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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历时12年艰苦整理和编辑，以科学规范的整理体例和精益求精的出版信念，

浙江大学地方历史文书编纂与研究中心、浙江省龙泉市档案局整理编选的《龙泉司法档案选编》五辑96

册，于2019年9月由中华书局出齐。

11月15日，国家出版基金重大项目《龙泉司法档案选编》出版座谈会在京举办，与会专家一致认为，

龙泉司法档案为研究中国司法从传统到近代的演变，包括制度、程序、法理、实践等各方面的过渡和衔接，

以及法律与社会变迁之关系，近代浙南地方经济民生、政治军事、宗族组织、婚姻形态、社会问题等各个方

面，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第一手资料。相较于其他民国地方司法档案，其完整性、系统性、丰富性是空前的，

它对于民国基层社会和司法实践的翔实记录，是中国法制史、社会史、区域史等领域的珍贵档案史料，具

有独特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对于国内外学者研究晚清至民国时期的法律、司法乃至社会、人文、民间

风俗具有重大意义。

据悉，龙泉司法档案现保存于浙江省龙泉市档案馆，共计17333卷宗、88万余页，时间上自咸丰元年

（1851），下至1949年，横跨近百年历史，记录的诉讼案件超过2万宗，是目前所知民国时期保存最完整、数

量最大的地方司法档案。《龙泉司法档案选编》按年代分5辑，选编案例343个，涵盖约1084个卷宗、26528

件档案，将龙泉司法档案每一个阶段最精华的部分集中呈现，以飨学界。5辑涵盖从晚清至1949年，连续

且完整，每辑皆体现了不同历史阶段的特性。 （夜 雨）

中少社力推《共和国70年儿童文学短篇精选集》

中华书局历时12年出齐96册《龙泉司法档案选编》
为民国司法档案整理出版树典范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近

期推出“共和国 70 年儿童文学短篇

精选集”，从短篇作品的角度，梳理、

呈现共和国成立70年来中国儿童文

学的历史轨迹和文学成就，便于孩子

们了解中国儿童文学发展脉络。

这套书精选了从1949年至今的

有代表性的作家，如张天翼、严文

井、葛翠琳、金波、高洪波、曹文轩、

张之路、汤素兰等的经典短篇作品，

包括小说、童话、诗歌、报告文学、寓

言、科学文艺等多种体裁，内容触及

和童年有关的价值命题，如“生命为

什么值得去爱”“爱是怎样传递的”

