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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于国鹏

很多人说，写作，是与自己心灵的对话，
因此写作才拥有快乐和深度。在行走的过程
中，目之所及，景色瞬息变化万千，感受也是
五彩斑斓，给人带来的快乐简单而直接。有时
候，心灵就像一架被堵住所有缝隙的风箱，在
与世隔绝的沉闷中，躁动地寻找着一个未知的
出口。文字因此有了无数的指向。不过，平静
也罢，烦扰也罢，真诚的文字才会有温度、有
色彩、有力量。

不久前，青年作家张金凤的散文集《踏雪
归乡》入选山东省作协“文学鲁军新锐文丛”
第四辑。她说，里面收录的文章，可以说是近
几年散文创作的精华版，都是以最真诚的笔墨
完成的。这些文章一一读来，能够真切感受到
蕴含其中的温度、色彩和力量。日前，她接受
本报记者专访，畅谈了自己的写作和思考。

把要描述的事物

放在最客观的宏观坐标上

记者：不久前，您的散文集《踏雪归乡》
入选省作协“文学鲁军新锐文丛”第四辑。这
部作品集里，主要收录了您的哪些作品？

张金凤：《踏雪归乡》这本散文集可以说
是我近几年散文创作的精华版，里面收录的散
文基本上是我的代表作，在国家重要刊物发表
过，有些获过重要奖项，无论是结构还是语
言，对我个人而言，都有惊喜之处。

本散文集的文章分三辑、两大板块，即故
乡和远方，故乡风物类占有大于三分之二的比
重，基本上是我对中国北方乡土文化的书写。
远方板块作品是我对故乡之外的地域和文化进
行的体察和描述，这一板块内容虽然少，却是
第一板块的有力呼应，因为没有离开就无从谈
起“故乡”，没有远方的足迹，就没有那么生
动的故园情思。

不管是故乡情怀还是远涉他乡，这些作品
都是我用最真诚的笔墨倾心完成的。

记者：这些作品有怎样的突出特点？
张金凤：这些作品的特点是，以独特的方

式对农耕文明进行反刍和思考。
我的写作对象没有新异的物象，都是司空

见惯的也是被别人多次写过的题材。我所说的
“独特性”就是力求在这些旧题材上写出新
意，形成自己独特的文风，即把寻常事物开挖
出新的高度、广度和亮度。具体是，在写作
上，我着重开挖这些平凡事物的内涵，不流于
生活表面，将它们写出自己的特色。用一位文
学前辈的话说，写某物就要把它写穷、写尽、
写死，写得一般人再也没办法写。还有就是距
离的弹性，我笔下的乡土风物看起来都是上世
纪六七十年代的，但它们却与当下的生活一脉
承接，距离上看起来既远在童年，又近在眼
前。它们不是单纯的怀旧，而是具有当下的深
度思考。

记者：您挑选的标准是什么？
张金凤：我挑选文章的标准就是我写作的

标准：语言要有深度，拒绝平庸，做到凝练与

诗情并重；文章要有思想，不随波逐流、人云
亦云，不停留在事物的表面去书写，也不单纯
记某事某物，万事万物都可以与当下和人生联
系起来，它们不是孤立的单纯的存在，我必
须发现它们并提炼出隐藏在表层后面的本质
和灵魂。

记者：您如何做到这样的写作？
张金凤：在写作时，我要求每一篇文章都

要重新打开我的认知，每一篇从建构到语言和
思想，必须把一切归零，不受曾经写作过的作
品影响，更不能有丝毫相似。每一篇都要有自
己独特的地方。

比如在写作《空碗朝天》这篇文章的时
候，我此前已经有了《锅灶》一文，这篇文章
曾经获过孙犁散文大赛二等奖，也在《山东文
学》刊发过。在锅碗瓢盆系列中，“碗”与
“锅”在生存层面相似性非常大，为避免雷
同，我反复思考以求突破，最终采用了现在的
写作方式去写它。文章发表后，反响非常大，
它不仅没有复制《锅灶》，而是有非常特殊的
创新，在我个人的写作版图上，它也是极为不
寻常的一篇。

