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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解放前 528 个小时里，以金海、铁林、徐天
三兄弟为代表的市民小人物，在大时代背景下求生
寻“道”，其曲折经历扣人心弦。由徐兵编剧并执
导，孙红雷、张鲁一、尹昉、万茜等领衔主演的电视
剧《新世界》于1月13日登陆东方卫视和北京卫视，
并在腾讯视频、爱奇艺同步播出，赢得了上佳口碑
和热度，成为2020年开年最大的影视剧赢家之一。

该剧以倒计时式的手法，秉持现实主义的创
作态度，还原了历史氛围和历史质感，再现了乱
世北平的民生图景，并且以小见大，聚焦小人物
的行动及思想变化，从全新的历史视角诠释了中
国共产党走向历史舞台中心的深层原因。

《新世界》将笔触付诸鲜活的小人物，将那场
具有历史意义的“战与和”的较量，投射在剧中
刻画的以“北平三兄弟”为代表的小人物身上：
在命如草芥的末世北平，他们内心忐忑不安；在
时代的洪流中，他们观望、选择、等待、向往；

面对新旧世界的更迭，更有以田丹为代表的、为
和平解放不顾个人安危、四处奔走呼吁的人们。
在正邪交锋的历史时刻，处在不同阶层、面对不
同境遇的人们，都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新世界》刻画的不是概念的、平面的群体，而
是呈现了充满人性的、生活化的、多面的破晓前夕，
力图展示新旧世界交替的背景下，社会大众认识、
渴望迎接新世界的民意共识建构的过程。田丹的
出现，让三兄弟的立场发生了转变。正义凛然的徐
天，为追查凶手在绝境中结识田丹，为协助中国
共产党和平解放北平做出了贡献；铁林为了自己
的前程到处攀附，不断谋划杀害田丹，最终众叛
亲离；金海最初按照上级指令囚禁田丹，但随着
对事态的了解，体会到中国共产党为人民的初心，
觉醒后开始帮助田丹。大时代下小人物的坚守和
每一个角色的困惑与成长，不断引发观众的深思。

新中国成立的过程是一步步得道得民心的过

程，这个过程充满艰险，也充满挑战。中国共产
党一步步得到北平各界的理解、认可与支持，他
们跟随共产党人的步伐，穿过混乱和黑暗，迎接
新世界的到来。这部剧真实而又丝丝入扣地表现
了这个过程，令人感动，催人奋进。

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文学向
来具有反映社会、鼓舞人心的作用，在举国上下
万众一心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的今
天也不例外。文学工作者们提笔展卷，将行行诗
句、篇篇散文打磨成投向疫情的锋利匕首和凝聚人
心的钢铁长城。

疫区人民，我们与你们同在

志之所至，诗亦至焉。发端于武汉的疫情牵
动着全国人民的心。各地作家们用暖心的笔触表
达了与武汉、湖北人民共抗疫情的决心。

浙江作家黄亚洲在疫情发生不久，就创作了
组诗 《意志背后站着胜利》，其中的 《艰困时刻，
让我说，我是杭州人》写道：“我不再纠结，我不
再问凭什么/就凭都是中华同胞，就凭都是华夏儿
女/就凭武汉与杭州同属长江中下游地区，我们/实
在不忍看见/长江边那座最美丽的黄鹤楼，也几乎
变成隔离病房。”诗人用黄鹤楼指代武汉，用不忍
的情绪表达了深深的同胞情。

“您好/我那些困在江汉的手足乡亲/此时/本应
是笑靥灿烂/此刻/本当是欢声串门/但猝不及防的
惊变/夺走了我们愉快的心情。”重庆作家吴文的

《一封家书》，开篇以第一人称口吻问候邻居——
湖北的乡亲们！在作家眼中，巴国渝州和楚天江
城是手足相连的兄弟，誓要“共荣辱！同命运！”
湖南作家龙红年的 《请给武汉挂一盏灯》 结尾写
道：“请把窗打开，请把桌凳清扫干净/请为武汉/
挂一盏灯。”表达出对武汉人民的深切祝福，兄弟
省份的手足情在作家笔下展露无遗。

作为此次疫情的重灾区，身处湖北的作家们
想说的话更多。谢春枝在武汉“封城”第4日创作
的 《隔离》 中写道：“阳光与生活不会隔离/俞伯
牙与钟子期的琴声，不会隔离/高楼与高楼的喊
话，不会隔离/我与你，流沙一样的光阴，不会隔
离/这千年的城郭，与安宁祥和，不会，隔离。”
表现出了战胜疫情的决心。

