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移动互联网的“原住民”，Z 世代

是年轻的一代，他们热爱生活、勇于挑战、

时尚前卫……在职场上，带有多元个性标

签的 Z 世代逐渐崭露头角。什么样的职场

综艺可以洞察他们的痛点，引发他们的共

鸣呢？我们或许可以从职场观察类综艺

《令人心动的 offer》中找到答案。

不久前，职场观察类综艺《令人心动的

offer》第三季在腾讯视频上线。区别于前

两季，该季聚焦医疗行业，记录了 8 位医学

生进入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不同

科室进行临床学习，并争取医院领导面试

机会的过程。无论是节目的选题、内容，还

是设置，该节目恰到好处地在职场生态间

勾勒年轻人的真实一面，引起一定群体的

围观反应，触发了很多年轻人的情感共鸣。

职场观察类综艺，顾名思义，突出“观

察”。不同于传统棚内的职场综艺，职场观

察类综艺以“第一现场真人秀+第二现场演

播室观察员评论”的形式贴近生活。对未

入职场的年轻人来说，节目毫无疑问是一

份职场攻略；对初入职场的年轻人来说，节

目仿佛生动刻画了在另一个岗位上努力奋

斗的自己，让观众不自觉地“对号入座”；对

那些早已步入职场的人们来说，节目呈现

出初入职场的青涩、胆怯与热血、奋斗，引

发观众怀旧情绪。情感拉满的同时，思考

也在进行。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令人心动的 of⁃
fer》第三季不仅仅是一档职场真人秀，更是

一部医院纪录片，镜鉴现实。我们不仅见

证了医学生的成长，还体味了医院里的人

生百态。

先说，医学生的成长。从医学生到医

生，跨越一字的距离，须付出常人难以想象

的努力。这条路充满了未知的挑战与磨

砺。在面试篇中，当面试官问到医学生们

为什么选择学医时，他们的回答各不相同，

有因为幼时对医生就有一种自然的崇拜

感，有幽默地认为穿上白大褂好帅，也有因

家中长辈从医者多等。画面交叉出现三位

带教医生回忆说自己当初为什么学医。一

边是医学生稚嫩朴实的回答，一边是医生

沉稳凝练的回答，二者相互映衬，诠释着选

择学医，就意味着选择了奉献更选择了责

任。无论走得多远，都不能忘记当初为什

么出发。在第 3 期中，肝胆胰外科主任医

师严盛针对医学生王蕊上手术时的表现给

予一针见血的点评。当察觉王蕊情绪不对

的时候，耐心地鼓励她多加练习，踏踏实实

做好工作。从缝合打结到职场心态，严盛

的一席话不仅温暖了王蕊，更是让观众尤

其是年轻人明白：挫折是职场的第一份礼

物，不完美是未来可期的另一种解读。

再说，医院里的人生百态。医生是一

个在生与死之间奔波，完成生命接力的职

业。在节目中，独自一个人来住院做手术

的 23 岁女教师和患颅咽管瘤的 56 岁俞阿

姨让医学生们对医学的人文属性感触颇

深。就拿俞阿姨来说，在得知手术风险后，

她恳求医生，如果自己的情况非常不好，就

不要抢救了，让她安安静静地走。面对生

死，她很平静地说：“因为我是幸福的，走就

走，没关系。”俞阿姨的话，击中了医学生李

不言，他红了眼眶。是啊，医学绝非无所不

知，医生绝非无往不胜。可面对生死，哪怕

再无力，他们也会全力一搏！因为，医生和

患者本就是一个战壕的战友，共同面对的

敌人只有一个，那就是疾病。此外，医患携

手战胜病痛过程的展现，也是一次次生命

教育，让更多人能够珍惜生命，体会生命的

意义。诚如加油团成员、首都医科大学附

属北京朝阳医院陶勇医生所言，“我也特别

想通过这个节目，让咱们的大众，也包括这

些年轻人去更多地了解医学，那在他们的

职业选择排行榜里面，可以让医学的这个

概率可以增加，哪怕一点点。”

