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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儿童文学：寻求突破与超越

辽宁，作为中国儿童文学“重镇”之一，有着深厚的创作积累。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车培晶、

薛涛、王立春、刘东、常星儿、李丽萍、单瑛琪先后荣获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创作涉及小说、诗歌、童

话诸多领域，读者遍布少年、儿童、低幼层级。这些作家在取得成绩的同时，把创作牢牢扎根于深厚

的生活土壤，不断寻求突破。

2014年5月18日，由中国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和辽宁省作协联合举办

的“寻求突破与超越——辽宁儿童文学七作家创作研讨会”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本次会议旨在

向全国展示辽宁儿童文学作家的最新创作成果，寻求突破的决心。通过全面、综合、深入性的研讨，

挖掘创作新质，总结创作得失，指出创作的症结和突破口。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邓友梅、中国作协创

作研究部主任梁鸿鹰及刘宪平、孙德全、彭学明、何向阳、邵永胜、刘琼等参加了研讨。现摘要刊发与

会专家和作家的发言。

高洪波：辽宁儿童文学研讨会眼光独到，恰逢其时，是一
项具有战略性意义的举措。儿童文学是辽宁文学的强项，有着
整齐的作家队伍、良好的文学传统，既有老一代作家的辛勤耕
耘，又有着独特的民族文化、地域文化、历史资源的积淀，多年
来作家们坚守艺术准则，默默写作，成绩很大，整体实力不容
忽视，是中国儿童文学创作队伍中一支劲旅。当下正值儿童文
学出版、创作的大发展大繁荣时期，儿童文学面临更多的机遇
和挑战。同时，儿童文学又似一个儿科医院，包括了不同品种
的文学体裁，因此对作家的要求更高。辽宁的儿童文学作家能
够把握时代机遇，立足高远，认真锤炼自己的文学艺术技巧。
他们对自己的家乡非常热爱，文学潜质良好，心中永远装着孩
子。他们屡获全国各种儿童文学奖，正是对这种综合创作实力
的证明。辽宁儿童文学有着来自各方面的关心扶持，更为这支
作家队伍注入了力量。我为他们取得的成绩而欣喜，也衷心祝
愿他们奉献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朱庆昌：新时期以来，辽宁的儿童文学创作日趋活跃，胡
景芳、吴梦起等老作家笔耕不辍，年轻作家虎虎生气，逐渐形
成了一支由老中青三代作家组成的创作梯队。进入新世纪，中
青年作家勤于探索、新作不断，显示出齐整、强劲的创作潜力。
辽宁的儿童文学创作得益于有效的组织和推动。我们的儿童
文学学会以及两年一届的优秀儿童文学奖，都立足于推动辽
宁省的儿童文学创作，在发现与培养新人、引导和激励创作等
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当然，艺无止境。我们的创作距离文
学经典，距离儿童文学发达的兄弟省份，距离读者的殷切期望
还有很大的差距。比如我们的题材领域有待拓宽，我们的思想
性艺术性需要精进，我们对善与美的儿童文学理想也有再夯
实的空间。这也是我们举行这次研讨会的初衷。

马 力：辽宁有一支整齐、壮大的儿童文学创作队伍，辽
宁儿童文学作家在创作技能和判断力上不断进步，表现为对
生活的判断力和对于童心的判断力。他们理清当今儿童的生
存状态，摸清儿童思想的脉搏和心灵症结所在，明确自己的使
命所在，然后运思成篇，写出好作品。这类内涵厚实的作品，体
现出辽宁儿童文学作家的使命感和历史担当，他们以此参与
了当代儿童文化建设。另外，在人格历练与创新发展方面，辽
宁儿童文学作家更给自己提出高的要求。因为发展无止境，创
新无止境，热爱儿童、看重儿童对于未来的价值，是推动作家
以牺牲自我的热情写出更好的作品的真正动力。辽宁儿童文
学作家，耐得住寂寞，勇于追求精神富有，关心下一代儿童成
长，不受物质诱惑，默默耕耘，终有收获。这种使命感和责任感
才是保证辽宁的创作生产力发挥作用的根源所在，更是辽宁
儿童文学作家积累的宝贵经验。

