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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央视一套黄金时段热播的主旋律电
视连续剧《青山不墨》以主题精深、艺术精湛、制
作精良赢得广泛口碑，收视率攀升。宏大主题
叙事、重大历史转折、红色基因传承，这部年代
大剧彰显了百年来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在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坚定信
念。《青山不墨》坚守人民立场，书写人民史诗，
以人民的力量筑起生态文明屏障，护佑子孙万
代青山常在永续利用。

以重大历史转折为节点
深化生态文明主题

《青山不墨》作为主旋律电视剧亮点非常
多，但生态文明主题格外引人注目。20世纪末，

“天保工程”战略实施，旨在通过人工造林和自
然恢复的途径，改造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从而
将大小兴安岭纳入可持续发展体系，林业生态
文明建设拉开大幕。《青山不墨》主题叙事并非
聚焦这一时间节点，而是追溯历史，定位在中国
社会迎来翻天覆地重大转折，中国共产党领导
中国人民全力以赴建设社会主义新家园。以建
国初期开发建设为时间节点，深化生态文明主
题，歌颂生态文明先驱，正是《青山不墨》对主旋
律电视剧的贡献。

黑龙江自然秉赋得天独厚。作为共和国长
子，黑龙江为国家建设输送了大量粮食、木材、石
油、矿物、畜牧等资源。作为中国森林工业基地
和生态安全屏障，黑龙江以大小兴安岭、张广才
岭、老爷岭、完达山脉有效地阻挡了来自西伯利
亚的寒流、蒙古高原的沙尘暴。据 2021年黑龙
江省林业和草原局统计数字显示，目前黑龙江林
地面积 2617公顷，森林覆盖率 47.3%，森林蓄积
达到22.4亿立方米，是名符其实的生态大省。

从资源大省到生态大省，正是电视剧《青山
不墨》所反映的历史阶段。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
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青山不墨》所要追溯的
历史，所要展示的剧中人正是无私奉献的新中国
第一代林业工人，他们在国家建设需要木材的时
候，拼尽全力支援国家建设。在没有机械工具缺
少粮食的困难情况下，发明四季锉锯法、流水作
业法、安全伐木法，用一线工人的智慧提高产
量。又在高产稳产的同时树立起植树造林思想，
实现了越采越多永续利用的生态循环。马永祥、
郑毅就是现实生活中的原型马永顺、张子良。正
是这一批新中国奠基人，以三代人的力量守护着
大青山，探索出一条青山常在永续利用的生态路
子，为后世提供了可持续发展的典范。人不负青
山，青山定不负人。今日的故事原型地伊春已经
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生态之城，森林覆盖率超过了
80%，山川苍郁，景色优美，演绎着一个“人和心
总有一个在伊春”的文旅传奇。

以追求写真的艺术手法
镌刻中国精神的时代丰碑

《青山不墨》作为主旋律电视剧，以精湛的
艺术手法营造气氛、雕刻人物性格、描绘生活细
节、制造矛盾冲突。所有艺术手段的运用其前
提都是突出现场感，强调照相机般的真实。使
电视剧具有一种“穿越气质”，带领观众亲身体
验了极寒天气冰封山林的伐木大会战。随着画
面不断闪过，一个个特定时空，带入感极强，其
爬冰卧雪寒风刺骨令观众感同身受。

每一部电视剧都会呈现独特的环境基调，从
而为作品铺设一条叙事渠道，让故事垒架而起，

凝重的青铜底色就是《青山不墨》严肃庄重的色
调。无论是采伐现场工棚道路，还是林场院落居
家摆设，都呈暗色调，与圣洁的白雪形成对比。
在青铜底色和白雪环绕下，每位演员身上似乎都
能敲击出铮铮铁骨的声音，雄伟而强悍。

在这种底色上，生动的人物形象，让一切都活
色生香起来，为土味十足大刀阔斧的雕刻提供了
基质。以往，我们常常失望于有的主旋律电视剧，
会在突出宏大主题叙事时，失手于人物表达，造成
人物空洞不接地气的硬伤。《青山不墨》剧组选择
的群众演员都是60多岁能够有力地承载这段命
运的林业工人。他们最容易找到感觉，他们浑身
都散发出开发建设时代的气息。从喊森林号子

