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专刊与中国现代文学馆合作

在严文井先生百年诞辰纪念座谈会上的讲话在严文井先生百年诞辰纪念座谈会上的讲话
□□铁铁 凝凝

35经典作家经典作家责任编辑：周玉宁 电话：（010）65914510
电子信箱：wyblilun@ sina.cn

2016年1月29日 星期五

第61期

经典作经典作家之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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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70年代，我去访问老作家

严文井，他介绍完自己漫长的人生和写

作生涯之后，诙谐地承认自己“是个60

岁的男孩子”。这种坦然的自白，使人看

到了一颗率真的童心在跳动，而恰恰是

因为这可贵的童心，才使我们有了一位

个性鲜明的童话作家，孩子们有了一位

可亲而又可敬的艺术园丁。

1932年，当严文井还是一名高中

生时，就已经开始发表作品，如果把这

最初的文学活动也包括在内的话，他已

经在文学创作这条崎岖的道路上行进

了半个世纪。在这50年间，严文井经历

了大时代的风风雨雨。从他青年时期对

真理的求索，到投奔延安寻找救国救民

的道路；从他经历了“十年浩劫”的磨

难，到迈进历史的新时期；岁月流逝，人

世沧桑，惟有一颗童心仍在他胸间跳动

不止，不但没有磨损丝毫，反而更加炽

热强烈。因为他热爱孩子、对孩子们的

成长有一种执著的使命感和责任心。这

可从新版《小溪流的歌》(人民文学出版

社)、《严文井近作》(四川人民出版社)、

《严文井童话选》(吉林人民出版社)、《严

文井童话寓言集》(人民文学出版社)等

一大批富有时代特色和清新优美的童

话中得到印证。

在一次访问文井的交谈中我才知

道，他出生在湖北一个中学教员的家

庭，父亲经常失业，家庭生活艰辛。他是

老大，要帮助照顾幼小的兄弟们，于是

还常常承担给小弟弟编讲故事的任务。

那时节，他观察过蚂蚁们忙碌的生活，

想象着那小小的昆虫王国的情景；他坐

在长江边上注视过各种船只航行，憧憬

着“孤帆远影碧空尽”的远方世界；他做

过奇幻迷离、色彩斑斓的梦，这梦，直到

他老年时，仍温暖着他的心。虽然童年

的现实生活充满了悲凉和寂寞，但他却

仍向往着美好的未来。10岁时，他就一

口气读完了《西游记》，接着就是《三国

演义》《水浒传》和《七侠五义》。由于酷

爱幻想性强的小说，他又找到《封神演

义》《镜花缘》《聊斋志异》，正是这些富

有民族特色的古典文学作品，给了严文

井以最初的精神营养。紧接着就是了不

起的安徒生了。安徒生的书里虽然写到

许多奇特的事物，但他引导人去经历的

却不只是奇异的世界。从他的如画的散

文里，严文井感到一种诗意的享受，并

意识到了童话和文学的巨大力量。他开

始有了一种朦朦胧胧的创作愿望，要用

笔来补足自己从前没有得到的东西。

当他尝试着用笔写点什么，还与童

话无一点干系。这时的严文井写诗、写

散文，也写小说。他以细腻的艺术感受，

写成了他的第一本散文集《山寺暮》，这

时正值“卢沟桥事变”的前两个月。接着

长篇小说《一个人的烦恼》和一批报告

文学相继问世。他追随着时代的脚步，

要用文学来参加战斗。他在延安“鲁艺”