赵郁秀：辽宁的儿童文学继承发扬了上世纪30年代东北
作家的优良文学传统，并受到时代感召，提出了“脚踏黑土地，
大刮东北风，冲出中国去，争取去世界”的战略思路。一代代儿
童文学人坚守艺术追求，执著于儿童文学事业，同时也得到了
各方面力量的鼎力支持，才有了辽宁儿童文学今天繁荣发展
的景象。

她的诗将真正的童年还给儿童

金 波：辽宁这片黑土地是别具风致的，辽宁的文化又是
一种雅俗互补的文化，呈现粗犷豪放的文学风貌。辽宁儿童文
学人从感情上重视儿童文学，从人品、修养、积累等各个方面
不断修炼自我，他们积极关注儿童文学，将儿童文学视为自己
的精神财富，内心能够回归到儿童的生命状态。正如当下热议
的对“中国式童年”的书写，就是对儿童生命状态的关怀，这是
每个从事创作的人应该做到的。王立春就是一个典型的关注
儿童生命状态的作家，她关注中国式童年生活，她的诗歌自然
地融合了儿童诗的情趣、情结和情感三个要素，具有鲜明的独
特性。首先，她的诗歌呈现了多姿多彩的童年生命状态，将真
正的童年还给儿童，因而她的诗呈现出幻想的情境、大胆恣肆
的想象力、浓重的童年色彩。她以儿童的感情为投影、以对生
活的独特发现，发而为诗，让整个世界在诗中跳跃、腾飞。形式
上多采用儿童口述的方式，情由事显，叙事诗居多。从赏析的
角度理解王立春的儿童诗，我们发现她的诗可以让孩子深深
地陶醉在童年特有的生命状态中，沉醉在她的情境中。我们还
可以从民族、民俗的角度感受王立春的诗歌，东北民俗对她的
耳濡目染，在诗中不自觉地表现出来，诗中俗语、方言出现得
恰到好处，这也是儿童诗的一条新的路子。总体上讲，她的创
作数量大，内容认真、讲究，恰到好处，路数开阔，独创性强。比
如她将出版的一种由古诗生发的新诗，是阅读旧体诗的体验
延伸，在原有诗意的基础上进行的探索，就是很好的尝试。

王立春：儿童诗是我与世界沟通的密码。小时，很长一段
时间我都在跟身边所有的东西说话。我那时知道，世上所有的
东西都能听懂小孩的话，狗狗和草儿们都懂，还报有相应的回
答；而石头和土墙们也懂，只是不擅回应。生命意识无时不抓
紧我。为了掩饰那种惶恐和不安，我搜刮和掏弄灵魂深处最美
好的文字，摆在生命经过的路段，把时光涂上自己叫做诗意的
颜色。生命要是从始到终都能以诗意的状态行进，那就是一场
好人生。那个从小而来的诉说欲望，终于完成了我对童年的续
接。我好像一直用儿童诗的形式自说自话，旁若无人，旁若有
物。一旦我打开了这个自说自话的开关，就仿佛找到了与世界
沟通的密码，我知道那些看似木然却蕴含丰富的事物，它们的
心思丰厚灵动，我懂；我说的话有些傻气和拙笨，它们也懂。于
是，我给它们下着各自的定义，用有别于科学的方式，用有别
于哲学的方式。我愿意把这种定义的游戏喋喋不休地做下去，
让事物在我的文字里呈现出一种崭新的样子。这是我的九又
四分之三站台，一旦撞到，我便倏然而入，进入我一个人的魔
法学校。在这里我如此恣肆。而我的那些小野树，思想蓬勃，身
姿结实，属于辽西。吸一口那块土地的味道就足以精神抖擞，
我自然的生命和艺术的生命都离不开它。