“咱们工人，哼哈嘿”“有力量，哼哈嘿”，到劳动间
歇围拢一起大谈特谈狍子、野猪习性，还有长期
伐木练就的一副顺风耳，连几百米之外的木头几
分钟后“顺山倒”都能分辨出来。这些普通但又
并不普通的英雄群像，就这样烙印在观众心里。

电视剧之所以能够吸引观众追剧，很大程度
上需要契合观众的心理期待。而高水平的矛盾
冲突设计，往往会把戏剧推向高潮迭起，引发收
视效果。矛盾冲突的设计也即埋伏着很多包袱，
从而使故事情节步步深化，形成内在张力。《青山
不墨》的矛盾主要来源于上级不断压担子提高产
量，而生产工具落后、粮食短缺。面对五万立方、
十二万立方等任务加码，甚至“完不成任务提头
来见”的紧张局势，增产就等于上战场，勇者上逃
者下。马永祥接替王福民担任一大队长，表面上
是王福民闹情绪不上班，实际上是逼马永祥大胆
拿自己开刀树立权威的手段。当上级准备树王
福民为负面典型时，这个谜底才由郑毅揭开。而
此时，观众才猛然醒悟，被情节深深地感动，满足
了观众不希望两兄弟闹翻的心理期待。

为原汁原味地展现黑龙江大森林原始自然
风光，剧组从原始森林到崎岖山路，从林场小院
到工地窝棚，都采用了实景拍摄。冬季正是伐
木黄金季节，在千里冰封严酷的自然环境下，不
仅展示了中国工人大无畏的牺牲奉献精神，体
现了中国精神、中国力量，也将黑龙江的大美风
光尽收眼底。

以现实主义创作自觉
传承英雄文化基因

黑龙江是盛产英雄传奇的地方，是抗联精
神、北大荒精神、大庆精神、铁人精神诞生地。
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开发建设时期，每个历
史阶段都会诞生一大批文艺作品，歌颂这块土
地上发生的无数催人奋进的英雄故事。

从萧红、萧军、金剑啸、舒群、罗烽、白朗等
抗战文学先锋的家国情怀，到延安革命老区带
来的现实主义文艺创作理念；从萧红的小说《生
死场》、金剑啸的诗歌《兴安岭的风雪》、抗联的
歌曲《露营之歌》、解放区的电影《中华女儿》《赵
一曼》，到新中国的小说《林海雪原》、新时期的
电视剧《赵尚志》，以及新时代的舞台剧《黑龙江

“四大精神”颂》、电视剧《东北抗日联军》《共和
国血脉》《超越》、电影《战火中的芭蕾》等大批文
艺创作，都在歌咏这块土地上平凡而永恒的英
雄人物。

优秀的文艺作品是时代的精神给养，时代
呼唤励志之作。《青山不墨》以现实主义创作自
觉，传承了这块土地世代吟诵的英雄文化基
因。作为一种优秀的精神资源，《青山不墨》在
新时代引导我们回望历史，敬仰英雄，凝聚起干
事创业的信念，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加油鼓劲。

假日与爱人轻装简从去了海边。
上午漫步海滩，见一老者岩边垂钓，

“目似暝，意暇甚”，似乎在钓海。
“有鱼吗？”走至老者面前的时候我

脱口而出。
“呵呵，只图开心。”老者依然安坐，

目光祥和。
“他在钓快乐”，离开时我看看爱人，

顺便小声诌了一句，“君子寡欲则不役于
物也。”

中午我回去午睡的时候爱人已经备
办好整套钓鱼工具。我们选择一处平缓
岩石坐好。一顿手忙脚乱之后，一竿在手，
我开心地笑起来，钓点快乐就不虚此行。

海浪轻轻地涌，海风轻轻地吹。海
鸥在海面盘旋，偶尔贴近海面，在我为它
担心的同时，它已凌空而起，也把我的目
光带到远处。

左右陆续而来的几位垂钓者，各踞
其位。不远处一位中年男子频频起竿，
举竿时满脸的灿烂。身旁的一位老者起
身，收拾东西，向中年男子的位置靠拢。
才过去不久，两人的钓线缠在一起，难解
难分之中只好剪断钓丝了事。