任教期间，抱着对旧时代的诅咒和对新

生活的热望，终于寻找到一个得心应手

的文学形式——童话。他一口气写了9

篇童话，集为《南南同胡子伯伯》，1943

年在重庆美学出版社出版。从此，儿童文

学作家严文井出现在文坛，以自己独特

的艺术风格赢得了大读者和小读者的喜

爱。而他的一颗童心，也借助于童话这种

最合适的形式，得到痛快淋漓的表现。

童心固然可贵，但作家为完成和表

现童心所做的努力，所形成的艺术境界

更使人感到珍贵。在访问时，严文井多

次强调过：“童话虽然很多是用散文写

的，而我却把它算做一种诗体，一种献

给儿童的特殊的诗体散文。安徒生童话

之所以使我震动，不是故事的情节，而

是内在的诗意。”在严文井的创作中，这

种诗的追求是异常明显的。他在上世纪

50年代创作的《小溪流的歌》就是一首

无韵的诗。那起伏的山峦、蜿蜒的溪流、

江河、大海、阳光，构成一幅气势恢弘的

图画。而《南风的话》《歌孩》《浮云》及

《春夏秋冬》等篇，熔自然风物和深刻的

哲理于一炉，使执著的现实感与宏大的

理想和谐地结合起来，“未来的世纪需

要我，我要促进诞生、成热和收获”(《南

风的话》)。当然，把童心转化为诗心，是

一种艺术风格的追求。对于小读者来

说，似乎还不能使他们完全满足。要补

充的是文井作品中洋溢着浓厚的儿童

情趣。这就要涉及作者的匠心。谈到这

一点时，严文井深沉地说：“有人觉得儿

童可爱，当做玩具。我从来是认真的，把

儿童当做我谈话的对象。我们要把孩子

当做能思考的小人，平等地对待他们。对

他们讲话要开诚布公，不说套话。以这样

一种态度写书，就不会把孩子当成什么

也不懂的可以瞎糊弄一番的娃娃，就能

写出既有趣，又有深刻思想的书来。”他

主张儿童文学作家要学会用儿童的眼睛

观察生活，力争多懂得一点孩子。

在严文井的童话创作里，这种充满

儿童情趣的场景、生动的细节俯拾皆

是。在即将发表在《朝花》第6期的一篇

新作《“歪脑袋”木头桩》里通过一个小

男孩雕刻的木头桩的头像的故事，表现

了老人的一种固执而又可爱的性格。从

老木桩上的头像被一群工人刨掉改成

长椅子后的寂寞，到一群小姑娘拴起皮

筋跳活了他的心、震响了埋在心底的久

远的回忆，自始至终情趣盎然，匠心独

运。20世纪50年代他那篇代表作《唐

小西在下一次开船港》，把时间是物质

在空间的运动形式这一很抽象的概念，

生动形象地借助于唐小西的遭遇表现

出来，曾经获得了许多国家的不同民族

的小读者的欢迎。他们从世界各地给作

者寄来信件，感谢他为自己在生活中提

供了一个活生生的伙伴。

严文井在自己的作品里，努力输入

着这种信念：鼓舞孩子奋发向上，意识

到作为一个中国儿童的自尊与自信，从

而成为心灵美的追求者。但是这种输入

不是政治概念赤裸裸的陈列，而是艺术

的生动表现。如在《不泄气的猫姑娘》

里，就在不动声色的艺术描写中，写出了

作者对孩子的热望，赞扬了不屈不挠的

进取精神。小猫姑娘可爱而又淘气的行

为，一系列的失败和挫折，使小读者充满

惊喜和同情，但“春天过去，夏天将会帮

助一切小动物变得成熟起来”。失败而不

沮丧，永远乐观地奔向生活目标，这就是

老作家给予小朋友们的启示。

谈到启示，严文井曾在《中国青年

报》上发表过一篇短文，题目就叫《启

示》。在这篇文章尚未发表时，我有幸在

他的书房聆听了他的朗诵，当文井同志

慢慢地读到“母亲在你背后，道路在你

面前。母亲为你举灯照明，只要你永远

记得那道光，道路就永远不会从你脚下

消失”时，他停下了，深沉地说：“这虽然

是写给一位青年朋友的，但这母亲和灯

光的感受是我自己的。我忘不了自己在

下放到湖北咸宁干校的前夜，母亲最后

一次来看望我的情景。老人家一定要在

我出门时为我打亮手电筒，照一道亮

光。这是我母亲给我的最后一次祝福。

不过，我们可以把母亲的意义推得更

广，祖国也是我们的母亲。”他还风趣地

告诉我，他将来写的最后一篇作品，可

能就取名为《母亲》，以此表达他对祖

国、对哺育过他的前辈的感谢。

那一年，我听了严文井同志风趣的

自白后，我当时在想，他的“最后的作

品”，也许只是遥远的未来。而对祖

国——母亲的眷眷感情，他早已在50

年前就逐渐开始偿还了，这童心、诗心、

匠心与雄心所凝铸的作品，不正是最好

的证明吗？

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

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之际，纪念著名作家、

文学评论家、编辑出版家严文井先生诞辰100周

年，共同缅怀严文井先生对中国文学事业做出的

贡献，这是对严文井先生的文学贡献表达敬意的

最好方式。

严文井先生1915年出生于湖北武昌一个教