写作时我尽量做到低姿态高视角写作。
每一篇文章我都是伏在大地上观察、体验、
思考，我常常自我定位：我是大地虔诚的朝
拜者，在它面前，我只有俯身甚至跪拜的姿
势。只有把自己放在大地上，与它零距离，
才能感受到它真实的脉动。写作的时候却是
采用高视角的写作角度。我可以仰望一株庄
稼，一朵微不足道的野花，一只瓢虫的低空
飞翔，但是我的视野不是只有这么短的距
离，而是，把距离最大限度地拉开，像从云
端里看它一样去审视，去把要描述的事物放
在最客观的宏观坐标上。

高视角远观式

呈现这个特殊的转型时代

记者：书写故乡是您创作重要内容之一。
您说过，一直忘不了自己曾经生长的那片土
地，以自己的笔为乡村作史记。在您心中，故
乡是一种什么样的具象存在？

张金凤：我所写的这些文章被称为乡土文
学，在中国，写这类文章的作家太多了，这是
一个普遍的情结。其实城市的故乡是乡村，人
类的故乡是乡村，作为拥有五千多年文明历史
的中国，乡土文学就是民族的根文学。

我选择故乡写作，不仅是我个人的乡土情
结，更是普遍知识分子的故乡情结，所以我的

乡土文学不是狭隘的，而是一个宽泛的大众的
主题。不可否认的是，农耕文化的时代已经结
束，工业时代与农耕时代交替的节点，人们普
遍有接受新事物的欣喜，接着便是断乳般的对
农耕文化的怀念。我笔下的故乡就是大家普遍
怀念的农耕时代的故乡，离我们的生活很近，
很鲜活地存在于不远处，但是我们已经够不到
它。现在的乡村，远远不是我笔下的故乡，机
器时代的覆盖，使它有了一种新的定位，而我
更多书写的是这种转换前和转换中人们的复杂
矛盾心理。

我固执地去写已经拉上帷幔的农耕时代的
故乡，是因为我不想让我们的后人，在看不到
具体的那个时代的风物的时候，连文字库里也
没有它们具体的影子。我常常有种使命感，认
为，我这一代人不去记录，就没有人能真实呈
现它们了。我就像一位史官，枯坐在书房里，
一点点梳理，写下锅灶本纪，碗本纪，窗世
家，门世家，镰刀列传，瓦列传，犁铧列
传……

记者：锅碗瓢盆这些日常生活器物，能够
怎样串联起对于家乡的情感和记忆？

张金凤：锅碗瓢盆是最平凡的生活器具，
因为平凡所以被忽略，即便是写也经常就是有
限的笔墨。其实，这些平凡之物才是生活的具
体承载物，如果剔除掉这些凡俗的器物，我们
的生活几乎就没有多少色彩和内容。

我的乡土散文中很少写到具体的人物，但
我的作品中又从不缺少人物，他们在锅碗瓢
盆、花草树木的乡村里游走着，他们并非是具
体的张三李四，但他们是每个人都熟悉的乡下
邻居。生活就是靠这些模糊又具体的形象和锅
碗瓢盆家长里短来支撑，文章就是靠这些最平
凡者而鲜活。

记者：对于当下乡村发生的新的发展变
化，您更喜欢以什么方式去表达？

张金凤：当下的乡村发展非常迅速，尤其
是我的故乡，一个沿海发达地区的乡村，人们
对农业、农村的认知已经与常规完全不同，这
种变迁我在文章中多次展现过，透过一把镰
刀、一个老人来问这个时代，透过一条空空的
大街、兀自等待的家门来询问。这些都是无法
回避的现实，问过之后，谁给出一个回答呢？
在时代的洪流面前，我们不是一味留恋和回
忆，要有决然走进新生活的信心，然后回过头
来审视和总结。我所喜欢的方式就是用这种高
视角、远观式呈现这个特殊的转型的时代，人
们对生活作出的反映。一种好的散文视角同样
可以达到小说那样的波澜壮阔，诗歌那样的痛