这些诗作抒发出人民的心声，引发读者强烈共
鸣。刘汉俊的长诗《致敬武汉人民》写于 1 月 23 日
武汉市内公共交通停运、离汉通道关闭的当天，作
者在诗中呼唤全国人民携起手来，和武汉人民、湖
北人民站在一起。“武汉人不怕面对困难与凶险，怕
的是没有理解与同情。武汉人不怕做出割舍与牺
牲，怕的是没有光亮与温度。”诗人写道：“有一座城
市，叫众志成城……有一颗信心，叫万众一心”。

刘汉俊说：“我是在北京工作的武汉人，原计
划回武汉过年，却被疫情打乱了计划。看到家乡
人民为防止疫情蔓延做出的牺牲，我很感动也很
难过，于是写了这首诗。武汉人民是疫情最大的
受害者，我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同情、帮助武汉
人，共克时艰。”这首诗在学习强国平台上的读者
阅读量超过1736万，点赞人数超过55万。

逆行者，我们向你们致敬

在抗击疫情行动中，有一批伟大的“逆行者”，
他们放弃休假、放弃与家人团聚的机会，从温暖的
家来到医疗一线，用生命拯救生命。苏沧桑的《致
逆行者阿弟》就是这样一首写给英雄的诗。

在诗歌的开头，作者这样写道：“阿弟/鼠年
大年初一/八十岁的母亲抚摸着电视荧屏上的你/援

鄂医疗队的一百四十一分之一/母亲认不出全副武
装戴口罩的你/认出了那个领誓的声音如此熟悉。”

苏沧桑说：“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我同事的
弟弟是浙江省援鄂医疗队的一名成员，大年初
一，他在本命年的第一天凌晨3点接到通知，出征
湖北。”没有道别，也没空打电话发微信通知家
人，“阿弟”80多岁的母亲只能通过声音分别荧幕
上的儿子。“老母亲辨认出儿子时，用手几次抚摸
电视机上的画面。”苏沧桑讲到这里时几度哽咽，
以此为题材，她创作了一首诗。

诗以言志为体，以感人为用。作家们饱含深情
的笔触下，当代医务工作者的崇高形象呼之欲出。

1月23日，原第一军医大学赴小汤山医疗队全
体成员向南方医院党委提交了一封《请战书》，这
些曾在 17 年前赴北京抗击非典疫情的战士们在

《请战书上》印下了自己鲜红的指纹。黄亚洲以此
为线索，写下了 《求战书上，这些螺纹的形状》：

“他们是在除夕之夜出发的，求战书上/所有血色
的螺纹都迅速转动了，成为高铁车轮/他们愿意在
大年初一，直接/面对死神。”战士们的精神深深
感染了诗人，他将这一枚枚鲜红的指纹比喻成

“密密麻麻的‘八一’形状”。
徐鲁的散文 《一枝一叶总关情》 讲述了一名

蕲春县普通医务工作者的故事。这位女护士大年
三十从北京赶回湖北，却遭遇武汉封城。她辗转
从太湖县弥陀镇步行 80公里到蕲春县漕河镇，硬
是走回了抗击疫情的岗位。徐鲁写道：“什么是

‘英雄儿女’？这些年轻的、美丽的，在关键时刻

毅然剪掉心爱的长发，义无反顾地走进重症病房
的普通的医护人员，她们就是了。”

王久辛的 《这些高尚的人》 写给奔赴抗疫一
线的战友，阿成的 《天使》 礼赞伟大的医务工作
者。许岚的 《最美逆行者》 对逆行者的名字做出
了独到解读：“白衣。是你们忠贞的姓氏/天使。
是你们天人合一的名字”；邵悦的《逆行者》写英
雄之所以不凡是因为：“别人一心想逃离这座城/
而你，一心想冲进这座城里/冲到没有硝烟、不见
敌人的战场。”陈繁华 《赞上海援鄂医护人员》、
王丽娜 《清平乐庚子抗疫为勇士赞》、味易 《七
绝·闻解放军医疗队驰援武汉》等作品则用古典诗
词形式礼赞对当代英雄。