师家庭。1935年春到北平图书馆当馆员，从那时

起开始用“严文井”这个名字发表作品，并出版了

第一本散文集《山寺暮》。“七·七”事变后，严文井

离开北平回到武昌，又辗转到达西安，经西安八

路军办事处介绍，奔赴延安，投身中华民族全面

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战争。1938年5月，他入抗日

军政大学学习，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0月，至陕

甘宁边区文化协会文艺小组从事创作，后调任鲁

艺文学系任教，不仅出色地完成了教学任务，并

且在教学之余始终坚持写作，出版了他的第一部

童话集《南南同胡子伯伯》和长篇小说《一个人的

烦恼》。1942年5月，严文井先生参加了延安文艺

座谈会，听取了毛泽东主席做的《在延安文艺座

谈会上的讲话》，并自觉以讲话精神指导他的工

作与创作。1945年 9月抗战胜利后到达东北任

《东北日报》副总编，并积极深入东北农村，反映

土地改革，写出了报告文学《一个农民的真实故

事》。繁重的新闻工作之余，他仍始终坚持文学创

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创作了著名童话《丁丁的

一次奇怪旅行》。

1951年春，严文井先生调入北京，任中共中

央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后任中华全国文学艺术

工作者协会代理秘书长，1952年参与了中国作

家协会的筹备工作，先后任中国作协党组副书

记、作协书记处书记、《人民文学》杂志社主编、作

家出版社社长、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总编辑，于

此，严文井先生在多个文化岗位上，为新中国文

学事业的建立与发展做了大量富有开拓性的工

作，直至1983年卸任。

不管严文井先生在哪个岗位，做何种工作，

都有一个主线，这个主线，就是切实踏实地为文学

贡献，为人民服务。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严

文井先生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革命的一生，也

是丰富的一生，充实的一生。

首先，严文井先生是一位文学大家，其创作

成果斐然，广受读者喜爱。严文井先生的创作有

着丰富的学识素养作基奠，更有对时代脉搏的准

确把握为深厚根底。他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从

小喜欢大自然，爱幻想，爱读书。生活在兵荒马乱

的年代，他的童年并不快乐，却没有消磨掉他对

生活的热爱，为什么，他曾表示过因为有童话相

伴，那些世界著名的童话让他看到了生活的另一

番美好，他要把这份对美的认识、对光明的向往，

带给未来的孩子们。为了让孩子们能够拥有一个

快乐的童年，他愿意倾尽所有心力，而他也正是

这样做的。在开始创作之初，严文井即敏锐地觉

察到为儿童写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当鲁迅先生

发出“救救孩子”的呐喊唤醒大众后，接下来更重

要的事情就是“教教孩子”，要让正在成长的孩子

们具备时代所要求于他们的那些高贵的精神品

质、丰富的思想和知识，要他们“团结起来，学习

做新中国的新主人”。然而，什么样的教育才能真

正抵达孩子们的心灵，为他们所理解、所接受？小

时候读过的安徒生童话曾经为严文井童年的心

灵带来多少慰藉，儿时的阅读体验使严文井相信

童话在架设通往孩童心灵世界的桥梁方面有着

无可比拟的优势。正是这种神圣的使命感使严文

井先生开始了中国新童话的写作。新中国成立之

后，严文井先生以“中国的未来在要求我们加倍

工作”的责任感和工作热情，关注新中国少年儿

童的心灵成长，创作了《蚯蚓和蜜蜂的故事》《三

只骄傲的小猫》《小溪流的歌》《南风的话》《唐小

西在下一次开船港》等在中国新童话寓言中占有

重要地位的优秀作品，获得广大少年儿童的喜爱

和欢迎。70年代末、80年代初，文学进入新的历

史发展时期，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上的严文井青春

焕发，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写作，创作了一批

反映新时代风貌的童话和寓言，《南风的话》《歌

孩》《浮云》《歪脑袋木头桩》《春夏秋冬》《不泄气

的猫姑娘》《沼泽里的故事》等，作为这一时期的

