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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在童话故事里的智慧，
在你艰难时能推你一把

新湖南：你们共同获奖，但年龄相差近50
岁。 你们觉得在不同年龄段，书写儿童文学的
同与不同各是什么?

李少白：我创作儿童文学已有40年。 不同
年龄段里，我写作的对象是相同的：都是孩子。
环境在变化，但他们的童心不会变。 我的体会
是，我的年龄越大，心态反而更接近低幼的孩
子们，所谓“老小老小”，这些年我慢慢写了更
多偏向于低幼儿童的作品。

周静：不同年龄对于人生的感悟不一样，
关注的点也不一样，书写也随之不一样。 时间
有最大的包容性。 相同之处是对于文学的热
爱，对于童年的守望。

新湖南：你理解的童话是什么?小时候对
童话的理解和现在是否有所不同?

李少白：小时候我觉得童话是好玩的，充
满好奇、新鲜感。 长大后知道，童话的基本特
征是想象，看起来离奇，但却是“真实”的。 童
话有一种深刻的真实，本质上的真实。

周静：童话是一种信心，一种信念，一种追
寻。 小时候就觉得童话故事好看，现在才知道
童话所隐藏的心灵力量。 那些藏在故事里的
智慧，在你遭遇艰难的时候，能推你一把。

童年生活里那些无字的
书，给我的影响最深远

新湖南：为什么热衷写儿童文学?你觉得
儿童文学应该有什么样的特质?

李少白：我读的是师范专业，毕业后从事
教育工作，一辈子与孩子们打交道。 我对儿童
文学的热爱也来源于这样的生活体验。 儿童
文学必须是儿童的，又必须是文学的，二者缺
一都不是儿童文学。

周静：儿童文学有一种单纯的魔力，让我
着迷。 儿童文学要有文学的美与温暖，更要多
一些儿童才有的单纯之力量。

新湖南：在你记忆中，小时候读过的儿童
文学作品，哪个故事给你的印象或影响最深?

李少白：文学创作讲究源头活水：读有字
的书，也要读无字的书。 我小时候读物很少，
但我的小山村又盛产童谣，树林、溪水、蝉鸣，
所有童年生活的韵律———这些无字的书，给我
的影响最深远，也都成为我后来创作的源泉。

周静：小时候读过一个爱斯基摩小男孩的
故事，很喜欢，反反复复读过很多遍。 那个故
事给我展示出一个与众不同的冰雪世界，更重
要的是，它展示了爱的温暖与力量。

给孩子们写东西就是跟
他们在说话， 让我老得不是
那么快

新湖南：你觉得现在的孩子需要什么样的
儿童文学?他们的需求与以往有何不同?

李少白：随着时代的发展，互联网的普及，
现在的孩子成熟更早，知道的东西更多，想的
东西也更多。 我们的创作，要贴近他们现有的
生活，表现他们内心的情思、困惑，包括一些现
实中的问题，我们在写作中不能回避。 给孩子
们写东西，其实就是跟他们在说话，跟他们沟

通。 如果还只是写一些小狗小猫，已经不能满
足现在的孩子的需要了。

周静： 我之前没有特别关注过这个问题。
孩子们各不一样，大家写不同的书，孩子们找
到自己喜欢的书。孩子们面对的实际问题跟以
前不一样，但要经历的心灵成长是相似的。

新湖南：现实中你是一个顽童吗?
李少白：我要给孩子们写东西，就要一直

保持和孩子们贴近的心，要“颐养天真”。
周静：现实中我不是顽童，但每个人心里

都会有顽皮时刻。现实和想象在孩子成长中一
直是相互交融的。

新湖南：你是在写作中重返童年，还是去
寻找发现一个新世界?

李少白：两者都有。 写作童话也在养我自
己的心，让我老得不是那么快。

周静：发现一个新世界。

好的儿童文学作家为人
时率真，写作时有“鬼点子”

新湖南：在你眼里，儿童文学作家是一个
怎样的群体，他们有何共性?请形容一下你眼
中的湖南儿童文学的现状。

李少白：我觉得好的儿童文学作家都有一
颗单纯的心，为人率真，但写文章时又有一点

“鬼点子”“鬼气”。湖南儿童文学群体是个很可
爱的群体，大家会一起帮助，一起探讨，氛围很
好，这也是这些年湖南儿童文学取得一些成绩
的重要原因，我们也迎来了湖南儿童文学的春
天。

周静：儿童文学作家各不相同，但都是有
意思的人。 湖南是我们生长的土地，这方土地
养育我们，滋润我们，丰厚我们，我们在讲述这
方土地的故事， 我们的文字有这方土地的气
息。