点尖叫。

自己先入戏地唱着

才能唤起更多人的歌唱

记者：散文对语言的要求非常高。您的作
品语言简洁凝练，又文采斐然，赢得广泛好
评。对那些喜欢文学写作的人来说，您能否根
据自己的写作体验，告诉他们可以通过哪些方
式，能够提高语言水平，表达能力？包括作品
语言的诗意、色彩、节奏感。

张金凤：我的散文写作经过两个阶段。
2003年我就出版过一本20万字的散文集《岁月
流歌》，那时候，大家对我散文的评价是：朴
实感人。无疑，那时候的情感是到位的，但是
语言仅仅停留在朴实的层面。后来我有几年彻
底放下散文写作，转写现代诗，在写诗的过程
中，不断淬炼我的语言。要凝练，要跳跃，要
在最短的句子里有更多的信息量。这是我的个
人收获，也是对写作者的一点建议，如果你用
写诗的语言标准来写散文，那你的语言就不会
差。我曾经在微博上读过王秀云老师一句话，
当时很震惊，她的大意是：“我们现在不需要
优美的语言，而是有力量的语言。”读到这句
话之前，我一直努力写着优美的语言，以为那
就是好语言，好文章。当我知道优美的语言已
经不能满足时代需求的时候，我就一直把“有
力量的语言”作为我的语言写作目标。我想告
诉大家的是，不要认为自己的语言已经与某某
大师那般就是成功的，如果没有超越著名作家
和大师文章的野心，就很难写出“有力量”的
作品。

写作是门复杂的手艺，作家是匠人，要储
备众多原料，更要有多种工具和精湛的手艺，
色彩和节奏是绘画和音乐术语，只要敢于尝
试，你就会发现，这些艺术都可以为文学所
用，前提是你要熟悉这些概念和应用，所以好
文章是糅杂了许多艺术的精华的。当我写下
“一枝红梅挑开腊月的门帘”时，读者并不知
道，我内心经过多少反复的构建和推翻才有了
如此丰润的句子和一篇文章的开头。

语言就是有意而做，无意而成。须大量储
备，大胆运用，在一遍遍诵读中不断淘沥筛
选，不怕推翻和修改，反复淬炼中找到那个最
准确的词，组成最有力量的句子，完成最新鲜
的表达。

记者：您说要做文学的“摆渡人”，应该
怎样理解“摆渡人”的角色？

张金凤：我喜欢“摆渡”这个词，这是个
辛苦而崇高的事业。人生无非此岸与彼岸，每
一个向往对岸的人，都需要渡过这条河流，而
有些人是没有办法到达对岸的，或者止步不
前，或者一直留在河中。摆渡的目的就是让渴
望渡河的人成功实现愿望。我希望做这样一个
摆渡人，既摆渡文学更是用文学摆渡人生，我
用文字摆渡人的精神，我也以此自我摆渡。我
用我的努力帮着那些需要驾驭文字以此表达人
生的人们能够更自如地完成心愿。文学能让人
摆脱愚昧学会思考，能让人脱离世俗变得崇
高，文学让渴望回归的得以回归，让渴望飞翔
的长出翅膀，同时也给人精神高度醒和痛，这
些给与都是摆渡。

摆渡人，渡人也渡己，首先摆渡的是自
己，只有自己先醒来，才会喊醒众多梦中人，
只有自己先入戏地唱着，才能唤起更多人的
歌唱。

张金凤：乡土文学是民族的根文学

□记者 陈巨慧 报道
本报讯 2020山东春晚的嘉宾名单陆续公

布，青岛籍歌手、演员黄子韬是其中耀眼的一
个。对于首次登上家乡卫视的春晚，黄子韬坦
言：“很开心能够参加山东卫视的春节联欢晚
会，和家乡人一起共度春节。因为工作原因，
一直没什么机会在青岛待上几天，但每次回去
后，看着青岛发展得越来越好，从小就在这里
长大的我，以青岛为骄傲。”