代表作，为新时期培育新一代贡献了营养丰富的

精神食粮。《严文井童话寓言集》，1982年由人民

文学出版社出版，其中不仅收入了他的代表作，

也收录了他多年来关于童话寓言创作、儿童文学

创作与发展的理论文章。这部合集展示了严文井

40多年来在儿童文学方面，特别是童话寓言上

的写作成果和心得，是当代中国儿童文学的一个

重要收获。

在严文井先生心中，为儿童写作是一项严肃

的工作。他总是从时代的高度、大局的要求来构

思，使得他的作品有一种大气而高远的气象。他

特别注重培养孩子们高尚的品格，作品中那些积

极的、儿童式的幻想，不仅符合儿童的特点和情

趣，而且反映了生活的本质，富有深刻的思想含

义。对待孩子，他主张平等、尊重。他会花很多时

间去研究儿童的行为和心理，学习他们的语言方

式，了解他们眼里看到的世界，找到与他们对话

的路径。在孩子的世界里，他感到自在而快乐。他

认为童话是天然地存在于儿童心中的。“童话作

者不写，童话却仍然要产生，而且天天产生，处处

产生。”他把“四岁或五岁孩子对着玩具的自言自

语”，“到了动物园里，又是那么一堆‘鸟言兽语’”

等看作“未完成的童话”，或是“童话的萌芽”，“由

于孩子们的需要，世界上已经产生了，正在产生

着，而且还是继续产生许多这样的童话。”作家要

做的，就是“抓住我们时代的特点，我们孩子的特

点，新的生活带来新的主题，写出新的童话来”。

由此，作为一个作家，他非常注重内容与形式的

和谐统一，重视语言的优美和意境的创造。他把

童话看作“一种献给儿童的特殊诗体”。他要把人

生哲理、高尚的品格等教育意义用儿童喜爱的艺

术形式表现出来，还要注入美的素质，让阅读成

为美的享受。

他的《唐小西在下一次开船港》正是在这样

一种创作理念下产生的优秀作品。这部发表于

1957年的中篇童话，一面世即获得广泛赞誉，先

后被译成多种外国文字，在国内外产生广泛影

响。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大影响呢？因为这部作品

把教育性和艺术性完美地统一起来。作品构思新

奇大胆，以有趣、易懂又印象深刻的方式帮助孩

子们理解时间的宝贵。我现在还记得小时候读这

篇童话时的感受。调皮的唐小西爱玩儿，没有时

间观念几乎是孩子们共有的通病。小时候不觉得

时间的宝贵，只觉得大人们总是在催促我们。这

篇童话没有像平时大人们教育我们一样，说你应

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而是顺应我们的心思，

为我们创造了一个不会被时间催着赶着的世界。

但“下次开船”港总是在等“下一次”，结果就是船

不动，水不流，花不开，什么事也做不了。我们终

于明白，没有了时间，也就没有了所有的事物。所

以有些事情需要当紧去做，不要总是拖拖拉拉地

等着“下一次”。作家告诉我们只有当“下一次”变

成了“这一次”时，“下一次开船”港才能变成有趣

的“故事港”。一切从“这次”做起。这样一个寓教

于乐的故事，孩子们怎么能不喜欢？孩子怎么可

能产生抵触心理？严文井先生就是这样将他寄希

望于孩子应具有的品质通过美好的艺术形式的

表达而顺利地为孩子们所理解和接受。

严文井先生不仅创作童话，还写了许多创作

心得与理论。他的《泛论童话》《童话漫谈》等文章

对童话的本质和特征、童话的创作规律和发展规

律，童话的美育和教育作用，以及童话的欣赏和

批评等都做了系统的论述，至今读来，我们仍为

其精到的见解而折服。像严文井先生这样，既有

创作实践，又能从实践中找到规律，从而进一步

指导实践的作家是不多的，为我们的文学创作研

究提供了范例。

严文井先生的作品不独童话，还囊括了散

文、小说、报告文学，但在读者中影响最大、成就

最高的还是寓言和童话。他的童话、寓言，多次获

得全国大奖，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连环画，成

为儿童文学的经典读本，并译为英、德、俄、印度

等多种文字出版，丰富了世界儿童文学的成就，

他的童话和对童话的理论探索，为中国的儿童文

学创作与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并影响

着新中国一代代读者的人格成长，严文井先生虽

然已经离开了我们，但他的作品在今天仍然发挥

着培养“未来的共产主义接班人”的巨大作用。

同时，严文井作为文化战线上的杰出领导，

更是为我们做出了榜样和楷模。严文井先生是第

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第六届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会全国委员，曾任国家