新湖南：请分别用一句话描述自己和对方
的作品。

李少白：周静是湖南在全国获儿童文学奖
的作家里最年轻的，她离童年比我更近，与孩
子和童心天然亲近。 对于儿童文学创作，这是
很宝贵的能量和品质。

我这两年主要在童谣上做些探索和努力，
童谣是我们传统文化中很重要的瑰宝，但我发
现很难比以前的童谣写得好，我只能尽力做到
自然质朴、朗朗上口，希望以后可以比以前写
得更好。

周静：我们都用心讲述自己的故事。

王梓 胡丹丹

“手握犁铧和笔头，求索文学有梦想。 立
足乡土勤创作，山沟飞出金凤凰。 ”这是临澧
人对农民女作家、临澧文联兼职副主席、中国
作协会员宋庆莲的评价。

一直想写写农民作家宋庆莲。 联系宋庆
莲几十次， 她却在湘西古丈娘家写作。 前不
久，她从湘西创作归来，笔者到文家采访了这
位女名人。

“在生活 的 田 野 上 播 种 我
骨子里的清香”

宋庆莲从小就有当作家的梦想， 青年时
代她就展露出了文学天赋，1989年她的一首
情诗《爱情，使我双膝跪下》荣获全国情诗大
赛一等奖。 然而，多舛的命运让她从父辈的手
中接过了岁月磨亮的锄头和镰刀。 但不管生
活多么艰苦， 热爱文学和喜欢读书的她还是
不愿放下书本。

特别是刚嫁到临澧文家时， 生活极为艰
苦。 农闲时，她仍然坚持读散文和诗歌，用来
充实乡村寂寞的时光。 后来，宋庆莲和丈夫自
学了食用菌栽培技术， 一起租种了几亩地栽
培平菇。 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生活状况有了
改善，新修了房子，在乡村公路边开了一家杂
货店。 她一边耕种田地，一边照顾孩子和打理
店子，同时大量阅读文学作品。

虽说生活环境有了改善，但对她来说，自
己掏钱买书读还只是一种奢望。 她只好去乡

完小和乡中学图书室借阅书刊， 后来又在县
图书馆办了借书证， 先后阅读了上百部古今
中外名著，自学了《大学语文》《哲学原理》《诗
歌基本原理》等理论书籍。

2002年的一个深夜， 她拿起了搁置10年
的笔又开始涂鸦，写的第一首诗歌是《在生活
的田野上播种我骨子里的清香》。

为了节省支出，减少买稿纸的费用，她把
杂货店里香烟的外包装纸一张张收集在一
起，装订成一个个本子。 第一次是用铅笔在上
面写的，修改后再抄上笔记本，这样香烟纸就
可以用钢笔再写一次。 随着时间的推移，重叠
着铅笔和钢笔两种字迹的香烟包装纸越积越
厚。

“读书、写诗，在繁忙的劳动
之外获得另一种生活”

2005年，宋庆莲加入到外出打工的行列。
一卷诗稿，一支笔，一本新华字典，一堆书，总
是让她离乡的行囊越来越重。 在长沙梅教授
家做保姆时，拼命干完活后，她挤出时间一边
阅读教授家里的千卷图书，一边坚持写作，曾
写了一首《快乐保姆》的歌词；2007年，宋庆莲

辗转到了广东普宁市的一家制衣厂， 她的第
一部诗集《犁女梦呓》就是利用打工下班后的
时间写作整理出来的。

宋庆莲说：“漂泊的日子虽苦， 但只要挤
出时间来读书、写诗，生命就会感到非常的愉
悦。在繁忙的劳动之外，获得了另一种生活。 ”

2008年2月 ,宋庆莲从广东回家，栽种了
十几亩烟叶和水稻， 农活之余依然坚持读书
和写作。 这一年她先后三次参加了常德市文
学创作笔会、 常德市音协歌词歌曲创作笔会
和中国诗人节。 她认真聆听了多名著名作家
诗人的讲座。 叶延滨谈作家的良知和责任，华
海谈诗歌与自然等， 使她感觉自己的灵魂得
到了洗礼，思想得到了升华。

2009年3月，她的诗歌集《犁女梦呓》由大
众文艺出版社出版， 实现了多年来想出本诗
集的梦想。 同年5月，她被常德市文联选送到
毛泽东文学院第八期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
学习，聆听了陈建功、唐浩明、梁瑞郴、水运
宪、王跃文、叶梦、贺晓彤等著名作家的讲座。
期间她拜访了《小溪流》主编黄亦鸣，和黄主
编面对面地交流和沟通儿童文学写作的问
题。 由此，她开始了儿童文学的写作。

2009年7月， 宋庆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她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 为孩子们传递正能
量，用真善美的作品滋养孩子们的心灵，伴随
孩子们健康成长。

