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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易禹琳

4月23日，“世界读书日”。当晚8点，2017
年度“中国好书”颁奖盛典在央视一套播出，从
47万种出版物中“万里挑一” 甄选出的29本获
奖图书揭晓。其中，由湖南少儿出版社出版、汤
素兰原创的长篇儿童成长小说《阿莲》荣获
“2017中国好书”，也是湖南唯一入选的一本。

为什么是《阿莲》？阿莲是谁？如何帮助更
多的阿莲成长？记者采访了该书作者、著名儿
童文学作家汤素兰。

《阿莲》：多重滋味的成长故事
为什么是《阿莲》？“2017中国好书”颁奖

盛典大屏幕播放了《阿莲》一书的颁奖词：本
书是一本自传型儿童成长小说。 作家汤素兰
以精心的构思和流畅的语言讲述乡村童年故
事， 青山碧水的诗意和成长的艰难困苦起伏
呼应，呈现着生活和体验的多重滋味，包含着
丰富、深厚的审美意蕴。

写了30多年童话， 被孩子们亲切地称为
“笨狼妈妈”的汤素兰对《阿莲》能获奖，感到
欣慰， 因为自己作为一个作家的努力被大家
看到了。“中国好书” 可不是写得好就能够获
奖，还要有一定的阅读量，《阿莲》上市大半年
时间，销量就突破5万册。从《笨狼的故事》到
今天的《阿莲》，从拿手的童话写作到完全不同
的小说创作，汤素兰是在自我挑战。读过她每
一本童话的儿子和从不读她童话的丈夫给了
《阿莲》很多建议和鼓励。而汤素兰认为自己珍
藏的童年经验经过岁月的沉淀，是时候与读者
分享了，接下来，除《阿莲》外，汤素兰“童年风

景”成长小说还有第二部和第三部。
今天的孩子能读懂《阿莲》吗？汤素兰认

为，阅读无关时代，而是看故事讲得好不好，
就像《红楼梦》永远有人读。但因阅读能力问
题，她觉得《阿莲》适合小学高年级和初中生
以及做父母的来读。

作为“70后”，记者在《阿莲》里重遇童年
记忆中的裁缝、接生婆、乡村小学、供销社、
“双抢”及熟悉的湘中风景和民俗。

阿莲：自立自强的中国女孩
阿莲是谁？如果是自传，《阿莲》不就是汤

素兰本人的故事吗？汤素兰告诉记者，与书中
的阿莲一样，她有一个做裁缝的妈妈、给自己
很多爱的奶奶，甚至也有一个好伙伴“明亮”，
但《阿莲》是一部关于成长的小说，是完全虚
构的。

为什么取名阿莲？ 名字来源于汤素兰一
个女同学志莲， 曾在井台边羡慕地望着她去
上学。乡村的女孩大多以花来取名，莲的形象
也很中国化，阿莲就是千千万万个中国女孩，
寄托着汤素兰希望她们都洁身自好、 亭亭净
植的美好愿望。

《阿莲》是要告诉孩子吃苦吗？在阿莲成
长的年代，乡村贫穷落后，母亲冷漠、父亲长
期离家，爷爷重男轻女，因为阿莲求知若渴和
自身不懈的努力，才走向广阔的天地。汤素兰
说：“现在的父母大多想给孩子营造一个非常
美的环境， 我们也有太多畅销轻松的校园小
说，但事实上，当孩子直面人生的时候，生活
要残酷粗粝得多。《阿莲》 是想通过一个不一
样的童年故事， 让现在的孩子获得成长的力

量和希望的光芒。”
但汤素兰并不认为《阿莲》在描写苦难，

相比于现在孩子物质的丰富， 那个年代的孩
子是自由快乐的，没有那么多作业，少了许多
规定约束。自己能成为一个童话作家，也是因
为有一个自由的童年。

更多阿莲：成人的引导非常重要
时代变了， 乡村女孩的成长环境依然值

得关注。
阿莲没有书包、没有凉鞋，甚至考上了重

点中学却被人冒名顶替， 但她的身边有爱她
的善良的婆婆， 有给她图书打开另一个世界
的梅伯伯，有深明大义的李校长。当然，也有
因为一件小事处理不当， 让阿莲对语文课失
去兴趣的丁老师。我们不禁要问：在孩子的成
长过程中，成人到底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汤素兰认为，女孩子自身要自立自强，就
像竹笋，再坚硬的土地，也要破土而出。同时，
成人的引导在孩子的成长中起着非常重要的
作用。因为孩子最想成为的那个人，可能就是
她最先接触到的那个人，当然要好好引导。在
她看来，不好的引导不如不引导。