作家们，请拿起手中的笔

各级文学组织和文学期刊通过各种形式的征
文征稿，呼吁广大作家拿起手中的笔，发挥文学
作品鼓舞人心、凝心聚力的作用。

湖北省作协在 《致全省作家和文学工作者的
一封信》 中鼓励全省作家“带头做防控抗击疫情
的‘宣传员’、带头做好防控抗击疫情的‘记录
员’”；《诗刊》 社和中国诗歌网举办“同舟共
济，以诗抗疫——全国抗疫诗歌征集活动”；人民
网、《中国作家》联合发起“人民战‘疫’”文学
作品征稿；陕西、江苏、山东、浙江、黑龙江、
宁夏、广东、吉林等省作协纷纷发出倡议，呼吁
作家搜集讲述疫情防控一线的感人事迹、宣传预
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知识，并组织各类主
题征文活动。

这些倡议得到了广大作家和文学爱好者积极
响应。

深处疫区的湖北黄冈作家黎耀成大年初二一
早就拿起笔，写下了 《你是英雄——致抗击新冠
肺炎的逆行者》 一诗，开头写道“你的脚步/来去
匆匆/再熟悉的人/也是陌生面容/一身洁白的防护
服/顿时/让人泪眼朦胧”。湖南作家杨志宏是湖南
岳阳临湘市电视台记者，他将大年三十采访市人
民医院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部的经历写
成散文《春光穿越疫情之夜》，记录下基层防疫工
作的点滴。杨志宏说：“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的今
天，我们当有所作为。”

文学战线上，一场文艺战“疫”的斗争已经
打响……

本报电（龙 彦）“不需要你记得我，我早已习
惯了寂寞，不用你感谢我，我的故事就是平安祥和，
攻坚克难我不退缩……”日前，黑鸭子组合发布公益
歌曲《我不退缩》，赞颂疫情防控一线的英雄们无私
奉献的精神。

这首歌由郑锋作词，王国欢作曲。王国欢说，在
这场战役中，广大医务工作者、公安民警、辅警、媒体
人及志愿者等恪尽职守、奋勇请战、视死如归，谱写

了最美的“逆行者”乐章。“我们音乐人能做的就是用
深情温暖的歌曲和优美婉转的歌声，为‘逆行者’鼓
劲，为病患者助力，为祖国加油。”他介绍，这首歌用5
天时间作词、作曲并制作完成。黑鸭子组合的歌手
张继心、杨茗淇、李美秀表示，她们想通过这首歌向
所有奋战在一线的“逆行者”致敬，“希望他们保重自
己，早日战胜疫情，平安归来。同时也想提醒大家做
好自身防护，万众一心，尽快打赢这场防疫战！”

作为国家艺术基金传播交流推
广资助项目，沈阳师范大学戏剧艺
术学院师生近日带着50多箱展品赴
美，在 3 所大学、一所中学、一所
小学进行了“东方神韵·粉墨中国”
中国戏曲脸谱国际巡展美国站访
问，受到当地师生的热烈欢迎。

京剧是中国传统戏曲艺术的杰
出代表，在戏曲文化中，脸谱对外
国观众而言相对直观易懂，是映射
中国美学蕴涵，传播中国故事的优
良载体。

沈阳师范大学既是我国唯一在
综合类高校开设戏曲表演专业，同时
覆盖中小学、中专、本科、研究生教育
的高校，也是唯一一所开设戏曲表演
专业的师范类大学。沈阳师范大学
戏剧艺术学院被教育部首批认定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它的
前身是成立于1959年的辽宁省戏曲
学校。为这次国际脸谱巡展，院长
张威教授结合教学、传播、产业成
果的代表性内容，精心设计了包括
视频、线谱实绘、文创产品、工作
坊等，旨在立体、全面地向美国观众
展现中国戏曲艺术。

“我要去中国上学”

在加州州立大学萨克拉门托分
校，中国戏曲脸谱不仅吸引了大学师
生兴致勃勃地参观、参与活动，令校
方深感意外的是，还有社区居民络绎
不绝地驱车赶来，使得一直希望能扩
大学校影响力的校方喜出望外。

欣赏了“大国工匠·宣纸脱胎立
体浮雕脸谱展”后，加州州立大学
国际事务副校长保罗·霍夫曼问随行
的脸谱非遗项目传承人程少岩：“听
介绍说您已经80多岁了，戏曲艺术
在中国还有年轻人学吗？”沈阳师范
大学戏剧艺术学院的教师们告诉这
位副校长，每个周末，学校向市民
免费开放的惠民课堂都坐满了前来
系统学习的普通市民。旁边的美国
师生和社区居民纷纷问道：“是完全
免费的吗？”“他们的学费谁来出？”
中国老师回答说，完全由政府资
助，周围一片“哇”的惊呼。“中国
是刚刚开始做这样的艺术培训吗，
以后还有吗？”“年年都有，已经连
续做了好多年了！”听到这样的答
案，一些美国学生和居民瞪大了眼
睛，表示难以置信。在戏曲教学领
域工作了 30 多年的张威告诉他们，
中国不仅对市民的戏曲教育完全免
费，连中专、大学戏曲专业的学生
都免除学费，由国家全额资助。围
观的美国大学生马上大喊：“我要去
中国上学！”“我现在还背着学费贷
款呢！”包括美方校长和学生在内，
现场笑作一团。