2012年9月，宋庆莲被湖南省作协推荐到
鲁迅文学院第十八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
学习，她带着泥土的气息走进鲁院，带着她的
乡村学习。 学习期间，《诗刊》《中国作家》《文
艺报》发表了她的诗歌，她的第二部诗集《走
成阳光的路线》 和第一部长篇儿童文学作品
《米粒芭拉》同时与出版社签署了出版合同。

“农村生活虽然艰辛 ，但它
成就着我的梦想”

从鲁院学习回来， 她更加谦虚认真地写
作，努力在家乡的热土地上创作出好作品，以
此来表达她对这方土地的热爱。

在读书写作的同时， 宋庆莲积极参加社
会公益活动，帮助伤残家庭，帮助身患疾病的
文友，给他们爱和帮助。 为了给村民和村里的
孩子提供一个学习场所， 丰富乡村的文化精
神生活，2010年宋庆莲在自己家里义务开办
了村农家书屋，至今有上千人次借阅书籍。 周
围的村民都知道宋庆莲热爱文学，坚持写作，

便有家长带着孩子上门请教写作知识。 她辅
导作文的第一个学生文缁博， 现在已经硕士
研究生毕业，在大学任教。 村里的爷爷奶奶们
经常把留守在家的孙子孙女送到农家书屋
来，宋庆莲督促孩子认真完成作业、辅导孩子
们作文。 对孩子们的成长成才，宋庆莲感到由
衷高兴。

在鲁迅文学院的开学介绍和毕业典礼发
言中， 宋庆莲都不忘宣传她的乡村和乡村文
化。 她说乡村需要文化， 更需要文化的传播
者。 鲁院白描、成曾樾等为她的农家书屋捐送
了几百册书籍，白描还为她的农家书屋题词。
她的事迹还引起了中国作协领导的重视，将
她的农家书屋纳入了中国作协中华文学基金
会赠书计划。

宋庆莲多次被邀请到学校、机关演讲，分
享她坚持梦想，自强不息的精彩人生，传递正
能量。 宋庆莲说：“农村生活虽然艰辛，但它磨
练了我在逆境中的意志， 为我在今后的创作
提供了最原始、最朴实的素材，成就着我的梦
想。 ”

宋庆莲对梦想的坚持、对文学的执着，感
动了许多人。 2012年《中国文化报》报道了宋
庆莲的事迹；2014年宋庆莲荣获全国十大读
书人物；2016年宋庆莲荣获湖南省书香之家，
并荣获全国五好文明家庭等荣誉称号。

宋庆莲，一个纯朴的农家女子，多年来一
手握犁铧，握住了自己的生存之本，一手握
笔头，握住了自己的梦想之根，立足乡土，
耕耘不辍，绽放了自己的生命之花、文学之
花。

投稿邮箱：xiangjiangzhoukan@163.com“我家这五年”征文

桃林深处是我家

湘江对话
8月4日 ， 第十届全国优

秀儿童文学奖在京揭晓 ， 湖
南儿童文学作家周静的长篇
童话 《一千朵跳跃的花蕾 》
和李少白的幼儿文学 《蒲公
英嫁女儿》 获奖。

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是

同茅盾文学奖、 鲁迅文学奖、
少数民族文学 “骏马奖 ” 并
列的中国四大文学奖之一 ，
每四年评选一次 ， 是我国儿
童文学最高奖 。 继湖南儿童
文学作家邓湘子 、 牧铃双双
获得第九届全国优秀儿童文

学奖后 ， 湖南儿童文学作家
又一次在该项大奖上爆出双
响炮 ， 充分展示了湖南儿童
文学作家群的实力与兴旺。

8月5日 ， 周静 、 李少白
接受了新湖南客户端记者专
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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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李少白，知名儿童文学作家。1939
年出生，曾在小学任教20余年，后任长
沙市文联主席， 退休后仍笔耕不辍，至
今已出版儿童诗集、童话故事集、低幼
读物40余种， 曾获全国少儿文艺创作
奖(1954—1979)、全国优秀少儿读物
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文化部群星
奖金奖等奖项30余次， 有20余篇作品
被选入中国内地、港澳地区及新加坡等
地的中小学语文教材。他是中国童诗童
谣的标志性人物，获奖作品《蒲公英的
女儿》是新童谣作品集，收入作者新创
作童谣250余首。

周静，80后儿童文学作家 。 现任
《小学生导刊》编辑，出版有《牛角洲旅
店》《叮当响的花衣裳》《七岁汤》等多部
儿童文学作品， 曾获湖南省青年文学
奖、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大奖、张天翼
儿童文学奖、“大白鲸世界杯”原创幻想
儿童文学奖等。 获奖作品《一千朵跳跃
的花蕾》， 曾被中宣部列入2015年度
“优秀儿童文学出版工程”，讲述了“我”
的12个姨不同的性格和她们既真实又
荒诞的故事，12个姨代表着12种从生
活中悟出来的哲理，充满智慧和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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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丽