坚守“正道”与文学变法

曹文轩：薛涛是起点很高、出手不凡的作家，他坚守纯文
学的“正道”，坚守自己最初的文学理念，没有动摇过。他在坚
守，又不断寻求艺术手法上的突破，他一直就在进行着文学上
的变法。无论是题材领域的开拓还是主题思想的深化，他一直
没有停止思考和实验。今天的薛涛，既是庄严的又是谐谑的，
既是深沉的又是轻松的。比起早期的单纯，他后来的作品有了
饱经风霜的味道；比起早期的执著，他后来的作品有了成熟的
弹性和智慧。但千变万变，他对文学性、艺术性的追求却由始
至终没有变，是一个很有定力的人。他非常善于编织故事，他
的故事独特、新鲜，起承转合安排得当。具有一定长度的情节
所组成的故事，本身就是具有美学价值的。而且，一个好的故
事，一定会在其中蕴含着美妙而深刻的寓意。因为那故事本来
就是一种存在的状态，本来就包含着无穷无尽的含义。他善于

写对话，进入人性的底部，关心形而上的问题。叙事上非常讲
究，包括立意、场景、语言、叙述和描写等，无一不是精雕细刻。
薛涛的作品关心的是一些较为形而上的问题，这些问题是关
于人的存在价值的，是关于生命的意义的，他喜欢直接进入人
性的底部去看那里的风景和气象。他方方面面都很讲究，以致
在人物的名字上都不会草草行事。单薛涛作品中的人物名字
便足以做一篇小文章。这年头，几乎所有的人都行色匆匆，一
切都变得粗粗拉拉，这般情景中来看薛涛的讲究，是一件令人
愉快的事情。

薛 涛：我的文学时间通常这样分配：三分创作，七分思
考，三天两头就思考好文学的标准。在我写作的青春期，我也
想建立一个好作品的标准，我找到了一些作家、一些经典。我
先是欣喜，继而备受打击，这个标准又像一张网把我牢牢束
缚，这种束缚一直伴随我的创作。一个基本标准建立之后，它
也会成为某种局限。或者，我想重新建立一种标准。东北一进
入寒冬，从第一场雪降临，它就用冬天里的一切告诉我经典是
什么样的。经典是什么样的呢？经典就是东北冬天的样子。从
一棵树看到简约，从一块石头看到朴素，从一块雪原看到辽
阔，冰河划开雪原，又看到旷远。扫开冰河上的雪，借助阳光打
量下面，又看到深邃和复杂。到了夜晚，两只乌鸦足踏寒枝，注
视月光，对着那个亘古不变的银盘子说三道四，又看到庄严和
幽默结合之后产生的一种美学效果。到这个时候，我发现，我
的文学青春期再次临头。

他喜欢“飞翔”的故事

张之路：常星儿的作品有浓浓的乡情、淡淡的愁怅、轻盈
的飞翔，对情节的铺排关联着情绪的律动，文笔细腻，时刻关
注儿童的成长主题，有直面人生的勇气。读过《枝上小鸟》《回
望沙原》等几部作品，可以看出苦艾甸、彰武是常星儿写作的
心结，这心结很重，是他作品难以割舍的背景。他喜欢“飞翔”
的故事，笔下的主人公无论是小鸟、麻雀，都渴望自由自在地

“飞翔”。他的故事有起伏、有张力、有质感，充满了文学化、有
力度的内容。同时他的创作也存在不足。如在叙事当中，在真
假虚实的结合方面，应该多思考一下，故事没有扯开，有些保
守，有些实在的东西没有写清。苦艾甸、彰武固然有作者浓得
化不开的乡情，但有时容易让视野受限、偏窄，影响真实性。故
事当中有一些空灵的东西，还没有写到位，有蒙着一层纱的感
觉。建议在叙事中视野要开阔一些，避免词语的重复。特别是
多注重童话中“物性”的合情合理性，掌握分寸、程度，将成人
的生活体验放在动物身上，有点写过了。动物在童话里能做什
么、不能做什么，要再打磨一下，修炼一下，让读者更信服。

