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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杨

只要作品有感染力，
就能打动人心

问 ：近年来 ，很多作家创作
了回忆或表现童年生活的作
品，作品反映的历史时代、社会
背景和人物生活都与今天的孩

子的生活经验有一定差距。 您觉
得， 这类作品能引起今天孩子的共

鸣，关键在何处？
答：我觉得不同时代的孩子，生活环境、

社会背景、 历史时代虽然不同， 但情感是相通
的，而且只要是孩子，都会遇到成长中的问题，都会

面临各种困扰与选择。 主人公面临困境时如何作出选
择，主人公生活中的喜怒哀乐，这些依然能引起今天孩子的

共鸣。 只要作品有感染力，就能打动人心。
问：《阿莲》 是您以自己的童年经验为素材创作的小说，您

是如何对自己的童年生活和童年经验加以选择和表现的？
答：它是以我自己的童年生活为背景的小说，和今天流行

的校园小说完全不同。 小说里那个叫“阿莲”的女孩子，有我自
己的影子。 我自己的童年比我在作品中呈现的样子更丰富，更
复杂，也许还更黑暗。 真实的生活就像一团麻，是零碎的，牵扯
的面更广泛，节奏却是缓慢的，也更缺少戏剧化。 我用故事讲
述的时候， 便是在生活的乱麻里抽出一根线来编织成一个叫

“小说”的东西。

用童话的方式寻找一个心灵的桃花源
问：你的童话新作《南村传奇》开篇，罗列了很多“很久以

前”，您写到现在很多人已经不相信这些“很久以前”了，这似
乎是童话写作面临的某种困境。 这也是您在写作中所感受到
的阻力或困难吗？

答：是的。 童话思维、儿童思维和原始思维有很多相似之
处，原始人相信万物有灵，但今天，面对科学知识丰富、思维充
满理性的孩子，写童话真的是越来越难了。 然而童话不是现实
的可能，而是愿望的满足，正是在这一点上，童话依然有无限
的生长空间和土壤。 今天，在民间生活中，人们依然用童话思
维表达美好的愿望，创造新的神话和童话。

问：《桃花源记》是您创作《南村传奇》的灵感来源吗？
答：“桃花源”是我们的前人曾想象过的美好居所。 人们虽

然拥有了越来越便捷的生活， 但环境的恶化与心灵的孤独也
日益严重，每一个人都想寻找心灵的桃花源。 我近年来常常想
起自己小时候成长的村庄和自己成长的环境。“桃花源”那样
古老的村庄究竟有怎样的魔力，会成为中国文人寄寓的理想？
在城镇化的浪潮中，我们的村庄正在飞速消失，它们能给我们

留下哪些遗产与财富？ 于是，我想用童话的
方式，来寻找一个心灵的桃花源，我正是
以陶渊明《桃花源记》作为引子，进入到
我的寻找。

渴望寻求突破， 写出
“中国童话”来

问：《南村传奇》 中四个故
事都充满了中国神话和民间文
学色彩，这与西方童话中的“王
子公主”“巫师魔法 ” 等完全不
同，具有更鲜明的本土性 ，四个

故事分别传达了对生命价值、牺牲、面对困境和正视错误等问
题的思考，您为什么会选取类似神话、民间传说的形式来承载
这些内容呢？

答：坦率地说，我最初的儿童文学思想资源与童话写作滋
养，是从大量西方经典儿童文学中获得的。 我小时候没有读过
童话，我对童话和儿童文学的系统了解与阅读，是在我读研究
生的时候。我早期的童话有着很明显的西方童话的印记。 作家
总是渴望寻求突破的。 当我看到北欧童话、英国童话、美国童
话和日本童话等都带有鲜明的民族与地域文化特征时， 我自
然要思考我如何写出“中国童话”来，如何将中国神话、民间文
学的资源， 运用到童话写作中。 这种思考不是一天两天了，却
也迟迟没有动笔。 因为我担心将自己的写作变成对中国民间
童话或者神话的述译或改写。 现在，我对自己的乡土有了和年
轻时不一样的情感与认识，对自己的写作更自信，于是有了这
一次的尝试。

小说和童话都需要把故事讲好
问：您去年创作的小说《阿莲》获得了2017年度桂冠童书和

2017年度“中国好书”，《南村传奇》应该和创作《阿莲》的时间相
隔不久，小说的写作会对您的童话创作产生什么影响吗？ 您是
怎样在童话和小说两种不同写作之间来回穿梭的？

