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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曼斯

长沙历史上永远抹不去的痛楚
当你置身某处， 是否会浮想脚下这片土

地的前世今生———
繁华的都市曾是一片焦土。 若不是偶然

见了天心阁下的警示钟： “文夕大火” 中被
众口相赞的“千年古城” 长沙被焚之一炬。

钟楼石碑记载： “1938年11月， 日军逼
近长沙。 中国最高军事当局实行‘焦土抗
战’， 欲焚毁长沙。 13日凌晨， 南门某处突
然起火， 防火队员误以为信号， 四处点火，
一场旷世大火骤然而起。 大火烧了五天五
夜， 城区建筑毁之七八， 死难同胞3000余
人。 长沙人民世世代代创造和积累的财富顷
刻间化作灰烬。” 读罢， 忽在五月初夏坠入
炎炉。 我看见日光化作面目狰狞的火兽迎面
扑来， 引来灼心之痛。 这是长沙历史上永远
抹不去的痛楚， 是深切刻骨的痛， 是撕心裂
肺的痛。

我不是老长沙， 过往的几年不过是在这
城市寻个落脚之处， 说不上多有感情。 但在

此刻， 我似乎触到了这座城市的筋骨。

即便切肤之痛， 也未丢掉气节
当年， 长沙作为上海、 南京、 武汉等会

战的后方， 积累了许多战略储备， 大批文化
团体、 学校、 工厂及逃亡难民内迁入湘， 长
沙人口陡然增加至50余万， 经济、 文化更趋
繁荣。 面对日军的虎视眈眈， 当局决定实行

“焦土抗战”， 即便玉石俱焚， 也“不资敌
用”。

在一片犹疑恐慌中， 人群开始向城外疏
散。 长沙出城的各个路口汽车、 马车、 人力
车络绎不绝， 车站、 码头人流滚滚， 繁荣、
嘈杂的长沙城在几日之间迅即冷却下来。

随着岳阳失守，焚城之炬悬之欲下。 一触
即发之际，南门忽现一道火光冲天。 此时人群
尚未完全疏散，紧绷的防火小队无暇多想，火
把一扬，长沙瞬时坠入火海。 尚在城中的百姓
在梦中惊醒，从火势汹汹的梁柱间逃生。 午夜
时分的街巷里人海熙攘堆积， 火焰从四面八
方压来。 人们向湘江岸边仓皇奔走，却被挤入
水中，部分有幸得以乘船的百姓，在劫后余生
的喜悦中却因超载而沉入江里。

一夜之间， 昨日如锦如织的城垣沦为废
墟。

始建于明末、 被视为古城象征的天心
阁， 被烧得只余一段断壁残垣； 沐雨2000多
年风雨的贾谊故居， 大半毁于大火之中， 仅
存亚殿一座， 60年后才得以正式复建； 文人
览胜必往的定王台珍藏的万卷善本古籍在文
夕大火中被彻底焚毁。 但即便是切肤之痛，
长沙及它的子民也从未丢掉气节。

民间流传， 大火当天， 长沙一个绸缎庄
老板举着火把， 大声招呼过路的人进店拿绸
缎， 分文不要。 搬不走的， 老板一把火将自
己的铺子烧了个干干净净， 绝不让敌人拿走
半分。

这是长沙人的倔， 是湖南人的倔!古往今
来多少湖湘仁人志士， 或为秉持道义敢于直
言而不惜辞官， 或为革命殚精竭虑死而后
已， 或置个人安危与前途命运于不顾为国捐
躯。 进而有人曾言： “中国要灭亡， 湖南人
先死绝！”

长沙在一片焦土中涅槃重生
一把大火， 如何烧得灭长沙人的浩然气

节!长沙在一片焦土中涅槃重生———
1938年11月19日， 大火刚刚熄灭， 长沙

城的废墟上就重新出现了菜市： 卖肉者3人，
卖菜者2人。 一个茶馆一处江湖。 曾经宽敞的
茶馆被全部烧毁， 人们就着废墟搭起简陋的棚
屋， 里面依然坐满爱喝茶的长沙人。 喝茶的客
人陡然发现手上的香烟越来越贵， 连火柴也买
不到了， 一些有商业头脑的长沙人便兴起了办
烟厂的念头。 到1941年， 人们惊觉长沙已成为
战时中国生产纸烟的中心地……