不再欣赏远处的风景，开始目不转
睛地盯住鱼竿，鱼竿稍有抖动就催促爱
人起竿。旁有一人热心指点：“鱼竿左右
摆动可能是风的作用，鱼竿向下沉才可
能是鱼上钩了。”虽然明白此理，但总感
觉鱼竿在动，也就依然下意识地催促爱
人起竿。

“要不咱们也换个地方？”一无所获
后我试探着问爱人。想起寓言故事中的

那只小猫，又不禁哑然失笑。
“你不是钓快乐吗？”爱人反问我。
“没有鱼能快乐吗？”发现爱人的眼

神，突然反应过来，马上改口，“有鱼岂不
更快乐？”

“二者不可得兼呢？”他还穷追不舍
起来。

在他说话时我注意到鱼竿微微下
沉。“快！快！”我不停地催促着。双眼紧
紧盯住鱼竿，鱼竿出离水面的时候才发
现是只带着泥沙的黑色塑料带。

“唉”，我轻声叹气，“忙了半天，是条
小鱼也好。”

铅坠又被岩石卡住了，这已经是第
四次了。无论怎样变化起竿的角度，鱼
竿还是纹丝不动，无奈之下只好挣断钓
丝。此时只剩最后一个铅坠了。

“你在这儿，我去买！”我迫不及待地
离开海边，来到码头。码头上有许多正
在织网的渔家女，她们的视线随着我匆
匆的脚步在移动。

回来的时候看见爱人正举着竿，竿
上一条一尺左右的鱼在挣扎着。我急忙
奔过去，兴奋得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在
大家的帮助下我俩终于把鱼钩从鱼嘴中
取出，把鱼装入塑料丝网中。

“再钓上来一条就收工回家！”我们
约定好。

“又来了！”呵呵，是一条小鱼，十厘
米左右。

“你的鱼钩太小，只能钓小鱼，换大
的！”想起余秋雨笔下的那位倔强的只用
大钩钓大鱼的瘦老头。

“你最初是想用直钩钓鱼吧？”爱人
笑着提醒我。

此时海浪已经汹涌起来，海风也强
劲起来，在一浪高过一浪的呼啸声中我
们一再后退，可我丝毫没有撤退的意思。

“不换也行，不钓也行，可再钓一条
就更开心了。”我自言自语。

说笑间爱人突然起竿，竿上摇摇晃
晃的是一只张牙舞爪的小螃蟹。我高兴
得大笑，要撤退了还能有收获。可没有
想到取钩的时候爱人的手指突然被螃蟹
的钳子死死夹住。看着他蟹钳下渗出鲜
血的手，瞬间的手足无措后，我咬着牙两
手用力分开蟹钳，终于把他的手解救出
来。原来钓小鱼也需要一点代价啊。

此时大海面目狰狞起来，天空昏暗
下来。看了看表，我知道不走来不及了。

两个人离开码头，拎着战利品，一路
说笑，喜不自禁。环顾四周，看看码头上
已不见了织网的渔家女，我们又继之以

“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的
歌声。

看着手中一大一小的两条鱼，我暗
暗问自己，“虽然本为快乐而垂钓，但如
果忙忙碌碌却两手空空，还能快乐起来
吗？”如果不够快乐，可那也并非因为没
有新月当空、水平如镜那样的清雅画面，
而实在是因为身上缺乏“烟波钓徒”的那
份怡然恬淡之性，闲适自在之情，更不用
说“寒江钓者”身处孤寒之界而我行我
素，足履无人之境而处之的那份泰然了。

物欲面前，孰能淡定？独钓快乐，谁
人能够？

王世敏《纯净的天空》 木版油套 74.7×105.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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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春雷牧场的太阳还没
有爬上来的时候，我妈妈就
已经从温暖楼房的席梦思床
上爬起来，步行二里地走到
她的“后花园儿”巡视一圈
了。在牧场笔直的大道上，
在即将放亮的天空下，一个
移动的小黑点儿，我妈妈两
条老细腿很卖力气地“捣腾”
着，即将迈入她第七十九个
胜利的春天。当然，这崭新
的“战果”距离她自己定的

“小目标”一百二十八岁还远
着，还要继续努力。

生态文明视角下的
“主旋律叙事”