常星儿：儿童文学写作已经成为我生命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我想，不管世界怎么千变万化，生活怎么丰富多彩，一些恒
定的东西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比如人们对美好的向往，对人生
意义价值的坚持，对信任、善良、博爱的珍视等等。在我的少年
小说中，我追问着精神在人的生存中的位置，追问着道德在现
代生活中的价值，追问着希望的力量是什么，追问着在纷繁复
杂的现实面前我们应该持怎样的生活态度。多少年来，我在坚
守我的地域特色、坚守我的写作风格、坚守我的精神追求。坚
守是一种品格，是一种心理状态，是信心的表现。当然，坚守并
不是一成不变。我的长篇童话《瓦罐公》和长篇少年小说《枝上
小鸟》与我以往的作品有很大的不同，加入了很多新的写作元
素。可以说，这是我对“坚守中的蜕变”的尝试。我用简洁而优

美的语言创造一种意境，创造一个世界，让那些人们在这里坦
陈思想，飞扬思绪。在我的少年小说里，苦艾甸、沙原不仅仅表
明地域，不单单是景物。它的广袤和苍茫、美丽和神秘已经是
一个载体，承载着一种精神、一种情感、一种文化，使作品更具
审美意义和精神感召力。

生命意识贯穿写作

刘 颋：辽宁儿童文学作家群坚守纯文学写作、坚守自己
的美学追求值得敬佩。这支队伍的整体性强，呈现出清晰完整
的价值体系和美学追求：难度、生命意识、诗性书写。车培晶的
作品具有强烈的生命意识，不以故事性见长，而是注重对历史
环境中生命个体的尊严的书写，质地坚硬，具有铜和铁的色
泽。首先，车培晶作品中的形象是有生命尊严的形象，他对生
命的痛苦发问，着力表现作品中的形象与世界的关联，在故事
之上，探寻人与外部一切事物的关系，包括形象与小说构造的
关系，形象之后牵连着深厚的社会关系，这些关系又在不断的
变化，写出了它们对孩子成长的影响。他的故事服务于人、服
务于这些人物关系，故事丰满、可信，凸显尊重生命的意识。车
培晶走的是文学的“正道”，值得敬佩，他采用非常严肃、非常
传统的写作方式，将他的短篇小说放在当代短篇小说当中，都
毫不逊色。其次，他的作品有东北地域色彩，结构紧凑，场景转
换快速，将情感作为叙事主线，语言质地硬朗，地域特点明显，
注意炼字炼句，简约、有力。车培晶早期的作品不太顾及读者
的接受层面，而更尊重自己内心的选择，后期开始有意识地照
顾读者的感受。一个作家如何坚定自己的变与不变、适当考虑
读者可以，但不能离开审美表达，不能离开正道。车培晶善于
从人生的苦难、死亡等场景直面人生，但是在幼儿童话中，如
何处理死亡、溃烂等阴暗面的东西，还是应该注意艺术化的处
理和表达。

车培晶：近几年我的写作步入黑暗，在黑暗里挣扎，渐渐
变得平静、克制，像一只茧壳里的蛹。东西写得很少，不再跟着
出版方奔跑，有意孤立自己，封闭自己，让笔慢下来，让心静下
来，盘点自己，反省自己，少写或不写，多读，精读；并让自己重
新回炉，从零开始，写短篇，寻求突围突破。一个写作者，其笔
下的文字就相当于自己的生命，得想着自己文字的存活率，不
能拿写了多少本书、一时发行了多少做炫耀资本，当看重你的
文字的生命力有多强，它们能存活多少年。谁也不敢妄求自己
搞出的文字百岁千岁，但我们不可弃之不顾。如果大家都怀抱
这种强烈的意识，我们所谓繁荣的儿童图书市场、期刊市场，
就会随之克制起来，就不会有更多的纸张被糟蹋。每只蛹都期
待着孵化，但总有个别运气不佳的蛹会“胎死腹中”，再也见不
到明丽的春光。我做好了当后者的准备。