观照一个社会现象，解决一个社会问

题。职场观察类综艺对职业特性和职场生

活基本做到了现实“复制”，给观众带来更

加丰富的情感体验。热闹之余，也在传递：

无论从事何种职业，最大的技巧就是踏踏

实实走稳每一步。只有发自心底的热爱，

才能抵挡漫长岁月。

厚重的革命历史、恢弘的时代精神，用舞蹈的形式

呈现在舞台上——不久前，我省舞蹈艺术家们以一场

“党的光辉照我心”党史题材原创舞蹈展演,为观众们上

了一堂“艺术党课”。

展演分《跟党走》《为人民》《报祖国》三个篇章，以现

代舞、芭蕾舞、街舞、少儿舞蹈等形式，回顾了我们党走

过的百年风雨征程，展现了赣鄱大地永远奔腾的红色血

脉。

演出当晚，剧场内座无虚席，掌声频频响起；剧场

外，245 万网友通过新华社、哔哩哔哩、抖音等平台观看

直播，点赞、献花……

潜入文化，传承理想信念

“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

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舞之蹈之，生命固有的咏叹，从远古到今天，用身体舞之

蹈之，是人类表情达意的重要方式。如今，这种古老而

朴素的艺术，依然时尚。

“党的光辉照我心”江西省党史题材原创舞蹈展演

由江西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江西省舞蹈家协会承

办。去年初，筹备策划工作便已启动，主办方邀请了众多

活跃在创作一线的舞蹈家座谈、碰撞。最终，主创人员以

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为坐标，对百年来红土地上信仰的力

量，进行了艺术的开掘：八一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精

神、长征精神、甘祖昌精神、劳动精神、改革开放精神、抗

洪精神、航空报国精神、抗疫精神、脱贫攻坚精神……将

精神化为舞蹈，用舞蹈去传承精神，跨越时空，连缀百年

时间轴上的荣光与奋斗，成为本次展演的核心。

表达某种思绪和情愫，极具个性化的舞蹈优势天

成，而表现一种精神，昭示一个主题，化抽象为具象、萃

深邃为凝练，极为不易。为了高品质打造，主创人员走

进历史深处，扎进史料中捕捉灵感，还前往洪都航空城、

小平小道、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等地采风，展开了十余

次的创作研讨会和作品审查、改稿会，一遍遍修改、一遍

遍打磨、一次次呈现。

由十余所高校、院团组建的演出队伍，彰显了本土

舞蹈旺盛的原创力量；中央戏剧学院、原北京歌舞剧院

首席演员朱晗，中国东方歌舞团首席演员曾明、中国歌

剧舞剧院舞剧团演员王雪柔，深圳市歌舞剧院常宏基等

特邀舞蹈家担纲领舞，惊艳了舞台，也提升了展演的艺

术水准。

以微见著，重温峥嵘岁月

本次展演题材丰富，形式多样。其中，《前夜》《苏区

母亲》等革命历史题材作品，笔墨最重，或直接再现血染

的风采，或把镜头拉远，从战场后方的某个切面，去讲述

理想信念之重。异曲而同工，一章章舞蹈，意蕴丰沛，在

优美的旋律中摇曳多姿，引领观众穿越时空，重温那些

激情燃烧的岁月——

“嘀嗒、嘀嗒、嘀嗒……”钟声愈发急促，起义军紧急

集结，系上红领带，举起长枪，奋勇冲锋。枪林弹雨中，

战士们紧紧相依，发出钢铁般的嘶吼，护卫旗帜艰难前

行。当风卷残烟，天色渐明，红旗猎猎飞扬，胜利的号角

格外嘹亮。

每个破土的新芽，都自带生长的倔强与奇迹。展演

首作《前夜》，将南昌起义这段血火历史做了生动还原，

而南昌城头一声枪响，人民军队伟大缔造，从此走向深

远——《小井长歌》选自荣获中国舞蹈界最高专业艺术

奖项“荷花奖”的舞剧《井冈·井冈》。井冈山革命斗争时

期的井冈山，远山如黛，溪水叮咚，小井红军医院的女红

军战士正在浣洗，忽然敌人偷袭，炮火纷飞，鲜血瞬间将

纱布染红，静与动、舒与急、柔与刚，强烈的前后对比，震

撼人心；《苏区母亲》也是真实的故事，赣南苏区的母亲

们，温柔又刚毅，她们为了革命的胜利，献出了一生所

爱。一位苏区母亲将 8 个儿子送上战场，怎料一次次的

离乡都成了永别。枪声阵阵，一群苏区母亲悲愤地倒

下，又缓缓坐起，再倒下、坐起，如此反复，快速叠加的动

作与抒情的音乐，给人强烈的视听震撼；芭蕾舞《春风小