答： 我认为不管是写小说还是写童话，“讲故事” 是硬道
理。 小说和童话都需要把故事讲好，讲得合情合理，如同真的。
但小说的“真实”需要符合生活的真实，因此，写《阿莲》时，因
为要还原当时的时代背景，我还是花了不少考据工夫。 童话的
本质是想象，但要被读者接受，需要符合情感的真实。 我在写
《南村传奇》时，确实有意识地强调了故事的“真实性”，包括细
节的真实性。 小说对真实性近乎苛刻的要求对我写童话确实
有好处，让一个想象的世界显得无比真实，这会让作品更具有
张力。 但童话的思维与想象，以及童话作品中对童话氛围的营
造对写小说也有好处。 艺术是相通的，可以互相借鉴。 当我提
笔写作时，我关注的是写作本身，是笔下的故事和人物，很少
去想文体的区别。

儿童文学是有意义和价值的事业
问：您经常到学校给孩子们讲故事，和他们交流，孩子们

对于您的作品乃至文学有什么有趣的想法吗？ 这些想法会不
会被您写到作品中？

答：我的读者是孩子，与孩子们接触能让我更了解孩子，
我也能以自己的经验和知识对他们作一些指导和引领，因此，
我每年都会花一定的时间到全国各地的学校去做讲座或举行
读者见面会。孩子们总是非常热情，对我充满了信任。 有时候，
孩子们读了我的故事，也会把自己的故事告诉我，还会给我出
主意。 比如，有次一个胖乎乎的孩子读了《笨狼的故事》后，非
要我写一本“笨狼”变聪明了的故事，他甚至还哭了起来，他一
定是在阅读中感同身受了， 知道在现实生活中聪明有多么重
要。 我当然不会按他的要求写，因为变聪明了就不是“笨狼”
了。 有一次，一个小朋友在我的散文集《我的动物朋友》里读到
我家小狗的故事， 立即把他家小狗的故事告诉我， 让我写下
来，我就真的写下来了。 面对孩子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是世界
上最幸福的人， 我所从事的儿童文学是最有意义和价值的事
业。

问：今年初，您就已经有两部童话新作《南村传奇》《时光
收藏人》出版，接下来您有什么创作计划？

答：《时光收藏人》 是2016-2017年写的一系列短篇的结
集，也是对自己的生活和故土的回眸、再现和想象。《南村传
奇》是2017年年底写的。《阿莲》是我计划写作的“童年风景”系
列的第一部，接下来我还会写第二部甚至第三部。 与写小说相
比，我还是更喜欢写童话。 因此，我还是会继续在童话的艺术
天地里探索，希望有一天能写出真正让自己满意的童话作品。

袁杰伟

3月24日下午， 笔者走进新化县上
梅镇崇阳岭资江岸边一个普通的居民
小区里，从一个门栋上到三楼，就发现
今年86岁的杨德湘老人这个普通居民
的不普通之处：门两边是用竹板刻写的
对联“仰怀竹节，坐拥书城”。 门额上是
“箨斋”两个字，算是杨老给自己居室的
命名了。

为什么叫“箨斋”呢？ 杨老解释说，
“箨” 就是笋壳， 笋初长成时， 缺不了
“箨”的包裹、呵护，当笋破土而出后，就
将一步步落箨成长，箨会慢慢地无怨无
悔地落到地上化而为泥。

箨的节操， 就是杨老的情怀与追
求。

为买好书立遗嘱

杨德湘上世纪50年代高中毕业后
参加工作，常感自己知识不够，经常买
书回来读，书多了，就养成了藏书的习
惯。 刚参加工作时，杨老每个月的工资
只有30多元，但买书从不吝啬，只要是
自己喜欢的书，不管价钱多高也要买下
来，有时一本书要花掉10来元钱，相当
于一个月工资的三分之一。

1984年，杨老在新华书店看到一本
《全宋诗》第一卷，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当即就要买下来。 可营业员始终不肯卖
给他。 杨老不解，一再追问下营业员道
出了苦衷：这套书共有72本，一年出版4
本，要近20年才能出齐。 营业员担心他
买到中途，书没出完就去世了，后面的
书卖不掉。 杨老表示愿立下遗嘱，如果
他书没买完就死了，由他儿子继续买这
套书，直到买齐为止。 杨老当即把儿子
叫来立下遗嘱， 高高兴兴把书买了回
去。

买不到的书就抄
把藏书当妻子

杨老特别喜欢清代湖南文学家邓
湘皋的书， 也特别敬仰邓湘皋的为人，
认为王船山的学说能成为显学一半功
劳要归邓湘皋。 他偶然听说冷水江有人
有邓湘皋编的《沅湘耆旧集》，便专程跑
到冷水江去借阅，但那个人也跟杨老一
样，是个“藏了不二嫁”的主，杨老便不
断跑到那人家里去抄，抄了近两年才抄
完。