电视连续剧《青山不墨》观后
□郭淑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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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庆，人们开汽车、骑单车，
抑或是乘24路公交车去黑鱼湖景区
兜风的时候，春雷牧场那座小院儿
是必经之路。小院儿里那间六十多
平方米的红砖平房，是我家的老
房。鸡窝、兔笼、大水缸、露天小灶
台、仓房，都在。屋檐下的燕窝也
在。房前小菜园直通公路，平平展
展等着老主人的再次播种。每天来
溜达一圈儿，不卖不租，就留着自己
玩儿，我妈妈说，这房子留着，你爸
在那边儿，就能看着咱们的好日子。

我妹上小学二年级时，我家喜
迁新居，从牧场边角旮旯的普通平
房搬到一户离车站很近，离学校也
很近，有自来水的高级平房。所以，
她比我和我弟少走不少上学路。但
她并没捞着什么便宜，以至于很多
年后还耿耿于怀“翻旧账”，嫌自己
胳膊粗，比我和我弟的都粗，夏天都
不敢穿短袖，都是给我妈拎水拎的。

那时候，我和我弟都在外上高
中。我妈“老姑娘”长“老姑娘”短的
一哄，我妹就帮她干活儿。捡柴火、
烧火、拎水，成了家常便饭。

房前的菜园里有一口大缸。那
缸足有半人多高，一个大人蹲进去，
不露头。干旱季节，我妈把它坐在
菜园里当镇园之宝。

我妹生气啊，那东西像个喝不
饱的水怪，总是缺水。一桶又一桶
好不容易装满，没几天，又被我妈

“祸祸”没了。一放学，我妹就先趴
水缸看，水面一降，她就心疼，赶紧
再去拎水，补上。整天跟大缸较
劲。大号铁皮桶，浮溜儿浮溜儿的
水，一荡一荡的，十几岁小姑娘，一
手拎一个，拎着拎着就行走如飞，一
滴水都不洒出来。那水平，快赶上
电影《少林寺》的小和尚了，也难怪
我家的菜园子永远长势喜人。

所以，我妹胳膊粗，直接怨我
妈，间接怨我俩。当然，两只粗胳膊
后来也挺替主人长脾气的。多年以
后，刚从警校毕业的小毛丫头我妹，
被派去参加全市公安系统大比武，
拿回了个女子射击冠军。子弹在
飞，直击靶心，十环十中，谁能想到
拿这奖牌，不只因集训有效果，还源
于在家“扛活”时练就的扎实“铁桶
功”底蕴呢。稳稳的臂力和持久的
耐力，能从容应对子弹的强大后坐
力。这功劳，有我妈一半。

后来，我妹成了系统大比武阵
阵落不下的穆桂英。

夏天时候，时间宝贵的我弟休
过一次假，来我妈家驻扎。他换上
工服，戴上手套，罩上帽子。然后，
深吸一口气，从我妈现居的六十平
方米小楼房里，清理出三手推车“宝
贝”。那里面有我二十岁时候的裙
子，我侄子外甥小时候的棉裤，还有
不知从哪里捡回来的人造革包包和
七扭八歪的皮鞋。

在此之前，他们娘俩儿做过一
次正式谈判。我妈最终答应儿子可
以清理，但不许像我爸当年那样给

扔到大街上、大沟里，那她还要走
很远再捡回来，给她添麻烦。

我弟弟一咬牙都答应了，然后
不分昼夜埋头苦干了两个整天，这
位业务娴熟的自控仪器仪表国企

“大工”，这位拥有诸多粉丝中医路
上走挺远的“大师”，汗流浃背地，
推着车、猫着腰、埋着头，把那些古
老的、一触即破的破烂，完好无损
地运到平房院里，任由它们在大好
天光里自生自灭。

他有本事，能在不惹我妈生气
的前提下，曲线解决这困扰我家很
多年的老大难问题，也算为牧场的
爱国卫生运动做点儿小小贡献。

那是个挺好的三代户小院
儿。三十年前，崭新崭新的。房子
守着路边儿。我爸坐在床上就能
看见 24 路公交车一趟一趟地过
去。早些年，是长长的大挂车，每
天只有一趟，一去一回，这一天就
过去了。后来，车身变短，颜色变
新鲜，车次也增加了。窗户上，天
天上演一道动图。