我家位于苍苍茫茫的武陵山脉
深处一座名不见经传的山上， 溇水
从山脚流过。 我自小在山中长大，
熟悉山中的一切。 草木开花结果，
虫鸟低吟浅唱， 人们劳作忙碌， 一
切周而复始。 山中交通不便， 信息
闭塞， 人们的生活方式很多年来没
有多大的变化。 近些年， 村里的年
轻人多外出打工， 只剩下老人和孩
子守着一方山水， 乡村渐渐沉寂荒
芜起来。

我的父母和那些在山中生活了
一辈子的人一样， 选择留在故土，
不愿离开， 用他们的话说， 还是自
己的地儿好， 出门就是青山绿水，
菜园庄稼地， 多自在。 我曾想等他
们年纪大了， 无论如何也要说服他
们搬到城里来住。 可是， 山乡这五
年的变化， 我家这五年的变化， 让
我觉得留在山乡也是不错的选择。

几年前， 父亲在老屋不远处的
一片山坡上种上了桃树。 他看到新
闻里说很多地方搞新型农业， 也想
试试， 何况随着年岁逐增， 种点果
树也相对轻松些， 就当是找点事
做。 话虽如此， 父亲还是用一贯勤
勤恳恳的态度打理着他的桃树。 种
了一辈子庄稼的父亲， 劳作的活儿
做得精细， 桃树苗拔节似的生长。
不料， 500棵桃树第三年挂果时，
结的是又酸又涩的毛桃子。 父亲没
有放弃， 他重新买来优良品种的枝
条， 一棵一棵嫁接。

那一片桃树渐渐成林， 结出的
桃子又香又甜。 父亲和母亲整日在
桃林中忙碌， 修枝、 除虫、 施肥、
浇水……没有什么事情时， 他们就
一棵一棵桃树地看过去， 聊些琐碎
的事， 其乐融融。 父亲说， 看到这
片桃林， 他就高兴。 桃林成了父亲
的精神寄托。 我想， 只要他高兴就
好， 一年能结多少桃子， 卖多少钱
都不重要。

桃林在山坡上， 这里原来有几
户人家， 后来都搬下山去， 留下几
栋破旧的老房子见证着时
代的变迁。 没有住户， 所
以村道也没有修通。 桃子
成熟的季节， 父亲肩挑背
负把桃子运到村道上， 然
后骑着小四轮车， 走村串
户叫卖。 山乡不大， 亲朋

好友熟人多， 那些桃都是半卖半
送。 父亲整天乐呵呵地———因为吃
过他桃子的人， 都夸“好吃”。

山上的那一片桃林， 渐渐在山
乡成了名。 春天时， 绚烂的桃花如
云霞般开满山头， 引得人们前去欣
赏。 七八月份桃子成熟时前去摘桃
子的人也不少。 前年， 在村里的帮
助下， 村道修到了桃林， 交通便利
了， 父亲的桃子卖得更好了。 父亲
又扩大了桃林的面积， 把老家的屋
前屋后都种上了桃树， 增加了新品
种， 他的桃林， 越发欣欣向荣。

今夏， 父亲对我说： “桃子快
熟了， 我买了500个包装盒， 每盒
十斤。 去年有人要我邮寄桃子， 因
为不好包装没有寄。 你告诉我怎么
发快递， 我准备到网上卖桃子。 还
有， 你擅长写文章， 给咱们家的桃
子写篇文章宣传一下。” 我只得领
命， 按父亲的要求一一完成。

父亲种的桃子， 就这样走出了
大山。 那片桃林， 让父亲有一种成
就感， 桃林不仅结出了可口的桃，
也在父亲的心上结出了精神上的果
实。 父亲用他接受的新观点、 学来
的新技术， 把原本渐渐荒芜的山
坡， 变成了一片美丽的风景。

与此同时， 家乡的土地上， 一
片片茶林、 烟地、 果园、 荷塘……
蓬勃发展起来。 这五年来， 是新农
村建设如火如荼的五年， 也是我家
在生产、 生活方面变化最大的五
年。 我家修了新房， 装了网络， 水
泥路到了家……再回到那个我从小
长大的地方， 全新的变化加上青山
绿水， 感觉是那么舒适。

桃林深处是我家， 那里， 有我
勤劳朴实的父母， 有朴素绵长的旧
时回忆， 也有我深情憧憬的新希
望。

湖湘风采

农民女作家：手握犁铧，笔注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