作为一个典型的青岛小哥，黄子韬会说一
口正宗的青岛方言，经常在综艺节目中大秀青
岛话，引得观众爆笑连连，网友直呼：“黄子
韬简直就是青岛方言推广大使。”对于此次黄

子韬加盟山东春晚，网友们也很期待他能够带
来新的惊喜。

作为全能型艺人，黄子韬自出道以来，凭
其不断的自我突破与实力潜质，在音乐和影视
的道路上齐头并进，以多元化、高质量的作品
特性，收获超高的人气以及业内外的实力认
证。2019年，多栖发展的黄子韬，在影视、综
艺、音乐等领域大放异彩，佳作不断，发展势
头迅猛强劲。

回顾过去的一年，黄子韬凭借电视剧《夜
空中最闪亮的星》《热血少年》赢得热度和口
碑双丰收。

与此同时，一直以“综艺小怪兽”著称的

黄子韬继《真正男子汉》《这！就是街舞》
《创造101》等爆款综艺后再度发力，以发起
人身份，打造的先锋试验旅行真人秀《小小的
追球》，在播出后同样收获不俗口碑。

音乐方面，黄子韬发行的以《单身》
《AI》《你也会像我一样》等原创曲目为代
表，多次登上各大音乐榜单TOP，并且在上海
举办了“黄子韬2019 IS BLUE演唱会”。在超
高人气与号召力的保障下，黄子韬商业代言与
时尚资源蜂拥而至，一举拿下多个品牌代言和
杂志封面。多项领域的市场成绩证明了黄子韬
的综合发展实力，同时也让大众看到了黄子韬
未来的更多可能。

首次加盟家乡卫视春晚

黄子韬：和家乡人共度春节很开心

□记者 王 建
通讯员 王晓根 报道
1月5日，威海南海新区举行2020年春

节文艺汇演。
演出现场处处飘荡着“中国红”，来

自区内机关、社区、学校、村居、企业的
演员们，表演了京胡、快板、旗袍秀、剪
窗花等节目，展现了浓郁的“中国风”。

孟加拉国、土库曼斯坦、巴基斯坦和
几内亚的留学生们也身着各国传统服装，
与中国的大学生们同台演出。“中国风”
与“国际范”交相辉映，让现场处处充满
欢声笑语和浓浓年味。

“中国风”与“国际范”

交相辉映

黄子韬资料照片

张金凤简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青岛
市文联签约作家，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散
文作品散见于《人民文学》《中国作家》《诗
刊》《北京文学》《山东文学》《四川文学》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作品多次被
《散文选刊》《散文海外版》选载，并入选
多种年选。散文作品曾获《中国作家》鄂尔
多斯文学奖、《北京文学》年度优秀作品
奖、孙犁散文奖、叶圣陶教师文学奖、林语
堂散文奖等20多项全国征文大奖。有十余篇
散文作品被设计成考题。

据新华社洛杉矶1月5日电 第77届美国电影电
视金球奖颁奖典礼5日晚在洛杉矶举行。本届金球
奖迭爆冷门，美国流媒体公司奈飞获得34项提名，
最终只在电影和电视领域各赢得一个奖项。

奈飞被戏称“垄断”本届金球奖提名。在电影
领域，获得剧情类最佳影片提名的5部作品中，3部
由奈飞出品，包括群星云集的《爱尔兰人》和获得
6项提名的《婚姻故事》，但它们最终败给没有大牌
明星参演的战争片《1917》。

《1917》讲述一战时英国士兵越过战线送信的
故事，其一镜到底的拍摄技法非常独特。导演萨
姆·门德斯也凭借该片击败一众大牌导演获得电影
类最佳导演。

昆汀·塔伦蒂诺执导的《好莱坞往事》获得音
乐/喜剧类最佳影片，他本人获得最佳剧本奖，在
片中扮演替身演员一角的美国著名影星布拉德·皮
特获最佳男配角。3项大奖使得《好莱坞往事》成
为本届金球奖获奖最多的影片。