道》赋予春风形象，拟人化地呈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南

昌新建小平小道上的春之韵动，蓬蓬勃勃的跃动感让作

品灵动轻盈，那是春天来临前的积蓄力量与万物萌发。

南昌、井冈山、赣南，不同时空串珠成线，勾勒出一

幅版图，赣鄱大地上，那红色血脉绵绵不断。革命大潮

奔涌向前，大潮之中，一朵朵浪花亦惹人注目。回顾中

国共产党筚路蓝缕的百年历程，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接

续奋斗，一个个可爱可亲的他们，留下了动人篇章。

相较前作的群体塑造，《初心》《许你一生》等作品抒

情一如既往，更像一阙独白，细腻悠扬。半生戎马、半生

农田，农民将军甘祖昌将一生都献给了他挚爱的祖国和

人民；70 多年来，从青丝到白发，一句承诺，她等待了一

生，红军遗孀池煜华始终坚信丈夫会平安归来……

诚然，舞台空间有限、形式有限。以小成其大，让每

个舞蹈元素都迸发更多意蕴，让作品在有限的体量中开

掘无限的旨趣，是创作者的一致追求。展演中的许多作

品，便从厚重的革命历史中，挖掘了许多细微之物，来承

载故事、升华主旨。一如《苏区母亲》中的马灯，寓意丰

富。既是重要的演出道具：母亲举着马灯极目远眺，在

家看着马灯寄托思念，孩子们牺牲后，他们的坟冢前也

都挂着一盏马灯，象征着理想信念之火永不熄灭。又如

《初心》中的手电筒，为理想信念“代言”。狂风暴雨中，

一束束光照亮了甘祖昌将军带领乡亲们兴修水利；黑暗

中，乡亲们手里的电筒向同一个方向汇聚，光明忽至，照

亮向前的路，照亮人心。此外，小井红军医院的女红军

战士的红纱巾，那是信仰的颜色；甘祖昌将军的锄头，一

下一下又一下，不停地锄向大地……以微见著，这些极

具生活气息的细节，增添了历史场景的真实感，也洞开

了一扇窗，让观众对革命精神有了共情的通道。

与光共舞，照亮青春年华

在那些特殊年代，身披戎装、血战沙场，是一种选择，

肩负大义、热血不灭，亦是一种选择；而和平年代，大多数

人平凡如斯，又当如何选择？展演中，一些作品扎根火热

的现实，于典型场景中塑造了一群典型人物，呈现了他们

的梦想与奋斗，达观与阴翳，传递出温暖与希望。可贵的

是，一些作品在跨越身体局限，对现代舞蹈语汇进行提

炼、组织、美化的同时，还将矮子步、滑步等赣地民间舞蹈

融入其中，让作品呈现出浓郁的赣地风味——

《奋斗》《逐梦蓝天》皆属工业题材，前者以一名退休

工人的回忆切入，虚实相生，塑造了上世纪 70 年代生产

一线的钢铁工人群像，劳动号子声声高亢，工人们系着

毛巾，拿着铁锹、锤子、铲子等工具，在钢花飞溅中舞蹈；

时代发展，技术迭代，劳动者之歌在车间飞扬，飞向了高

空。《逐梦蓝天》以短促跳动的街舞，铿锵有力的节奏，展

现了当代青年航空人的奋发向上，加之音乐的重金属

感，激光装置的使用等，让舞台时尚、充满动感。

此外，《众志成城》重现了 1998 年长江流域发生特

大洪灾，解放军战士征战洪魔的场景。一个个沙袋在地

上，在背上，在空中变换呈现。当洪水冲垮河堤，子弟兵

纷纷跳入洪水，用血肉之躯搭建钢铁城墙，堵住缺口；

《扶贫路上你最美》从扶贫女干部的视角去呈现脱贫攻

坚，细腻温情，家乡美、人情更美；《妈妈咪“鸭”》让想象

力扩散至天际，对抗疫故事进行了全新书写。孩子们扮

成小鸭子，憨态可掬，伴随“妈妈去哪儿了”的童声演唱，

一盏盏生命之灯被逐一点亮，孩子们摘下口罩，笑容天

真无邪。一句“我把妈妈借给你”，便足够温暖。疫情当

前，生命至上，我们每个人都憧憬摘下口罩的那一天。

犹如谢幕之作《党的光辉照我心》，一众青年朝气蓬

勃，与光共舞，照亮青春年华，成就更好的自己。时代不

同，青春的使命也有所不同。在这个伟大的时代，传承

先辈遗志，让美好在心田向上生长，不断拼搏奋斗，以千

万滴水珠聚成溪流，汇于大海，翻涌起东方浪潮，当是吾

辈青年的时代选择。

我爱看的散文，要里头有“人”。无论是优美、

宁静还是恶劣、平庸的环境，有了“人”的存在，人的

运行，有了呼吸着、笑着、想着事情的人，环境就特

别起来，此环境就区别于彼环境了。有的散文洋洋

数千言，可是有点像一台照相机，而且是像素不太

高的相机，一路拍拍那些树与鸟，河流与石头，再整

合整合就成了所谓的风光“散文”。这样的文字，比

导游手册啰嗦，比旅行攻略造作，更比不上一张地