出版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

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儿童文

学委员会主任、理事会理事，及中国笔会副会长

等社会职务，如此多的社会职务占去他很多的时

间，但他始终不放弃创作，在自己创作的同时，还

要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去组织、团结作家们多创

作，创作好。他在主持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近20

年中，努力贯彻党的文学出版方针，对出版社机

构的设置、规划的制定、编辑队伍的建设、选题开

拓、生产管理、团结著译者等方面，都起到了重大

作用。70年代初期，他在任党委书记期间，就经

常深入各部门，听取群众意见，排除极左思潮的

干扰，逐步恢复出版社的业务。文化大革命结束

后，他更是团结社领导班子，拨乱反正，积极支持

人文社在京召开中长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促进了

作家解放思想，对新时期文学创作的繁荣产生了

深刻的影响。1979年，为解决因“文革”造成的书

荒，人文社集中推出49种中外古今名著，《鲁迅

全集》（1981年版）就是他最早着手抓的一个重

大项目，这些图书的出版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

被誉为新时期文学出版事业的先声。之后，他又

打破出版社只出书、不办刊的陈规，创办大型文

学季刊《新文学史料》、文学理论丛刊《新文学论

丛》、文学双月刊《当代》多种刊物和普及性读物

《文学故事报》，并亲任《当代》主编。这些开创性

的工作，不仅为新时期文学的发展繁荣做出了开

拓性的贡献，而且从历史上看，其保存现代文学

的珍贵史料、与普及文学的基础知识并重的工

作，也为新时期文学创作的发展研究提供了有力

的理论支撑。严文井在团结老作家创作，发现和

鼓励青年作家创新方面，更是为我们做出了典

范。他在担任《人民文学》杂志主编期间，专门成

立编辑组处理自然来稿，从中发现和帮助新人，

他不怀狭隘门户之见及偏见，同时对作品质量又

坚持严格把关，决不降格以求，这就使得严文井

先生那个时候的《人民文学》,既有中国新老作家

各种题材、体裁的新作;又有研究中国诗经、晚周

帛画、古典文学、梁祝故事等的专家论文;还向读

者介绍每年推选的世界文化名人,如法国古典作

家拉伯雷、英国小说家菲尔丁、古巴诗人何塞·马

蒂、俄国作家契诃夫等,刊登他们的照片及作品。

就连供读者欣赏的单页插图也丰富多彩,既有当

代中国画家的国画、油画、速写等新作,又有古代

名画,还有外国绘画大师如伦勃朗等人的画作，

这些承继传统,又致力创新的举措,使《人民文

学》发表的作品在读者心目中始终带有某种“示

范性”，为培养中国文学生力军产生了良好的效

果。严文井先生是以身作则、坚持原则的好领导，

也是大家的良师益友，而这一切都源于一位老共

产党员对党的文学事业的忠诚。作为一位文学组

织工作方面的领导，他的很多做人做事的理念，

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了

重要讲话，最近，中央又出台了《关于繁荣发展

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总书记说：好的文艺作

品就应该像蓝天上的阳光、春季里的清风一样，

能够启迪思想、温润心灵、陶冶人生。他要求广

大文艺工作者要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旗

帜，充分认识肩上的责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生动活泼地体现在文学作品中，用栩栩如生

的形象告诉人们什么是应该肯定和赞扬的，什

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做到春风化雨、润物无

声。严文井先生的一些作品已经达到了这样的

效果，他把时代所要求的重要品质溶入到童话寓

言中，作为新中国童话的开创者与奠基者，他也

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伴随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进程，中国社会发

