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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典作家访谈录
最好的文学一定要有哲学的境

界(残雪 张杰

重金属
拉拉布的快乐 ) 李浩

小说观!拉拉布的故事与"成为

童话# ) 李浩

锐小说
宇宙纵火犯 ) 鬼金

鱼为什么有毒 ) 包光寒

新力量
转世 ) 张尘舞

两个人的城堡 ) 简媛

实验场
和门恋爱的人 ) 阿荒

名家!阿来专栏
回首锦城一茫茫! 入蜀篇$$$

杜甫成都诗传之一 ) 阿来

散文坊
天台山牧虫记%外一篇& ) 蒋蓝

米易的阳光 ) 徐可

海外华语作家
新来的人 ) 朱夏妮

非虚构
大熊猫'明(的传奇 ) 蒋林

外一首
郑兴明 ) 冉小江 ) 落葵 )

周鹏程 ) 赵凯云 ) 李春龙

第三届华语青年作家奖颁奖典
礼小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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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纪事
海边春秋 陈毅达

中篇小说
最后的电波 季 宇

夏生的汉玉蝉 计文君

裸地 马淑敏

短篇小说
变脸 范小青

散文
茨威格和 )陌生女人的来

信* 麦 家

草木时光 王剑冰

安详 葛全璋

新浪潮
人间无恙,短篇小说-

丁东亚

夏日,诗歌- 杨 志

诗歌
无限事 李元胜

细细推敲人间 董进奎

今夜我要把事物分开

孙 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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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文学滋养儿童心灵