图的高清。因为里面看不到“人”。作者本人的取

材能力和审美能力都是缺失。那就不如去看一部

风光纪录片。相反的，十九世纪末梭罗在小城康科

德的瓦尔登湖边住了两年，后来他写了同名的《瓦

尔登湖》，里面当然有湖的各样风景，有树木与小动

物。但是当后世的人们想起这本书，可以说，记忆

最深刻的，还是这本书里传达出的梭罗的一种态

度，即：人作为自然之子，该如何与自然和睦相处，

人该如何自由、俭省地生活。这态度在当时有点石

破天惊，于后世又是启示录似的。是梭罗把他的思

考结晶用文字、用散文的方式呈现。也就是说，《瓦

尔登湖》这本书里有梭罗这个“人”。一个不走寻常

路因而非常厉害的人。

又有的散文说事，说很大的事，也可能说很小

的事。这下是有“人”在里头了。但是读着读着，发

现里头的人是平面的，他们说话、行事似乎都是一

个模式下的产物，他们说上句读者能猜出下句。他

们似乎是作者坐在书桌前像剪纸艺人一样剪出来

的。他们所用的纸样就是他们脑袋里的某种干巴

理念。我并非说剪纸这门工艺不好，但是写作与工

艺还是不能等同。剪纸是可以批量制作的，你可以

剪一堆一模一样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但是写

作只能写出一个孙悟空，一个白骨精，再要写，就得

另外找人物了。这是因为写作的职责就是塑造完

全独立的人。塑造“活”的人。世界上没有两个人

是一模一样的。沈从文先生《湘行散记》与《从文自

传》之所以成为现代散文里的经典，与他在文字里

塑造了当兵的、拉纤的，以及那些叫做三三或翠翠

的姑娘，是分不开的。这些“活”的人，组成了沈先

生笔下的凤凰群像，也在散文史上“活”了下来。后

世的我们总是记得。

有些散文里也是有“人”的，但是里头的“人”如

果不够复杂，那也有点不符合我的散文审美。我喜

欢散文里比较“复杂”的人。因为生活就是无比复

杂的。生活中人人爱美，美景、美人、美物……但

是在散文或者说文学作品中，“丑”其实描写起来

更为过瘾。一个丑陋的人，缘何变得这么丑陋，丑

陋如何令他的内心更为忧郁、消沉，消沉中又有不

甘……总之是比愉悦的美人更为复杂的一种人。

是更值得写作者琢磨的一种人。当然很多时候，文

章中的这个“丑”，并非单指外表丑陋，而是指描写

对象的复杂性。我自己对于身边的流浪汉一直投

入不少的关注，作品里也很多次写到。也许就是因

为在这样一类人那里，有着我喜欢的那种复杂性：

孤单的小人物，无家的边缘人，浪迹中的风险，没有

尽头的游荡……这里面有无数的情感与故事可供

认知与猜测。并且，“流浪”也是有人类以来即已存

在的一种恒久意象，它同时指向宇宙与人心的深邃

无边……

但是散文里的人光是“复杂”也还是不够完美

的。因为如果仅仅顺着“复杂”这个方向写，作品很

容易变成一地鸡毛。事实上生活有时确实是一地

鸡毛，并且很多事了犹未了，最终不了了之。但是

文学作品最优异处就在于它是对生活的“提炼”，用

酿酒术语来说，叫做“提纯”。作者端给读者的，得

是一杯醇酒。勾兑的、没有发酵彻底的，没有“提

纯”的，都还欠缺火候。如果说，散文里的“人”得是

立体的、复杂的，以及提炼的。那么“提炼”这部分

是建立在前二者已经具备的基础上的，是前二者之

后的临门一脚，有可能将作品踢向叫做“经典”的那

个“球门”。所以最后这部分其实对作者要求是最

高的，得眼光辣毒、思想犀利，对于生活的理解宽和

深邃，并且一点都不能做作。一做作味道就变了。

我们也只有在那些大家之作里，才能享受到一杯好

酒下怀、一粒好球进门这样的体验。

我是这么想的：生活着的人是非常难的，可是

人又非常美。所以最好的艺术作品，其实都是把这

种东西展示给你看。美术作品里，你看米勒的《拾

穗者》，看梵高《吃土豆的人》就知道了；电影作品

里，你去看奥米的《木屐树》，看小津安二郎的《东京

物语》就知道了。散文也是一样。前面提到的《瓦

尔登湖》《湘行散记》都是这样的，都是写着既难又

美的人。因为美就是从难里面来的。不难，就不

美。不难，美就没有深度与厚度。那些不难的美，

那些太容易的美，那些天生美人的美，是不过瘾的

美，是一片白光的美。而黑白交织、五味杂陈的美，

才是更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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