按线谱绘制中国脸谱
带回家

每到一个城市，“雅韵中国·脸
谱文创作品展”的展厅里总有美国
观众问，能不能买下展品带回家。
沈阳师范大学项目组参加深圳文创
产品博览会时，也是询问者甚众。
在新泽西城市大学展出时，当一个
坐着轮椅的美国学生得知不能将展
品买走时，流露出遗憾失落的神

情。老师们马上把她引至“遇见戏
曲·中国戏曲体验之旅”的展台前，
教她自己按着线谱绘制一个脸谱带
回家。“必须要按照线谱范例的样子
画吗？”“为什么不能想涂什么就涂
什么呢？”美国师生七嘴八舌地提
问，一笔一画地描绘。

一位金发碧眼的美国姑娘悄悄
找到手工制作展台的指导者——沈
阳师范大学戏剧艺术学院美术设计
系讲师庞卫娜。原来，这位姑娘再
过三个月要结婚了，新郎是个中国
小伙子，新郎的妈妈要为她准备礼
服，问她喜欢什么样式，可是她分
不清传统结婚礼服和这次展览上展
出的舞台戏服有什么区别，这才借
观展的机会求助。她悄悄瞟了一眼
大屏幕上正在播放的英语视频纪录
片 《追根溯源·中国脸谱的前世今
生》，“这部纪录片里说，每种颜
色、每个动物图腾都有特殊的含
义，我怕穿错了闹笑话。”庞卫娜马
上掏出手机，找了许多漂亮的中式
传统礼服图片让她选择，她如获至
宝地用手机存下来。临走她告诉庞
卫娜，她很期待婚后能在中美两国
之间交替居住，更期盼在中国生活。

本报电 （牛立超） 计划出版 8
卷本、250 万字的 《松江人文大辞
典》，日前已完成辞条的收集与遴选
工作，首卷将于今年出版。

2019 年 6 月，《松江人文大辞
典》 编纂启动。这是一部“上海松
江人自己的大辞典”，集结松江乡贤
人文智慧，用自己的人编自己的大
辞典，努力将前人与今人留下的文
化财富完整交给后人，为人文松江
建设添上精彩的一笔。

该辞典编辑全部由松江文艺人
担纲，辞典分为文学、戏剧、曲
艺、音乐、舞蹈等23个分科，各分
科设主编。他们中有年逾七旬的老
者，也有新生代的中坚力量。与之
同步确定的还有大辞典的百科属
性、任务分工和时间进度表，包括
松江地域内的人文现象、文化活
动、文化样式，松江文化艺术的流
派、团体、人物、作品，与人文相

关的建筑、景点、文物以及松江人
的精神文化生活……预计 2022 年 6
月完成。

“ 《松江人文大辞典》 作为全
国首部以人文专题形式编纂出版的
大型工具书，将具有重要的引领与
示范作用。”对大辞典的价值和意
义，上海辞书出版社历史地理编辑
中心主任王圣良给予高度评价。

编纂《松江人文大辞典》，挖掘与
弘扬“上海之根”人文底蕴与“江南文
化”历史精髓，将进一步为人文松江
建设夯实基础。上海戏剧学院学术
委员会主任、松江区文联主席、《松江
人文大辞典》 执行主编陆军表示，
全面完成编纂出版后，人文松江创作
研究院还将充分利用已有的学术资
源，分专题对上海之根的历史与现代
文化展开深度开发与多维研究，再
为人文松江留下一批可传播、可传
承、可传世的成果。

诗文垒就钢铁长城
——文学界以笔为援抗击疫情

本报记者 张鹏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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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化雨·走进中国戏曲”互动讲座和戏曲工作坊中，美国师生纷纷
登台学习京剧 沈阳师范大学供图

“春风化雨·走进中国戏曲”互动讲座和戏曲工作坊中，美国师生纷纷
登台学习京剧 沈阳师范大学供图

“遇见戏曲·中国戏曲体验之
旅”的展台前，美国学生在绘制脸
谱 沈阳师范大学供图

◎中国战“疫”系列报道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