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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群众演员演员
□ 蒋子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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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赵半狄平行世界里的意识漂流
□ 千夫长

乌镇散句 （外一首）

□ 刘春潮

投稿邮箱：zhuhaiwanyun@163.com

海和月亮 （三首）

□ 唐晓虹

走进一座庞大的影视拍摄基
地，眼界大开，或曰“脑洞大开”。真
真切切地感受到社会进入娱乐时
代，需要庞大的演艺业支撑。也就
是广泛的演出娱乐活动，以支持“文
化产业”在GDP中所占的比例。

不禁想起曾被称为“作家富翁”
或“富翁作家”的张贤亮，可能是中
国最早开办影视城的，免费给拍摄
者提供方便，但拍摄完成后要留下
一些影视剧中的服装道具以及影星
的照片等。无以计数想当演员或对
演艺有兴趣的群众，蜂拥而至，购票
参观，以窥明星们种种拍摄花絮。
他每天站在高处，看着一辆辆载着
游客的大巴开进他的影视城，心里
计算着门票和其他纪念品的销售收
入，大概就知道今天又赚了多
少……也可以说是人们对演艺界的
兴趣，成就了张贤亮的致富传奇。

娱乐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就
是“群众演员”兴盛，队伍庞大，且各
色人等花样齐全。群众即演员，演
员即群众。拍摄基地大门口内外似
乎永远都有相当数量的“群众”，等
待成为“演员”。在这里，“鲤鱼跳龙
门”不再是神话，已经大红大紫的明

星，有些当初就做过群众演员，甚至
就是从拍摄基地的大门口“漂”出来
的。全国每年仅电视剧就拍摄上千
部、甚至数千部，据传一部《外来媳
妇本地郎》就要突破3100集了。

更别提层出不穷的“抗日神
剧”，影视屏幕上每天少则两三部，
多则十来部，若赶上日本投降的日
子，鬼子形象几乎霸占了荧屏。给
人的感觉是随便在大街上抓个人，
就能驾轻就熟地扮演日本鬼子，而
且还能活灵活现地展示鬼子的阴
毒、狡诈和残暴。“鬼子”出演员，演

“鬼子”易出名，似乎也是一条混迹
于演艺界的“捷径”。

记得在老电影《平原游击队》
中，扮演日本鬼子松井的长春电影
制片厂演员方化，被称为“演活了松
井”。那个时候，能在银幕上演好鬼
子的似乎就他一个人。是那时人们
心灵拘谨、演坏蛋放不开？还是银
屏上对坏蛋的需求量大增，促成鬼
子形象大爆发？

或许人的现代性，除去科学知
识的丰富与发展、人性的复杂与开
放，还包括演艺潜能的极大开掘。
再加上商业社会无孔不入的诱惑，

演而优则富，出名就有利，而表演似
乎是娱乐时代名利双收最快捷的途
径。所谓“一剧成名”“一夜成名”的
致富故事多发生在会表演的人身
上。

有个口号曾经呼喊得非常响
亮，即“从娃娃抓起”：“足球要从娃
娃抓起”“环境保护要从娃娃抓
起”……这么多年过去，“从娃娃抓
起”大见成效的惟有表演。过去六
七岁能登台演出的“六龄童”“七岁
红”凤毛麟角，如今三、四岁就在各
类演艺节目中走红，然后走穴演出
的不计其数，各地电视台的娱乐节
目都少不了各种童星。而且年年岁
岁还在一批批不断涌现着各个门类
的“小人精”。所以从成人群众中抓
一个就能演日本鬼子，又算得了什
么？

然而会演戏的又岂止是年轻人
和娃娃？现代表演也不是舞台和影
视荧屏所能局限的，大街上随时都
会有精彩的演出。比如“碰瓷”，已
经碰得老年人在公众场合摔倒，无
论真假都没人敢扶了，甚至还在社
会上引起一场不大不小的争论：“是
老人变坏，还是坏人变老？”还有行

乞的、诈骗的，个个都有一套演技。
“职业哭丧者”的队伍也似乎越来越
壮大，让本来是一种水到渠成的感
情流露，变成实实在在的痛哭表
演。因现代“孝子们”常不会哭，或
哭不出来，而这些八杆子打不着的
人却能哭得昏天黑地，一把鼻涕一
把泪地强化了治丧的悲哀气氛。

不是有句套话叫“人生如戏”
吗？就像戏剧一样生活中也存在着
演员和表演。“花花世界”，越花越不
嫌花；越是“无奇不有”，人们越是出
奇、猎奇。不仅哭可以成为一种表
演，再配以嬉笑怒骂、唱念做打，在
娱乐至上的现实生活中，擅长表演
没准真能混成个人物。

蒋子龙 1941 年生于河北省沧
州，曾任天津市作家协会主席和中国
作家协会副主席。1962年开始发表
作品，多次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和中篇
小说奖。代表作有《乔厂长上任记》

《赤橙黄绿青蓝紫》《农民帝国》等。
201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14卷
本《蒋子龙文集》。