我们像小鸟一个一个飞出家
门，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每
当我们背包罗伞地乘车回来，或是
乘车走，我爸都能从窗户看见。

房前的小菜园，紧连着高高的
公路。三棵围起来当栅栏的小树
杈慢慢长得遮天蔽日。我爸歪着
头，侧侧身，从上下车的人堆儿里
搜寻我们仨的影子，不定就把谁给
等回来了。

大雪纷飞里，他的孩子，不过
是一个小红点儿或是小黑点儿。
我和我妹曾经各有一件长到脚脖
的棉服，我的粉红粉红，她的翠绿
翠绿。我弟耍酷，一身牛仔棉服不
下架，总是缩着脖子回来，又缩着
脖子走。说也不听。

无论我们什么穿戴，都能被我
爸一眼认出来。他能准确计算，从
我们下了车，到进屋的时间。我妈
更准时把饭菜摆上桌，把留了好几
天的好吃的宝贝似的端上来，我爸
笑眯眯则松开酒壶的脖子，死气白
咧地把好吃的塞到我们嘴里，再眼
巴巴等着反馈评价。

虽然，他已经没有了一条
腿，依然会标准地盘坐。那个
姿势，大学军训时他就练过。
他还练过气功。他游泳得
过全红色草原牧场第一
名。刚毕业的人，身体素
质杠杠的。

他把自己的生活安
排得很有秩序，假肢、拐
杖、水杯、酒壶、毛巾、手
电筒、药箱、听诊器、扳
手，都放在触手可及的地
方。尿壶，藏在床下最
隐蔽处。床上，一半给
各种物件，一半给他自
己小小的身体。

平房的前院，屋檐
上住着一窝燕子。燕

子年年来。有一年下大雨，一只小燕
子掉了下来，老燕子急得上下翻飞，
我爸拄着拐，我妈打着伞，帮它们把
窝修好，把小燕子举了上去。等到我
外甥出生的时候，燕子已经是我家的
老朋友了。

外甥小时候肉嘟嘟的，眼睫毛又
黑又密又长，简直能托起一只燕子
蛋。他三岁的时候，我侄子五岁，我
女儿六岁。仨小崽儿像三只小燕子，
叽叽喳喳，挤在笼子边儿看兔子。那
只兔子叫加利福尼亚，浑身雪白，却
是黑眼圈儿，有点儿像一只袖珍大熊
猫。它的伙伴叫比利时，浑身毛皮暗
黄色。这两只远道来的种兔，特别能
生孩子，那些孩子又特能打洞，只能
把它们关进笼子，不许出来。

我妹生我外甥的时候，没少遭
罪。但她儿子却被她喂得像我妈园
子里的大冬瓜，没心没肺的长势喜
人。那小子，估计是睡前童话看多
了，真以为那兔子是好朋友，就把肉
嘟嘟的手指头，当做胡萝卜伸给他朋
友，加利福尼亚当然不客气要“尝
尝”，马上，两只白花花的牙印儿上，
就汩汩冒出一排滚圆的小血珠。

能有多疼啊，那小孩儿八成是被
大人们的惊讶表情吓哭的。饭也不
做了，全家人紧急去医院打破伤风
针。那倒霉孩子，被我们大人按得死
死的，脚朝天，动弹不得。他气炸了
肺，杀猪一样嚎叫。踢踢打打，一急
之下，一杆子童子尿笔直上天，蹿出
一股子寡不敌众的愤怒和委屈，那
尿，又落回到自己肚皮上，连胶皮床
垫和几块地板砖，都给洗礼一番。小
护士吓得直躲，艾玛，这小孩儿气性
真大，“识浇”，“识浇”！

那年，我女儿脑袋才到桌子那么
高，她挤在大人堆儿里，对小弟满怀
同情，当然也对那道气贯长虹的“喷
泉”印象深刻。啥是发小？就是知道
老底儿的意思，这种交情，无人能比。

很多年过去，已经长成一米九二
的国家二级运动员、刚走出 985校门
独自行走江湖忙成“飞人儿”的大帅
哥我外甥，跟女朋友聊天的时候，自
己这段儿时壮举他一般不会提。

小
院
儿

□

崔
英
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