稿 ：有的说 ，李月华的事迹 “一
连看了三遍”；有的说，“一口气读完”；有
的说， 把报纸借回家读给全家听，“全家
泣不成声”；有的说，要以李月华为榜样，
教育孩子，勉励同辈。 新疆石油局地质调
查处技术员章家骥来信说，他们单位图书
馆只有一份 《安徽日报 》，争相摘抄者太
多，“于是我们找来铁笔、钢板和蜡纸，连
续苦战 26 个小时，把通讯刻写出来，共刻
了八张蜡纸， 印了 300 份。 就是这样，每
发一份，都有七八个人争着要看，而且来
要材料的人还是络绎不绝”。 一个先进人
物的事迹，一篇通讯报道，在这么多读者
中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力， 这在 《安徽日
报》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榜样的力量无穷。若干年后，飞鸿传
书向报社索取李月华通讯材料的仍然不
断。 1972 年至 1981 年，李月华的事迹通
讯及有关故事文章， 先后三次在安徽人
民出版社结集出书。 人民出版社出版了
施培毅 、余乃蕴编著的 (署名易云 ）传记

文学 《人民的好医生李月华 》，并被译成
朝鲜文版。 《人民日报 》杂志 (日文版 ）全
文刊载通讯， 安徽省博物馆以 《安徽日
报》 宣传材料为基础举办了李月华事迹
展，有些剧团将李月华的事迹编剧演出。
泗县还应广大群众要求， 组织李月华事
迹报告团，从省内讲到省外，一直讲到首
都北京。

星移斗转，事情过去多年。 李月华的
事迹曾经在各行各业群众中产生广泛影
响 ，长篇通讯 《人民的好医生李月华 》经
过时间的考验也得到新闻界的肯定 。 回
顾以往，再忆当年采写的艰辛，不禁想起
施培毅同志一首即兴诗的前两句： 文章
不妨千次磨，未闻愚公惧爬坡。 是的，这
篇通讯的确是在不下百余例的宏大素材
中 ，反复琢磨 ，数易其稿 ，不断 “爬坡 ”写
就的， 它给人带来的新闻思索也颇有教
益。 新华社国内部政文组徐民和参与稿
件讨论修改，曾著文发表这样一段感慨，
他说 ：“《人民的好医生李月华 》与 《白衣
红心李月华》两稿相较，说明了新闻需要
发现。 《安徽日报》等新闻单位的报道，是
一重发现； 新华社补充改写后向全国报
道，是又一重发现。这两重发现都需要一
双慧眼，一种文字功夫，才能发现李月华
精神的可敬可佩， 并将这种精神形诸可
读可感的文字， 从而生发出广泛的社会
影响。当然，第一重发现相对说来更为难
得； 然而没有第二重发现也不可能有后
来那样大的影响，因为这一重发现，是由
生活的原生态发展到了新闻的观念态。 ”
这段书面感悟值得我们借鉴思考。

（1997 年 12 月 原载 《党史文汇 》后
有增改）

春到皇甫山 朱劲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