生了巨大变化，这些变化为儿童文学出版带来了

前所未有的机遇，为儿童文学创作提供了无限广

阔的空间。我国现有4亿多儿童，拥有世界上规

模最大的儿童文学市场，从父母到孩子，从学校

到家庭，对儿童文学阅读都有着旺盛的需求，中

国的儿童文学、中国文学都正处于一个迅猛发展

的黄金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文学如何体

现中国精神，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塑造美

好心灵？中国文学面对市场的诱惑，如何坚持把

社会价值放在首位，力戒浮躁，精益求精？面对时

代的巨大变革，中国作家如何深入生活，扎根人

民？面对广大读者的热切期待和人们生活方式、

文学传播方式的变化，中国文学如何锐意创新，

切实提高原创能力？文学评论如何坚持“说真话、

讲道理”，更好地引导创作和阅读？这些都是摆在

每一位文学工作者面前的迫切课题，需要我们深

入思考并切实做出回答。

严文井先生离开我们10年了，但他的作品

替他做出了回答。我们纪念这位大师级的文学

家，讲述他生前的故事，总结和研讨他的创作，其

目的，也正是想从老一辈文学家身上汲取精神的

力量，做好时代和人民要我们这一代文学工作者

做的答卷。我想，做好这个答卷，让读者满意，让

人民满意，这才是今天我们对严文井先生最好的

纪念。

走在童话的路上走在童话的路上
————忆严文井忆严文井 □□高洪波高洪波

我正在国外探亲，得悉严文井百年诞辰纪念会即将在京

举行，情不自禁地想写点什么，以表达我对这位充满睿智、幽

默的老领导的怀念、感激之情。

文井同志是久负盛名的儿童文学家、散文家，也是一位

享誉文坛的编辑出版家、文学组织家。在上世纪50年代初，

我有幸结识这位文学前辈，他是我跨进作协门槛后的第一个

上级。1952年文艺整风后，中宣部为加强全国文协的工作，

指派文井同志到文协代理秘书长。他和邵荃麟、冯雪峰、沙汀

等同志一起，最早投入改组全国文协、筹建中国作协的工作。

他称得上是作协一个元老级的人物。

我是1952年初冬时节跟随文井同志同时跨进东总布胡

同22号全国文协大门的。在文井麾下，参与组织第二批作家

深入生活，组织在京部分作家、批评家学习社会主义现实主

义理论等活动，经历了筹备二次文代会、改组文协为作协的

全过程。文井的言传身教，让我学习了文学组织工作的

ABC，也培养起我心甘情愿跑龙套、乐于为作家服务、为繁

荣文学服务的精神。我能坚守文学组织工作岗位几十个春

秋，不能不由衷感激启蒙老师严文井当年给我上的入门课。

在我的文学之旅中，文井同志也是引领我向儿童文学港

靠拢、停泊的引路人。他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创作的《南南和胡

子伯伯》《蚯蚓和蜜蜂的故事》《三只骄傲的小猫》《小溪流的歌》《唐小西在下一次开

船港》等，都是我爱不释手的读物，激起了我对儿童文学的兴趣和热情。他那“要拥有

孩子一样的眼睛、心灵和幻想”、“要善于发现生活中的诗意和美”、“童话是一种献给

儿童的特殊的诗体”等观点、主张，也成了我后来从事儿童文学评论始终用心思考、力

求把握的准则。在儿童文学组织工作上，改革开放后，文井同志一直担任中国作协

儿童文学委员会主任委员，我作为他的副手，具体操办日常工作。在他年届耄耋、精

力日衰之后，他满怀信任地鼓励我：大胆放手地干，用不着事事征求我的意见。这

时，我才从他手中接过接力棒，在发展、繁荣儿童文学的跑道上继续向前迅跑。

在做人处世上，文井对我的点拨、启迪也是难以忘怀的。当我在反胡风、反右派

中碰了壁、遇到麻烦的时候，他情真意切地开导我：“摔倒了，要坚强地爬起来，继续

勇敢地往前走”，“要听得进逆耳之言，上级对自己老是笑着，不一定好；对自己疾言

厉色，不一定坏。”在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后，他还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不要有任何

个人得失的考虑，什么“当过作协书记处书记呀”、“不到退休年龄就不被信用呀”等

等，都置之度外，尽可能保持心态平衡，集中精力读一点书，写一点文章，做一点力

所能及的事情。他句句话都说到我的心坎上，让我感到十分温暖。

岁月匆匆，文井同志离开我们已整整10年。他那慈祥和蔼的面庞依然清晰地

浮现在眼前，他那直率幽默的谈吐也不时萦绕在耳边。文井在《我仍在路上》中说：

“我仅存一个愿望，我要在到达我的终点前多懂得一点真相，多听见一些真诚”。这

何尝不是每个正直的中国人的心声呢。文井同志发自肺腑的呼唤和期盼，依然在激

励、鞭策“仍在路上”的我们继续前行，有所追求，有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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