我的小窝是与现实平行的世
界。在展出的装置作品《赵半狄的
小窝》上，和艺术家赵半狄一见面，
他就这样对我说。

赵半狄的这个观点一下子让
我的意识漂流起来，闪入了一个令
我兴趣盎然的联想维度里。首先
就是关于艺术家和艺术品的关系
问题，无论是意识形态需求的服务
价值，是对当下现实的介入价值，
是以梦为马的奇幻价值，是理想主
义的乌托邦价值，都是含混不清
的，一直都是说不明白的。赵半狄
的这一句话说透了，艺术就是艺术
家的平行世界。这个平行世界和
现实世界不是一个价值评判系统，
当然，那也就不是一个审美系统
了。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
后，我们都开始害怕了，人类变得
胆小了，都惊慌失措地躲在口罩后
面，新冠肺炎病毒的杀手无影无形

无孔不入地进行恐怖追杀，直到现
在还没有收手。未来的岁月已是
未知。在遥远的目光里，似乎出现
了一座荒岛，遍地竹叶，有一间茅
棚，有一只口罩吊床。城市在漂流
中来到了荒岛，上海、武汉、南京、
厦门、沈阳，现在登岸的是广东顺
德。登陆荒岛的人，从口罩后面走
出来，躺在了口罩的吊床上。口罩
是什么？母亲的摇篮吗？洁净的
白云吗？救赎的方舟吗？罪恶之
门吗？还是封闭嘴巴的口罩？我
觉得都不是。这些还是我们的现
实世界价值系统里的东西。似乎
走进的荒岛也不是荒岛，就是艺术
家赵半狄的平行世界。《赵半狄的
小窝》不是在解决现实里一个人和
一群人的遭遇问题，它在隐喻一个
人的心灵问题。在小窝里不能让
瘸子站起来行走，也不能让盲人睁
开眼睛，却能让人的灵自由起

来。平行世界是艺术家的另一种
存在方式，或者在另一个维度里，
不是真正物质形式的存在。甚
至，平行世界不是艺术家创造的，
艺术家是和作品一起被造物主创
造出来的。艺术家只是艺术品的
发现者。当艺术家的境界升高了，
放弃了现实世界所追求和创作的
一切，他的灵、他的智慧、他的眼都
被打开了，就发现了平行世界的存
在。其中，最重要的放弃就是放弃
了所谓思想，思想是艺术创作的沉
重枷锁，创作者有思想了，看的人就
没思想了。因为你把作品用思想定
义了也就窄化了。所谓艺术史上一
直都是这样，我们看到的艺术作品
就是因为囿于思想而达不到更高的
灵端。所以真正高级的艺术是有灵
的，是和艺术家不在一个世界的另
一个平行世界里的。在现实世界
和平行世界之间有一条河，不是时

间之河，艺术家在岸的这头，艺术
品在岸的那头，艺术家的本事就是
打造渡船。渡过去了，你就属灵
了；渡不过去，仍是一个俗物。艺
术世界的真相是，现实世界人群熙
攘，站在岸边，望船兴叹。对岸
的平行世界里，人烟稀少。

意识闪出了那个维度。我已漂流
在赵半狄的小窝里，赵半狄和《赵半狄
的小窝》已在赵半狄的平行世界。

千夫长 小说家。中国作家协
会会员。1962年7月28日出生于内
蒙古自治区哲里木盟科尔沁左翼后
旗。出版著作：长篇小说《红马》《长
调》《中年英雄》，中篇小说集《马的
天边》，中短篇小说集《草原记》，首
部华语手机小说《城外》，散文集《野
腔野调》《世道》《千页书》，文化对话
录《纠缠不休》等。现居广州。

刘春潮 作品月 夜（漆画）

二月梨花飞絮片，弱柳东风剪。
凤翼远垂云，晚日燃霞，青霭天边
衍。

牵绵芳草生扑眼，似绿茵轻浅。
春色正惹人，陌上行吟，不觉黄昏渐。

上行杯·岁岁春来

岁岁春来春去，独不见，应序东
风。花放心花难与共，归情暗涌。

望朝云，身愈迥，俯垄，思纵，秋水
淙淙。

声声慢·夜赏白梅

篱前竹友，穆穆枝横，娴娴俯萼俏
瘦。淡淡雪影幽梦，雾纱馨透。霜风
瀑月如霰，恍起飞，翼翩蝶秀。地纪
转，气潜阳，暗与朔寒鏖斗。

却向笛声飘绺，冰艳骨，芳华驭冬
开又。欲馈知交，款款却谁可偶？携
壶袖诗漫步，荡闲愁，蕊下纵酒。这片
片，哪晓怎衷愫酿就？

青玉案·残霞佐酒

残霞佐酒覊孤旅，日拘囿、乡学
宇。春去遥冥犹雁去。闲窗浮虑，黄
尘飞絮，兀自因风举。

误识媚好丛花外，芜草波痕掩流
寓。胸际愁思弥在望，晴川历历，远云
烟树，秋肃、连绵雨。

1
仿佛我来过这里
那张不错的书法
是我题的
那幅不错的丹青
是我画的
这首不错的诗
当然也是我醉酒时写的
那家我住过的客栈
换了主人
那位我在风雨桥邂逅的姑娘
据说，嫁给了遗憾