大火过后， 疏散的居民相继归来。 对生
性乐观的长沙人来说， 再艰难也不能消沉寡
欢。 戏院很快重新开演， 戏迷们乐滋滋地听
上了湘剧， 心痒难耐的电影迷也很快如愿。
虽触目皆断壁， 满城是残瓦， 但长沙人在昏
暗的阴霾下自得其乐， 将被乌云笼罩的天空
撕开一道裂缝。

大火后， 日军接连发动四次长沙会战，
轰炸长沙百余次。 长沙城却从未在悲怆中停
滞不前。

时至今日， 仰头满城高楼大厦， 俯身地
铁在脚下穿梭。 长沙， 与其他现代化城市并
无任何差异。 许多人甚至已经不知晓79年前
的那场大火， 让长沙成为二战中毁坏得最严
重的城市之一。 这些都消失在了长沙惊人的
自愈能力中， 消失在了长沙人乐天向上的精
神情怀里。

李红叶

湖南儿童文学是有渊源的。从黎锦晖的
儿童剧、张天翼的童话到新时期以来的《小
溪流》阵营直至以汤素兰为代表的当代儿童
文学作家群，可以说，湖南儿童文学是中国
儿童文学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湘
军亦历来关注弱势群体， 关注童年生存状
态，并表现了自觉的文化担当意识和艺术自
省， 加上湘地特有的文化传统和地域特色，
湖南儿童文学定会发出自己的声音，标注自
己的个性特征。

来势喜人，后继有人

在儿童文学越来越受到重视的大环境
下，以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湖南教育报刊
社和《小溪流》杂志为核心阵地，湖南儿童文
学队伍日益壮大，并且越来越显示出一种气
象来。

牧铃、汤素兰、邓湘子等作家笔耕不辍，
创造力旺盛，近年来屡获大奖。 其中汤素兰
获得第四届、第五届、第八届全国优秀儿童
文学奖，皮朝晖获得第七届全国优秀儿童文
学奖，邓湘子、牧铃获得第九届全国优秀儿
童文学奖，汤素兰、牧铃、彭学军、邓湘子、谢
乐军、皮朝晖、周静、唐池子等众多作家在宋
庆龄儿童文学奖、 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陈
伯吹儿童文学奖以及“大白鲸”杯原创幻想
儿童文学奖中获奖。 令人欣慰的是，湖南儿
童文学的新生代越来越显示出他们的个性
和力量。以“大白鲸”杯原创幻想儿童文学大
奖为例，自2013年汤素兰的童话集《点点虫
虫飞》获得首届“大白鲸”杯原创幻想儿童文
学一等奖之后，激发了一批年轻作家急起直
追的勇气， 并在该奖中有极为出色的表
现。 该奖由大连出版社和北京师范大学
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中心共同主办， 面向
全国征稿，并且全程匿名评审，是一个发
掘新人新作并且具有全国性影响的原创儿
童文学大奖。紧跟汤素兰之后，周静的《小丑
之王》获得第二届“大白鲸”杯三等奖，杨巧
的《阿弗的时钟》获得第三届“大白鲸”杯一
等奖，方先义的《山神的赌约》获得第三届

“大白鲸”杯二等奖；而在2016年的第四届
“大白鲸”杯评审中，龙向梅的《寻找蓝色风》
获得特等奖、方先义的《土地神的盟约》及彭
湖的《画镇》均获得二等奖。 在一定意义上，

“大白鲸” 杯原创幻想儿童文学奖作为一个
观察指标， 标示着湖南儿童文学后继有人，
且来势喜人。

一斑窥豹，表现不凡

潇湘乃文风昌盛之地， 一旦“发现”儿
童、敏感到童年生命形态的独特意义及童年
阅读的重要性，湖南的儿童文学势必会有不
凡的表现。 略数几件要事：湖南少年儿童出
版社“全球儿童文学典藏书系”已出版100
多种，2013年10月第七届湖南省作家协会
儿童文学委员会成立；2015年7月湖南省作
协主办湖南儿童文学作家培训班；2015年
11月湖南省儿童文学学会成立，汤素兰任会
长。 2016年5月汤素兰被推举为中国儿童文
学研究会副会长；2016年8月汤素兰、 吴双
英、谢乐军应邀参加在台东举办的第十三届
亚洲儿童文学会议及第十四届亚洲儿童文
学筹备会议，第十四届亚洲儿童文学会议将
于2018年在长沙举办。 湖南儿童文学正以
自己的节奏和方式在中国儿童文学乃至世
界儿童文学的大花园里开出自己的花朵，散
发自己的芬芳。