汤素兰自称是最早的“留守儿童”，童年
时父母都不在身边，但奶奶像《左贺的超级阿
嬷》中的阿嬷，在穷苦中为她搭建了一个温暖
的家。面对农村众多留守儿童的现状，汤素兰
认为孩子不管留守不留守， 重要的是孩子觉
得自己是安全的，哪怕父母不在身边，要让她
从父母和周围人的爱中感受到自己是安全
的。安全了之后，她的心才能安定，安定之后
才能去感受外面的世界。

� � � �湖南日报4月23日讯（记者 沙兆华 通讯员
欧阳海燕 皮铭湘） 世界读书日前夕，4月22
日，省妇联举行“书香飘万家”2018家庭亲子
阅读活动启动仪式。

阅读关乎一个民族的兴盛和进步， 全民
阅读是家庭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活动
中， 省妇联倡导各级政府要为儿童健康成长

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全省各级妇联继续推
进“书香飘万家”家庭亲子阅读活动。希望广
大妇女当好全民阅读的推广者、 亲子阅读的
实践者、和谐文明的传播者，希望广大少年儿
童读好书，做好人，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此次活动由省妇联、长沙市妇联联合主办。
活动现场，省妇联为贫困乡村亲子公益书屋赠

送2万元书籍，对全国“书香家庭”代表进行了表
彰，“书香达人”家庭代表分享了亲子阅读经验。

近年来， 我省各级妇联持续创新开展阅
读活动， 整合各方资源开展各种公益性家庭
亲子阅读活动1万多场次， 吸引180多万个家
庭参与，涌现出全国“书香家庭”42个、省“书
香家庭”294个。

� � � �湖南日报4月23日讯 （记者 苏莉 通
讯员 曹雄）为纪念中共中央“五一口号”发
布70周年，今天下午，省委统战部推出“新
时代共绘最大同心圆”网络访谈，聚焦多党
合作。

70年前， 中共中央发布了“五一口
号”，得到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
热烈响应。今年3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全国政协联组会上，重提“五一口号”，并首
次提出“新型政党制度”，希望各民主党派
和无党派人士要做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
好帮手、好同事，增强责任和担当，共同把
中国的事情办好。

“‘五一口号’的核心和精神，就是坚持
大团结、大联合，推进多党合作，巩固和发
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为建立新中
国而共同奋斗。” 访谈中，省司法厅副厅
长、民革省委副主委傅莉娟，省文化厅副
厅长、无党派人士鄢福初，湖南大学马克
思主义学院教授龙兵， 回顾“五一口号”
发布的历史背景和意义， 畅谈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优越
性， 以及新时代如何坚持和完善好新型
政党制度。

“新时代共绘最大同心圆”网络访谈室
由省委统战部和红网共同推出。

文化视点

“中国好书”《阿莲》：给女孩成长的力量

省妇联启动2018“书香飘万家”活动

� � � � 4月23日，南华大学的学生在校园里看书、学习。当天是世界读书日，同学们无处不在的读书身影成为了
校园里最美的风景。 肖与轩 曹正平 摄影报道读书表情

“新时代共绘最大同心圆”
网络访谈聚焦多党合作

� � � � 湖南日报4月23日讯 （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雷文明）4月20日， 省公安厅交警
总队召开全省公安交警系统政治建警工作
会议。 全省公安交警系统将找准政治建警
工作与公安交管业务工作的结合点， 以政
治建警推动重点工作。

会议指出，全省各级公安交管部门要提
高政治站位，全面压实政治建警责任，严格
执行请示报告制度， 着力规范民警交往行
为，切实改进全警工作作风，大力实施爱警

惠警行动，坚持以政治建警统领公安工作和
队伍建设，确保政治建警不虚、不偏、不空。

据了解， 湖南公安交警系统将以政治
建警推动当前重点工作， 深入推进农村道
路交通秩序百日集中整治， 深入推进公安
交管领域“放管服”改革，加快组建省、市、
县三级交管便民服务中心， 推动跨省异地
缴纳罚款、机动车跨省异地检验、营运货车
“两检合一”、 交通事故在线定损理赔等交
管改革。