首届接力杯金波幼儿文学奖#首届接力杯曹文轩儿童小说奖颁奖

本报北京讯 由广西出版

传媒集团主办+ 接力出版社承

办的首届接力杯金波幼儿文学

奖, 首届接力杯曹文轩儿童小

说奖颁奖典礼日前在中国现代

文学馆举行+郑春华,陈琪敬,

吕丽娜,刘丙钧,刘航宇,陈梦

敏,陶天真,黄木华,王璐琪,许

廷旺,马三枣,庞婕蕾,梁贻明,

付小方,梁燕,廖小琴 *. 位作

家的原创新作分别获得首届

"双奖(的金,银,铜奖-

好的作品来源于自己的

经历和好的题材+曹文轩儿童

小说奖金奖获得者 ,)给我一

个太阳*作者王璐琪说!'我的

参赛作品源于我的老家+小时

候胡同里老房子的故事-记得

我在上小学的时候+就喜欢编

一些童话或幻想类的故事+在

班里大家互相传阅+有时候一

个人完成不了+就你一章我一

章地写- 在我的阅读生涯中+

对我影响最大的作品应该是

)哈利.波特*+ 当时一套书要

花四五十元+为了让同学都能

看到 +我们就你抄我读 +这一

直是我写作的动力- (

好的作品来源于创作灵

感和自己的良师益友+金波幼

儿文学奖铜奖获得者 ,)山坡

上有棵爷爷树 * 作者刘丙钧

说 !'我与金波老师亦师亦友

几十年+我的第一本诗集也是

由金波老师写的序+而今天我

已经 ." 岁了+ 从某种意义上

说这也是一种圆满+因为当时

我只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情投

稿-我的创作灵感是来自人与

人的情感 +无论生与死 +情感

友谊是永存的+而且世世相传

生生不息-我从事儿童文学创

作有几十年了+我迫切地感受

到+ 当下的作家需要努力+把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

化精神传承给我们的子子孙

孙- (

'接力杯双奖 (组委会秘

书长, 接力出版社总编辑,儿

童文学作家白冰表示+接力杯

'双奖( 的设立旨在培养出具

有全球视野创新精神,创作实

力的幼儿文学 , 儿童小说新

人-特别是幼儿文学中短篇小

说的探索和创新-双奖奖杯以

'荒林春雨足+新笋迸龙雏(为

立意设计- 露珠滋润春笋+春

笋破土而出+既体现出对新人

成长, 文脉传承的美好祝福+

也体现了写书育人 , 出书育

人,用儿童文学的露珠滋养少

年儿童心灵的崇高追求和美

好愿望-

!上接第 ! 版" 她做客思南读书会时

说道-游牧民族信奉自然在庇护人类+

要写草原+就应从这个立场和语境出

发+去忠诚地传达+所以在她的笔下+

当一只狼出现在蒙古包外+'我( 想要

驱赶+而额吉%母亲&却呵斥了我+因为

狼没有做出任何伤害人类的事+额吉

教会'我(去尊重与敬畏每一个生灵+

并成为日后'我(成长的信仰-

评论家张莉说艾平写出了一个

'热气腾腾,自在阔大又有所敬畏的草

原生活(+'属于一个人的呼伦贝尔(-

她认为+散文传达的是一种情韵+一种

光晕+这种情韵和光晕是笔笔落在实

处的-周晓枫,李娟这些作家背后都依

靠着一个巨大的生活宝库+在这个层

面上+艾平背后有独属于她的呼伦贝

尔-'游牧民族和草原的关系是千年里

形成的+艾平出生于此+她天然地视

草,木,牛,羊为亲人+进入游牧民族的

语境+发现他们的眼光+使她成为观察

生活的好手+呼伦贝尔就是她散文创

作的坚实后盾- (张莉说-

艾平认为散文无论长短+首先要

有形象思维+第二必须有诗意+第三

必须有语言意识- 后两者是这几年

散文写作中+ 艾平着力挖掘的部分-

她的故事从细节开始+ 不断延伸开

去- 同时+她也在进行叙述主体人称

变化的尝试- 通常散文中的 '我(指

向作者+在她笔下+这个'我(可以是

少年+ 孙女等第三人称- '我常常使

用第三人称来讲述+是因为我不希望

以一个女性知识分子的身份去描述+

但人称的变化不影响叙述的真实性+

散文不用拘泥于条条框框+情感才是

真的- (艾平告诉记者- 她认为自己

理想的散文是可以做到'浑然(二字

的+'放大细节的涟漪+在诗意的叙述

中+让草原人的情感,人生+所有生命

都浑然一体(-

接受采访时+ 只要谈及草原+艾

平就有数不完,说不清的故事+那些

弥漫着松树和湖水气息的记忆+随着

她平缓的语调被聚焦般地拉到眼前+

而那个遥远的呼伦贝尔草原也在她

的一个个故事中慢慢显出身影+悠远

而从容+带着点悲伤-

在艾平看来+传统游牧生活的结

束是草原上发生的一个分水岭式的

变化+现如今+现代科技已经覆盖了

草原+ 新概念在草原上跨时空嫁接+

开始了前所未有的试验-记者问她怎

么看待这些变化时+ 她说!'多年前+

我看着被铁丝网限制了自由的马群+

因开垦而被破坏的草原植被+我感到

了绝望- 然而这种绝望的心情+在近

年来+ 看到草原上的新孩子的时候+

似乎又透出了希望的光-('草原上的

新孩子(是指草原的年轻人+跟祖辈

父辈不同的是+他们既有对传统的敬

畏+又吸收着新的知识+比如一个叫

小周的鸟类导游+她学习掌握草原鸟

类的知识+虽然年纪轻轻+却可以和

鸟类沟通- 她用自己的方式守护草

原+常常阻止一些城市摄影者为拍照

而驱赶鸟类的行为+邀请他们在设置

好的帐篷内伸出摄像头+ 悄悄地,轻

轻地拍照+只为不打扰这些天空的精

灵们-这个女孩是艾平下一步创作计

划中的主角之一+她透露+接下来她

将跟随十几位年轻人的脚步+采访他

们+为他们书写+希望从年轻人的眼

中看到更明媚而理性的草原-

!生活与友爱"丛书诗意发布
本报讯 由阿尔法文学策

划出版的 '生活与友爱 (青春

随笔系列丛书新书朗诵会日

前在北京举行+丛书的作者杨

庆祥,李宏伟 ,戴潍娜 ,严彬 ,

刘汀,李峥 ,李壮 ,魏冰心 ,宁

以安,杨碧薇到场朗读了书中

的段落+分享了每本小书之于

自己的意义-

丛书包括杨庆祥的)不老的

传说和哲学*,李宏伟的)深夜里

交换秘密的人*,戴潍娜的)我们

终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事物*,严

彬的)宇宙公主打来电话*,李壮

的)亡魂的深情*,魏冰心的)和

白日梦谈恋爱*,宁以安的)深情

与孤意*,杨碧薇的)华服*等作

品+这些年轻作者经历着北漂的

艰辛+爱情的纠缠+理想的迷惘+

青春的倏忽而逝+ 化作温暖的,

带给人宽慰的友情与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