不久前出版的《2016湖南儿童文学年
度作品选》， 是湖南省儿童文学学会成立后
的首部作品选集，一斑窥豹，可见出当前湖
南儿童文学创作的大致风格和价值取向。整
体来看，入选作品干净、内敛。 作家们不跟
风，不盲从，尊重生活本身，尊重传统，尊重
个人记忆，尊重童年，尊重儿童文学的文学
性，显示出湖南儿童文学作家们难能可贵的
主体意识和对艺术的严肃态度。

立足本土，自觉探索

作为中国目前最具创造力的童话作家
之一汤素兰。她在探索童话创作的多种可能
性，并创作出了大批上乘之作。 童话是外来
的文类，如何在汉语语境中生长并发扬本土
现代童话，是自上世纪初以来几代中国童话

作家不懈的追求。 在汤素兰这里，我们看到
了这种身份自省和自觉探索以及这种自省
和探索后的丰硕成果。 汤素兰敬畏经典，谙
熟安徒生等经典西方童话的创作手法，然而
她笔下的童话无不根系脚下的土地，生活气
息浓郁，从取材、具体意象的撷取到童话主
题的呈现，汤素兰具有清醒的当代意识和本
土意识。 她继承了安徒生的“生活本身即童
话”“天真即奇迹”的童话观，看重童年自身
的力量，看重个体生命经验，看重生活本身，
看重本土文化资源。

皮朝晖有很强的读者意识，他作品中对
社会弊病和人性弱点的批判、夸张戏谑的手
法、轻快的节奏及游戏精神均体现了他对张
天翼传统的自觉继承。

周静良好的文学感悟力和儿童文学感悟
力，保证了她的作品的品质。 她的力量一点一
点地从她的笔下延展开来， 她所获得的冰心
儿童文学新作奖大奖、 张天翼儿童文学奖、

“大白鲸”杯原创幻想儿童文学奖、湖南省青
年文学奖等，都将成为她前行的推力，然而，
她真正的动力只能源自她的内心，她的《三山
国王的宝藏》 取材于民间传说， 语言干净利
落，靠动作和细节展现人物性格和主题。 故事
充满民间智慧、中国智慧，也是周静的智慧。

谭群的《好大的雨》、袁妲的《想吃一个小
孩》、何卫红的《一颗星星掉下来》、释小云的
《云儿的秘密花园》都是很不错的作品。 方先
义不但是个讲故事的高手， 而且有很强的汉
语言驾驭能力，2016年他真正重要的作品是
继《山神的赌约》后的又一力作《土地神的盟
约》，他的这两部作品老道、蕴藉，无论取材、讲
述故事的方式， 还是作者所推崇的中国传统
智慧，都突出地体现了其创作的本土特征。

关注心灵，体现悲悯

与童话、诗歌的轻逸、飞扬相比，湖南的

儿童小说显得格外朴质、真诚，集中反映了
作家们对普通人生活的同情及对童年生存
状态的关注。

邓湘子主体意识非常强烈，他总是在思
考：何为文学，文学何为。《一起向前跑》是铅
华洗尽、朴实真挚的作品，让人感动。作者选
取的是稀松平常的日常生活，所有的生活细
节均如在目前，充满张力和质感，使读者真
切感觉到孩子因能与打工回来的爸爸妈妈
住在一起共同迎接每一个有苦有甜的平常
日子的幸福，他听到妈妈做鞋时“纱线穿过
鞋底沙沙作响的声音”，那种声音里“有种艰
难而坚定的感觉”。 马来劲的生活颇有些不
幸，爸爸妈妈已经闹到要离婚的程度，但他
仍在用自己的方式努力“生活”。生活是不完
满的，爱会使得生活变得充满期待。