开启青春期的秘密

李东华：在这个浮躁得一切都追求快节奏的时代，刘东这
种不声不响、耐得住寂寞、坚守着自己的创作理念的创作姿
态，显得特别难能可贵。刘东的作品，都是执著地关注于少年
儿童的心灵成长，小说虽然故事性很强，但这并不是他的着力
点，他的兴趣在于开启青春期埋藏在内心深处的秘密，以及这
些秘密是如何成为了成长的节点。刘东的独特发现在于，那些
被成年人认为根本不是个事的事情，在青春期少男少女的心
灵天平上，可能分量很重。刘东打开了在传统儿童文学写作中
往往止步不前的对青春期成长中的沉默地带的发掘，力图用

文字照亮那些不可言说的童年和少年精神世界里的幽暗角
落。他的作品充满了内省的气质，这种内省甚至到了自我拷问
的程度。刘东的成长小说虽然关注了青春成长中残酷的一面，
然而他的初衷依然是给这些迷茫的心灵找到走出迷宫的路。
他作品的外在表情虽然是冷峻的，但我们依然能够在这种冷
峻之下看到一颗炽热滚烫的心。刘东又是一位文体意识很强
的作家，他的文字呈现出一种男性的、硬朗的、冷峻的风格，同
时，他的童话中也有一种热闹的、幽默的、轻松的风格的呈现。
然而从整体上来说，他的文字是偏冷色调的。他笔下的人物性
格总是动态的、不断成长的，而人物性格的变化也总是情节不
断前行的最大推动力，因而他的小说结构总能够和人物的成
长融洽地对接在一起，有一种跌宕起伏和逻辑严密的美感。

刘 东：文学就是人学。无论文学的创作手法和表现形式
如何多种多样，花样百出，其最本质、最重要的内核永远是人
性。但是与此同时，我的内心也一直存在着这样一个疑问和困
扰：文学的主料是人性，那么儿童文学的主料呢？其实这本不
应该成为一个问题的。儿童也是人，儿童文学也是文学。但因
为人性的多面性和复杂性，所以人性这个概念似乎很少在儿
童文学界被提及。换句话说，我们的儿童文学所表现的人性其
实是比较片面的，往往只表现人性的善与美，而对人性中的丑
与恶讳莫如深。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孩子们的理解和认知
能力有限，不恰当地表现人性的丑与恶有可能会误导他们。但
是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随着孩子们的社会属性越来越鲜
明、越来越强烈，一味地躲避和无视显然不是办法，甚至意味
着某种职能和责任的缺失。我们的作品中缺少可以跨越这种
差异的东西，比如说对人性的表现。如何用儿童文学的手段，
让孩子们在成长过程中正确地了解和认识人性的本质、人性
的复杂性，这是我们这些儿童文学作家所面临的一个不可回
避的课题。

干净有生气的慢儿童观

肖惊鸿：李丽萍的故事有一个相同的大背景，那就是她童
年的“牦牛河”，那些乡土少年故事的发源地。牦牛河作为作家
的精神家园，滋养了她丰沛的想象力，并为她笔下的各式童年
找到了一个极好的生活土壤。李丽萍用她的文字营造了一种
氛围，这种氛围产生了一种巨大的裹挟的力量，将读者包裹其
中，唤起了读者对童年的直观感受。不能说李丽萍在创造，但
她显然尽可能地用力探索儿童文学的可能性，在文学能够到
达的地方，努力建造起乡土童年的精神领地。她把当下性巧妙
地与历时性整合到一起，用作者自己童年的经验和成长的感
悟演绎了他者的叙述。在李丽萍的文字中，牦牛河边的乡土生
活的困窘渗透了少年成长的历程。而相比于物质的突围，精神
的突围在作者笔下尤为突出。在匮乏的物质生存中，友情、亲
情甚至还有那么一些随着身体而长大的朦胧的青春前期的躁
动，都呈现得非常鲜活。她置身其中，像一个灵性十足的魔法
师一样变幻着角色和身份，写出种种不同的少年成长的样态，
叙述语言利落、干净、纯美、有生气。在童话中，李丽萍从牦牛
河走了出来，发挥了汪洋恣肆的想象，用奇妙的想象填满了千
奇百怪的故事，呈现了成长中的痛与乐。李丽萍的写作传达了
一种慢儿童观，是坚持以儿童为本的写作，它决定了写作的旨
归。而我们要做的，就是耐心、再耐心些，等待并欣赏他们慢慢
成长的过程。