2
禁止菊花茶的香气
溢出杯口
禁止打银铺老板
过分用力敲打银器
禁止游人肆意踩踏青石板
禁止任何人不假思索
随随便便说：爱

3
嗯 你想说的
只是我身体想要的
而我更喜欢不远处嘈杂的酒吧
酒吧里更为嘈杂的音乐和木讷的人群
流浪歌手喊湿故乡的嗓音
凌晨三点
他会准时提着酒瓶
到河边呕吐
吐上满满一河月亮
一面歌唱，一面忧伤

4
桥洞是圆的
像月亮
糕点是圆的
像月亮
月亮是圆的
像个谎

5
如果她转身的瞬间
在路灯下故意遗落
一张白色的手帕
我一定跟上前去

6
这黄酒后劲真大
我把它倒进河里
翻出两条蛇
一男一女
在我面前卿卿我我
气死我了

7
是不是该这样
绫罗裹身
轻吹小曲
是不是该这样手执折扇
信步街巷
我一言不发
（是不是该这样）

一言不发的青石板
这么多人在它身上
踩来踩去
它一言不发
偶尔散发出熠熠的光

8
哪儿也别去了
我们的窗前有一艘小船
我们把它扣过来
在上面谈情说爱
把酒言欢
作为凡人
我为刚才所说的话感到惊慌

姐姐

一
姐姐 我不止一次的经过这里
偌大的剧场
空无一人
我激动得几乎哭出声来

姐姐 你如此这般的忍受着
鲜花 掌声还有寂寞
像一只透明的高脚杯
我真想以破碎的方式
将你靠近

二
姐姐 野花本来就不是你
你有自己的名字
野花
掀开夜的一角
北方的星空正燃起熊熊大火

姐姐 请你告诉我
是谁还在黑暗中舞蹈
又是谁在她的旋转中
越陷越深

三
姐姐 母语在滴血
别对我说
你的舞蹈源于你的寂寞
我知道你并不寂寞
你只是感觉寂寞

姐姐 你听
一只密林中的鸟
被谁扼住了脖子
不时地发出尖叫
然后口吐白沫

四
姐姐 我想暴露自己的身体
唱一首不能结束的歌
埋葬隔世的哀怨与凄凉
用于掩饰心底的懦弱

姐姐 你相信吗
一个被歌颂的人正和你我一样
怀抱着一支乐曲的尾声
在角落里低声哭泣

刘春潮 白族，画家、诗人。中国美术家
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品发表于

《人民日报》《诗刊》等刊物，入选各种年度选
本。出版诗集《空椅子》《感谢水》《事实如
此》《四平方的大海》。结业于广东省第三届
诗歌高级研修班和鲁迅文学院第22期全国
少数民族作家班。2016 年，由人民文学杂
志社在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办“我不能企及头
顶上的事物——刘春潮诗歌研讨会”。

海和月亮

月亮有些顽皮 裹上夜的轻纱
潜入大海 去一片宽阔的水域
品尝苦涩 和鱼一起游弋甚至飞翔
扯一束水草 戴在光影婆娑的身上
此时 月亮只想装扮成人类
睁大好奇的眼睛 相遇海葵的蓝焰
探寻天海之光连接的秘密

海却一直沉默 没有想法地沉默
它正掀动万卷浪花 拥抱月亮

挂个布月亮

窗棂上 是谁挂了一个布月亮
满屋的静美浸润书橱
捧着厚重的朦胧诗 我躲到床下
许久 我摸出一双红舞鞋
踩着月光之路 轻盈舞蹈

天空 云朵被夜风拂动
我赶忙关窗 不想让布月亮
瞅着夜色失魂 去惦念她的来处
生怕美丽的拥有 骤然不见了

挂个布月亮 像挂上最神奇的童话
童话里面的一句一行 闪闪烁烁

都是月亮在笑着 她不停地说话

半个月亮

昨晚的月亮还是小船
今晚已是半块镜子悬挂天上
那另一半月儿的光亮呢
莫非被一只巨人的手 重重掰开
无端端地揣到兜里带走了

半个月亮 半个纯美的想象
我躺到月光的清辉里
堆砌一座生命的城堡
嗅吸月夜的清香 开动奇想

半个月亮 宛若半个希望
总会有英雄追上巨人
夺回藏匿兜里的半个月亮
给月安上 让月成为完整的明镜
那时 城堡中欢欣自由的我
定会安宁无比地对月梳妆

唐晓虹 生于20世纪60年代初，籍贯湖
南省祁阳县，现居珠海。中国作家协会会
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珠海市作协主席团
成员、珠海市香洲区作家协会主席，苏曼殊
文学院常务副院长。出版诗集《梦中神树》

《化石走出荒原》《时间与空筐》。

醉花阴·陌上行吟
□ 仓林忠

艺 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