湖南作家共同的乡村情结和悲悯情怀
使得他们格外关注到乡村儿童的生存境况。
深深打动我的是刘青鹏的《小裙子的旧手
机》， 当作者写小裙子终于收到了爸爸短信
并不顾一切冒雨冲到信号好的大路边等爸
爸电话的场景时，我们看到了刘青鹏的才华
和他的悲悯情怀。 禾木的《宅男“女神”》中，
少年心思看似波澜不惊，实则摇曳多姿。 骆
晓戈的《扁平的乐乐》则体现了作家对当前
急功近利、 拔苗助长的教育方式的某种反
思。龙章辉的《骑着水马去远方》用富有表现
力的文字书写少年心思，这是一个发生在少
年心里的惊心动魄的故事。龙章辉写得如此
真切， 让我们不知不觉中走进了那少年的
心，并走进了我们自己的内心。

对童年的关注即对生命根本的关注。童
年作为一种根性深深埋藏在我们的血液里，
这是我们的生命之树枝繁叶茂的基础。无论
是对少年心思的细致描摹还是对各类孩子
的苦乐生活的展现，均体现了作家们深切的
悲悯情怀和湖湘作家一以贯之的人道主义
精神。

挚爱乡土，彰显诗性
湖南儿童文学作家十之八九都在乡村

长大， 乡村成为他们共同的背景和记忆，他
们的创作也因此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和鲜
明的地域特色。而相比成人文学中的乡村书
写，儿童文学作家笔下的乡村和童年更具牧
歌情调和抒情意味，体现了湖南儿童文学作
家独特的审美观。

事实上，“以儿童为读者”不仅意味着对
儿童的关怀， 更意味着一种叙事策略的选
择，也即一种风格、一种题材的选择，一种理
解世界、把握世界、认知世界的方式和视角
的选择。“为儿童而写作”直接体现为对儿童
的尊重与关怀， 亦与浪漫主义者对自然、对
民间、对感性的推崇及对工业文明的对抗有
关，作为一种叙事策略，这种精神诉求成为
一种潜在的支配力影响了每一个时代的儿
童文学写作。他们的作品是从真实的生活中
产生的，乡村和童年是他们永久的乡愁。 下
笔至山霭、流水，或各种乡村人事，尤其是孩
童，或民间传说、民间信仰，或童谣、谚语，或
农事、植物和节气等，他们的文字就变得格
外生动，格外灵气，心便变得格外深沉，格外
温软，他们的文学梦似乎终有可安顿的地方
了！ 他们的作品也因此获得诗性品格。

作家们对乡土的挚爱还体现为对乡村纯
朴民俗民风民情的怀想， 以及对从前童年的
留恋。 湖南儿童文学的诗性品格与乡村记忆
密不可分。 那再也回不去的不仅仅是童年，也
是乡村。 乡村记忆和童年记忆成为一代又一
代作家最珍贵的资源。 何宇红以写实笔墨还
原童年记忆，并且与当今童年构成鲜明对比。
那是生气淋漓的童年！ 那种实心的羞怯，实心
的欢喜， 以及那种没心没肺的要欢乐要戏耍
的童年，一切都显得那样实诚，那么真切！ 这
是一个被乡村黑土和清清流水滋养过的童
年， 一个长大后回首往事心就变得柔软起来
的童年。 这种童年时光对现今都市儿童而言，
已然是一种传奇。 陶永灿与笔下人物声息相
通，他对乡村的观察是近距离的，并且充满感
情， 因此， 他的作品能给人一种特别的感染
力。 刘柠柠的笔下的“母亲”固执到发痴的行
为背后对家人的至为纯朴的爱……

这种源自对乡村、对纯朴事物、对纯真童
年的深情挚爱成为湖南儿童文学的主导风
格，无论在童话、小说、散文、诗歌中都有不同
程度的显现， 从而凸显了湖南儿童文学作家
的乡土情结和人文情怀， 湖南儿童文学的诗
性品格和地域风情亦因此显得格外突出。

(作者为湖南省儿童文学学会副会长、
湖南师大文学院教授)

烈火不灭之城

文夕大火中的长沙

“文夕大火” 警世钟雕塑与纪念碑

文夕大火后的长沙城

我看湖南儿童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