上世纪90年代杨老搬过一次家，共
32板车家什中28板车是书。杨老的三间
房里除了两张床的位置外，其他空间基
本上被书占领了。 杨老自己买的书，不
管别人出多少钱也不卖，他在书房里贴
了一幅字：“好书不问价，藏了不二嫁。 ”
他是把书当作自己相依相伴的妻子的。

57岁获大专文凭
立志为地方文献献余热

杨德湘勤勉好学。 1985年至1987
年，通过两年多的自学考试，他在57岁
时获得了自考大专文凭，是新化自考史
上年龄最大的自考考生。

1993年5月退休之后， 杨老立下誓
言：“为乡邦文献迸发余光！ ”从此，他为
了实现这个目标全力读书、编书、著书、
买书、藏书、赠书。

杨德湘1959年编《秘书工作手册》，
1960年编《新化县情》，1961年编《新化
谚语》， 上世纪90年代初担任《新化县
志》副总编，相继参与编写《新化地方电

力志》《新化柘溪库区移民志》《资水风
光》及近100万字的《新化文征》等。他编
著的图书严谨、细致、权威。 至今他已独
立撰写、 参与编纂方志类图书35种共
800万字， 个人著述19种，400万字，内
容涉及史志、诗词、对联、族谱、水利、民
俗、历史、军事、文化、旅游等。 20多年
来，他的“箨斋”成为了名闻县内外的民
间图书馆。 满室芬芳春不老，独占梅城
第一家。 他藏书15000余册，门类齐全，
品位颇高，包括《太平御览》《永乐大典》
《壹是纪始》这样的类书。 新化萸江诗社
创社社长晏石成称赞他“家藏典籍三千
册，胸有文章百万篇”。

“勤”“恒”是他的“成功”
秘诀

进杨老的书房，迎面是一个大大的
“勤”字，书房里还有一个大大的“恒”
字。 这大约就是杨老“成功”的原因吧。
如此通俗易懂，真正做到可不容易。

许多读书人出了书， 往杨老这里
送，觉得送到这里可以放心，会有人看。
几乎每隔几天就有到杨老这里来“淘
书”的。 杨老有一个原则：有两本以上的
可以相赠；只有一本的，就只能在“箨
斋”翻阅。 25年来，受过杨老赠书的人数
不清，既有本土的文化人，也有北京、上
海、广州的博士、教授。有一回，一位新
化籍的中山大学研究生回乡 ， 在街
边地摊上买到一本杨老编的书，如获
至宝，几度请求卖书人带他到杨老家里

“淘书”。 研究生找到梦寐以求的书后激
动不已，请杨老赠送给他。 杨老说：“不
行，只有一本了。”研究生发现有两本，
杨老说：“那本印刷厂装错了。 ”研究生
请求说：“杨爷爷，那您将这本装错的书
送给我好吗？ ”杨老见他爱书如此，慨然
允诺。

为爱书者开放藏书
读者考上北大

杨老编书、著书、藏书，逢人就劝读
书。 为了让自己的藏书发挥最大的社会
效益，他专门在新化《萸江诗词》内刊上
刊登了一则《藏书开放启事》，欢迎广大
爱读书的、熟悉或陌生的朋友来他这里
读书。 当时，科头乡汝溪村一名叫曾俊
甫的小学生看到《藏书开放启事》后，来
信问道：“杨爷爷，小学生也可以来借书
么？ ”杨老热情回信，表示欢迎。不久，曾
俊甫就成了杨老家的常客， 他爱书、惜
书，还细心地将书的脱页粘好，漏字补
上。 后来曾俊甫自学成才，还帮杨老编
了两本书，他校点的嘉靖《新化县志》受
到社会各界的欢迎。 曾俊甫只要发现有
关新化的图书， 要么不计价钱买下，要
么全数复印带给杨老。

新化一中学生欧阳觅剑也是杨老
家里的常客，他后来考上北京大学社会
学系， 也不时从北京买书寄给杨老，每
年寒暑假总要到“箨斋”来“淘书”。

在编《新化人物史汇》《新化梅山英
烈颂》的过程中，杨老多方核实人物史
实，甚至多方奔走，促使有关部门核定
史实，为被冤屈的历史人物平反，赢得
了社会广泛好评。

杨老坦承，自己所藏之书并未全部
都读过，但一生为人处世，襟怀坦白，光
明磊落，没有什么不可以对人说的。 为
此自撰一副对联，也用竹板刻好：“书有
不曾经我读，事无不可对人言。”