李丽萍：儿童文学带给我沉重和愉悦，沉重是因为这需要
投入大量的时间，日复一日地思考和修改，而这一切只能靠自
己，就像是独自一人穿越崇山峻岭、莽莽荒原的感觉；而愉悦
是因为我可以创造出一个世界，创造出人物，然后亲手赋予他
们生命，眼看着他们活起来，那种快乐没有任何东西比得上。
我定出比自己的能力更高的目标，不只是为超越同时代人或
是前人而伤脑筋，而是要尽力超越自己。我希望自己笔下也能
有这样一个富有感染力的故事，能让人一口气读下去，甚至废
寝忘食；语言经得起反复诵读，就像音乐和诗歌那样。为了达
到这种效果，我极力去把握每一个细节，推敲每一个字句段，
避免留下丁点儿的缺憾——然而我还是难免眼高手低。至今
我也不能对自己的作品满意。但是，我仍然苦苦奋斗着。上帝
给了你一份天赋，同时也给你一根鞭子，这根鞭子只是为了自
我鞭挞。我写着，沮丧着，沉重着，叹息着，怀疑着……

有节制的“陪伴”

安武林：单瑛琦是一个具有童心的儿童文学作家，她的幼
儿文学有一种天然的魅力，干净、规范，充满童趣和活力。她细
腻而又温婉，具有超强的节制能力。她的创作有以下特征：一
是陪伴。她以母亲的身份，始终在陪伴孩子，并且她的陪伴多
了一种色彩和使命，那就是文学的陪伴。所以，她的陪伴比一
般母亲的观察更细致、更深入、更敏感。二是观察。她的所有作
品，可以说都是观察的结果。她需要超人的勇气和毅力，保持
自己那颗随时都可能变得迟钝和麻木的心的敏感性。三是记
录。她记录的是自己孩子的成长史，无形之中，又潜在地承担
和扮演了所有这个阶段母亲的代言人角色。我们分享她的小
说，感受的却是一代人成长的故事。她的幼儿文学比小学阶段
的儿童文学表现得更加出色。四是表现。首先体现在幽默感
上，单瑛琦的《好好吃饭》写得很干净、很自然，那是需要高度
提炼的。其次，语言的纯净度。作者的语言非常干净，不拖泥带
水，尤其是短句特别多。再次是节制。单瑛琦的小说体现了作
家高超的节制能力。她不去演绎，不去夸张，不去挖掘，而是自
然地加以表现。尤其是不滥用母亲的身份，始终很节制地扮演
陪伴的角色。作者给孩子的是乐观的人生态度，对人和事做善
意的理解。这不仅是呵护和体恤，更是对儿童人生观的引导。
她的不足之处在于，在低年级儿童文学的创作上，尽管使用的
是日记体，想原生态地表现孩子的一切，作品具有时尚和流行
的特点，但语言不够干净有力，有顾此失彼之感。而且在语言
的使用上，规范的程度，包括标点，远不如幼儿文学的表现。

单瑛琪：在获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之前，我的创作都还是
自发的。凭着自己简单的情感，喜欢文学，喜爱孩子，所以情不
自禁也可以说是蒙头蒙脑地开始写了。从“淘气包和他们的魔
法”开始，一步步，我走到了现在。我喜欢编辑——职业性的，
喜欢写作——业余的，我也确实是业余选手水平。我低着头
写，所以只看到自己的脚，称做拙作再合适不过。是女儿的
出生，让我一下回到真实的儿童世界。她也让我一下子富有
起来，我有了亲近稚嫩世界的机会，那个世界稚嫩、一尘不
染，我感叹真好、真美、真真啊，我一下被他们的世界吸
引。于是我开始写作“我的第一本日记”。写他们的真实、写
他们的童趣、写他们的童真，写得我自己像重新长小了一般。
写作要有生活，也要有心理生活能力。我的第一本日记的创作
适应前者，淘气包和他们的魔法适合后者，而两者的融合，我
尚需长足的努力。

（王宁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