以政治建警推动重点工作

湖南交警将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

� � � � 湖南日报4月23日讯（通讯员 艾谈华
记者 孙敏坚 ） 4月11日是澧县澧澹街道
邓家滩村6组村民向际铁的八十大寿。亲友
们准备了一桌家常菜祝寿， 街坊邻里们拱
手道贺，既节俭又喜庆。

这是澧县社风民风向善向上的一个缩
影。近年来，该县坚持以党风带民风，移风
易俗树“新风”，乡风文明建设迈上了新台
阶。

澧县将乡风文明建设列为乡镇、 村级
党组织书记的“一号工程”，县委组织部明
确要求，将深化移风易俗、涵养优良家风、
树立文明新风等工作列为乡、 村两级每月
的“主题党日”活动、每个季度的党员大会
以及每年的党组织书记“双述双评” 等的
重点内容，严格考评，顶格问责。今年以来，
2名镇党委书记和4名村（社区）党支部书
记因村民违规赈酒和燃放鞭炮祭扫而被县
委主要领导约谈。

该县还建立了“党员中心户牵头、区域
党员协同、广大群众跟进”的党员引领文明

乡风工作机制，从各村（社区）中挑选一些
有威望、能带头的党员担任“党员中心户”，
每个中心户负责3至5户党员家庭，每名党
员负责5至7户家庭户。 党员不仅要及时劝
阻所辖家庭的不文明行为， 还要入户宣讲
文明新风政策， 指导村民谋划勤劳致富新
途径。

同时， 该县还组织开展了十佳村规民
约、十佳家规家训、十佳法治人物、感动澧
州十大人物评选及“讲述好家风故事”等活
动，并组成宣讲小分队，下到各镇（街道）、
村（社区）进行集中宣讲，让先进典型的事
迹和模范家庭的美德走进千家万户。

如今，“劳作闲暇，邀三五好友，品一壶
好茶，读一本好书，听一则优秀家风故事，
再无麻将声烦扰， 也无邻里相争吵……”
等喜人景象成了澧阳平原的主题曲，社
会风尚日渐清朗明亮。截至目前，该县已
涌现了牌楼村等3个“全国文明村镇”，澧
西街道向阳村等5个村荣获“省级文明村
镇”。

澧县：党风带民风 易俗树“新风”

“长沙朋友多，他们都叫我剑哥哥”
郁钧剑长沙开讲《怎样唱好歌》

� � � 湖南日报4月23日讯（记者 龙文泱 通
讯员 张峰毓）《说句心里话》《小白杨》《血
染的风采》《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这
些家喻户晓的歌曲是我国几代人的共同记
忆。4月20日，歌曲的演唱者、著名歌唱家
郁钧剑来到长沙音乐厅，做客第12期“华人
文化大讲堂”，向长沙的歌迷朋友传授《怎
样唱好歌》。

华人文化大讲堂是由省文化厅、 省演
艺集团、 湖南中华文促会、 长沙市文广新
局、 华人影视孵化器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的
公益讲堂。

“我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来过长沙，长
沙朋友多，他们都叫我剑哥哥嘞！”开场一
席话，郁钧剑就拉近了与台下观众的距离。
头发向后梳得一丝不苟，一身休闲服饰，年
过60岁的郁钧剑和大多数观众记忆中的
荧屏形象相比，身形稍微发福，但唱起歌来

依旧中气十足。
郁钧剑从什么是民族唱法、歌唱究竟

是音乐还是文学、 中国民族唱法的走向等
3个方面做了探讨。他说，目前我国很多
人以美声唱法指导民歌演唱， 这与民族
唱法是两种不同的审美体系，各有优势。
“诗有诗眼，歌有歌眼。”郁钧剑说，重视
歌唱的文学属性， 理解歌曲的内在含义
非常重要，“拉着大嫂的手（感受手的粗
糙和她的辛劳）唱的歌，比只用老师教的
技巧唱的歌要好。”他以“说句心里话”这
一句歌词为例，示范演唱了5种不同理解
的不同表达。 他还告诉观众找乐感的小
秘诀， 就是在唱歌之前把每首歌的歌词
认真朗诵几遍。

现场， 通过前期招募的歌唱爱好者一
一登台，接受郁钧剑一对一的指导。当天，
郁钧剑还被聘为省演艺集团艺术顾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