近年来杨老决心编一套《新化四库
文丛》，目前已出版数部。

刘慧

文化自信， 是中国人的风骨和精气神， 是炎黄子孙
发自内心感情的真挚流露， 是一种骨子里的自信。 文化
自信 ， 是道路自信 、 理论自信 、 制度自信的 “根 ” 和
“魂”， 是更基本、 更深沉、 更持久的信念与力量。 坚定
的文化自信， 就是保持对自身文化理想、 文化价值的高
度信心 ， 保持对自身文化生命力 、 创造力的高度信心 。
同时， 文化自信进一步激发并汇聚了湖南人砥砺前行的
磅礴伟力。

湖南人的文化自信也是对湖湘深厚历史文化的崇高
礼敬。 湖湘文化是一种具有鲜明特征、 相对稳定并有传
承关系的历史文化形态 。 从一万年前湖南的水稻文明 、
6000年前湖南城头山的早期城市文明开始， 到湖南北部
的湘楚文化、 西南部的苗蛮文化等， 有一条明显的发展
路径。 唐宋以后湖南成为以儒学文化为正统的省区， 被

称为 “潇湘洙泗”； 经历宋元明几次大规模移民， 湖湘士
民在人口、 习俗、 风尚、 思想观念上均发生了重要变化，
建构出一种新的区域文化形态 ， 今人称之为湖湘文化 。
湖湘文化的基本精神可概括为 ： 淳朴重义 ， 勇敢尚武 ，
经世致用， 自强不息。

湖南文源深、 文脉广、 文气足， 拥有璀璨夺目的湖
湘文化 、 得天独厚的红色文化和蓬勃发展的当代文化 ，
在中华文化历史和现实版图中占有重要地位， 理应发挥
好自身优势， 以强烈的文化担当， 积极进取， 主动作为，
努力在坚定的文化自信中体现湖南担当、 作出湖南贡献。

湖南作为屈贾之乡、潇湘洙泗，具有经世致用、兼收并
蓄、心忧天下、敢为人先为精神特质的文化薪火代代相传，
拥有“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美誉，王夫之、魏源、曾国藩、
左宗棠等一大批杰出人才培育形成了忠诚、担当、求是、图
强的湖南精神。 经过数千年沉淀下来的湖湘文化，是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百花园中一朵璀璨夺目的奇葩，是湖南人坚

定文化自信的厚重基石。 深入传承和挖掘湖湘文化资源，
切实担负起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深入挖掘
蕴含其中的精神品质、价值理念、道德规范和经世智慧，进
一步在溯源寻根中凝心铸魂、 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增进文化自信，既是推动湖南改革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
湖南应有的文化担当。

湖南是中国革命的重要策源地， 是伟人故里、 将帅
之乡 、 革命圣地和红色摇篮 ， 特别是毛泽东 、 刘少奇 、
任弼时 、 彭德怀等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 ， 为人民解放 、
民族独立作出了卓越贡献。 目前， 湖南有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124个、 国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24个， 应该充分发挥
红色文化优势， 切实担负起发扬红色传统、 传承红色基
因的责任， 挖掘、 利用好这些红色文化资源， 着力打造
爱国主义教育和党性教育的生动课堂， 引导广大干部群
众学习党的历史， 深刻理解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
的历史必然性， 进一步增强人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是湖南应该坚守的文化理想。
近年来 ， 湖南大力推动文化走出去 ， 先后在泰国 、

法国、 联合国总部等地举办了一系列宣传推介湖南文化
的专题活动， 成功打造了 “汉语桥” 世界大学生中文比
赛活动品牌， 与欧美地区主要国家和 “一带一路” 沿线
国家相继建立了文化交流机制， 推动湘瓷、 湘绣、 湘茶、
湘版图书、 影视节目和浏阳烟花等 “湘字号” 文化产品
远销世界各地。 湖南卫视已在欧美多国落地， 拥有海外
用户500多万个。 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 对文化走出去
提出了十分紧迫的要求， 湖南要积极加大国际传播能力
建设， 加强国际文化交流， 充分运用湖湘素材， 面向世
界讲好中国故事的湖南篇章， 大力实施文化精品带动战
略， 创作生产更多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且被国际
市场认可的文化精品， 培育在国际市场上 “叫好又叫座”
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品牌， 扶持和鼓励更多文化市场主体
走出国门， 为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贡献湖南力量。

编者按
在世界读书日央视2017年度中国好书榜颁奖典礼上， 湖南

儿童文学作家汤素兰的长篇小说《阿莲》上榜。 为此，我们特推
出汤素兰关于《阿莲》及童话新作《南村传奇》的访谈以飨读者。
同时刊发一位民间书痴的感人故事，作为对世界读书日的响应
与点赞。

文化自信看湖湘

满室芬芳春不老
———小记梅山“书痴”杨德湘

“面对孩子时，
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对话儿童文学作家汤素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