除了《爱尔兰人》一无所获，电影类还有多个
奖项爆出冷门，比如音乐传记片《火箭人》主演塔
伦·埃杰顿出人意料地击败《好莱坞往事》主演莱
昂纳多·迪卡普里奥，获得音乐/喜剧类影片最佳男
主角；又如最佳动画长片奖被《遗失的环节》夺
走，此前普遍看好的《冰雪奇缘2》竟然无缘。

在电影类其他主要奖项中，剧情类最佳男女主
角分别颁给《小丑》的华金·菲尼克斯和《朱迪》
的蕾妮·齐薇格，音乐/喜剧类最佳女主角的得主为
亚裔女演员奥夸菲娜，最佳外语片是韩国影片《寄
生虫》。

第77届美国电影电视金球奖迭爆冷门

《1917》斩获两项大奖

□ 本报记者 陈巨慧

由李路执导，于和伟、韩雪、吴刚和宋楚炎等
联袂主演的电视剧《人民的正义》历经三个多月的
紧张拍摄，日前杀青。作为《人民的名义》的姊妹
篇，该剧未播先热，被很多观众视为“2020年最受
期待电视剧”之一。

于和伟与韩雪成为新主演

2017年，由李路执导、周梅森编剧、李学政等
担任总监制，陆毅、张丰毅、吴刚、许亚军、张志
坚、柯蓝、胡静、张凯丽等联袂主演的检察反腐电
视剧《人民的名义》在湖南卫视开播后收视率突破
8%，刷新了近十年省级卫视收视的最高纪录。

《人民的名义》收官后，观众便期待着第二部
的问世。去年9月，《人民的正义》在青岛开机。
2019年的最后一天，该剧宣布杀青。

《人民的正义》的出品方、导演以及大部分主
要演员，都与两年前热播的《人民的名义》一样，
演员吴刚、许亚军、侯勇、丁海峰、李学政、许文
广、冯雷、黄俊鹏、张晞临、赵子琪、纪帅、侯天
来、赵龙豪、徐光宇、王丽云等也将纷纷回归，而
主演则换成了于和伟与韩雪。韩雪表示，她饰演的
罗欣然是一个很帅气也很接生活地气的年轻检察
官，这也是她第一次演人民检察官，非常兴奋。

据悉，《人民的正义》讲述了一个全新的故
事，从现实中的案件出发，以小见大地展现了新时
代检察官的风采。制作方保密工作做得很好，剧情
至今处于封锁保密阶段。

宋楚炎饰演“拧巴”线索人物

除一众戏骨外，《人民的正义》也有众多新演
员加盟。剧中，青年演员宋楚炎饰演的沈广军是全
剧一个线索型角色，与于和伟饰演的冯森等角色有
着众多牵扯。

宋楚炎直言，沈广军这个角色很“拧”，既有
着贪小便宜的一面，又有着患得患失的纠结一面，
而且沈广军的戏份儿总是出现在剧情转折处，情感
波动比较大。有一次，他与于和伟的对手戏从头哭
到尾，三场爆发戏一镜拍摄，总体时长长达40分
钟，相当于一个小话剧的时长。宋楚炎感慨：“每
次演完这些大戏，就会感到头疼、眼睛发酸、浑身
都发软。杀青的时候也是一场情绪波动大的戏，演
完嗓子都哑了。”

高密度的情感爆发戏非常考验演员的演技。出
道十余年来，宋楚炎塑造了诸多经典角色，获得好
评如潮，在《湄公河大案》《突击再突击》等作品
中也有不俗的表现，荧屏硬汉形象备受观众认可。
这次塑造沈广军一角，宋楚炎也得到了导演、摄影
和演员前辈们的一致认可，杀青时，导演更是发出
“长期合作”的邀约，宋楚炎对此表示感谢，认为
出演《人民的正义》“很值得”！

电视剧《人民的名义》的姊妹篇

《人民的正义》杀青

讲述全新故事
剧情至今保密

韩雪剧中饰演检察官罗欣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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