“男孩与女孩”“隐秘的成长”等，不

仅反映了不同时代儿童文学的价值

取向和审美变化，还展现了短篇作

品“小故事，大道理”的特点，使小读

者在阅读中获得关于童年、生命、自

然的智慧。

该套书的编者是中国儿童文学

理论家方卫平。他介绍说，作为一

部带有70年总结、荟萃性质的选本，

在选编时，首先要考虑的是入选作

品的历史影响力和代表性。例如，

《小蝌蚪找妈妈》《萝卜回来了》《小

马过河》等作品，都是共和国早期历

史上广有影响、参与塑造了当代儿

童文学第一个“黄金时代”的代表性

作品。历经时光淘洗的作品，包含

了作家对童年、生命和自然的理解，

这些永恒如新的价值探索，给予不

同时代的孩子成长之力。其次，考

虑入选作品的覆盖性。就儿童文学

体裁来说，选入了小说、童话、诗歌、

散文、报告文学、故事、寓言、科学文

艺等不同体裁的作品；就读者年龄

针对性来说，选入了幼儿文学、儿童

文学（狭义）、少年文学作品；就作家

的代际分布来说，收入了先后活跃

在当代中国儿童文学历史中的四代

作家的作品。再次，选评这样一套

短篇读本，不仅是要以此为线索，回

顾、勾勒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的历史

轮廓，更是希望借此契机，为今天的

读者们提供一套中国当代儿童文学

短篇作品的优秀读物。这些经过了

时光汰洗和岁月考验的作品，仍然

能够为今天的孩子们提供阅读的乐

趣和心灵的滋养。

我们邀约了 4 位在这套书系中

收录了作品的作家进行采访，分别

是：儿童文学作家、学者班马，当代

实力派诗人、甘肃省作家协会副主

席高凯，儿童文学作家、高级教师

韩辉光，儿童文学作家彭学军。他

们多次获全国性文学奖，并有多部

代表作品出版。我们请他们分享自

己创作的缘起，以及对阅读的看

法。让我们听听他们怎么说阅读这

件事吧！

■受访人：班马、高凯、韩辉光、彭学军（儿童文学作家） □采访人：钟佳（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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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您产生了创作《校园插曲》的灵感？

■我是教师，教师是天然的儿童文学作家，写校园小说

得天独厚。天天和写作对象泡一起，只有教师作家才有这

条件。创作素材无需找，自有人送上门。特别是那些调皮

的家伙，格外真实，浑身是戏。他们大多对学校不满，还自

命不凡，常说的一句话是“要是我是老师……”

不可否认，学校确实不少地方有待改进。而要改进，当

老师不够，必须当校长。这便是《校园插曲》的缘起，也是让

一个吹牛大王当一天校长故事的构思。

“皮王”校长，治校有方，大刀阔斧改革，干得有声有

色。但由于“任人唯亲”，几个助手欠得力，闹了不少笑话，

政绩打了折扣。

作品一发表（《东方少年》1987年2期），即被上海《儿童

文学选刊》（1987 年 4 期）选载。选刊主编周晓还著文《谐

趣·喜剧形象·宽厚的爱》进行专题评论，引起不小反响，使

我的创作上了个大台阶。

□在您的少年时代，有什么书曾经影响过你吗？

■解放前我在家乡海南上小学，没课外书读。倒是二

年级的一篇课文激发兴趣，至今不忘。课文名为《笔》——

哥哥拿起一枝笔，什么笔？毛笔。什么毛？羊毛。什么

羊？山羊。什么山？高山。高高山上山羊跑，哥哥用笔画

个图。

启蒙学习，从认识笔开始。不仅有意义，还有趣，也很

美，使我一下爱上了语文。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我的语文成

绩一直不错。解放后上初中，毕业即到武汉学习，读了不少

书，继而迷上写作。

□读书对您的生活有哪些改变？

■几十年来，除了工作，不是读书，便是写作。想想看，生活是

何等充实。人不仅生活在现实中，也沉浸于书本和自己的作品里。

过着双重人生，等于活两辈子。

儿童文学是真善美文学，至洁至纯。天天写真善美东西，不是

好人也是好人，而且是件挺快乐的事。好人天天快乐，能不越活越

年轻。分别十几年的朋友见面，说我还是老样儿。

□您有哪些好的读书方法可以和小读者们一起分享？

■我劝同学们趁早多读书，读好书。读书有两种，一种是消遣，

打发时间；另一种是为了学习，提高自己。同学们读书，自然属于后

者。既是学习，就不一定都好玩，相反有时是艰苦的。读不懂要弄

懂，不爱读的也要读。

还要勤动手，把优美的词句和描写记下来，进行消化，变成自己

东西，作文派上用场。语言丰富了，作文自然生动了。从不阅读的

同学，连语言都没有，没面粉拿什么做馒头包子饺子？

希望同学们也来个“校园插曲”——掀起一股读书热！

高凯：“随便翻”与“认真看”并举，让阅读快乐

□在什么情况下，您产生了

创作《村小：生字课》的冲动？

■《村小：生字课》的创作缘

于一次快乐的“诗歌作业”。2000年

1 月号《诗刊》开设了一个备受关注

的新栏目《每月诗星》。该栏目给予诗人是“五星级待

遇”：每期在头条位置重磅推荐一个诗人并附编辑推荐

语，发表这个诗人的一大组诗歌作品、一篇创作谈，还

配发这个诗人的简介和肖像漫画。

大约在这一年的六七月，我接到《诗刊》编辑梅绍

静的约稿信，让我给这个栏目准备一组诗。这可把我

高兴坏了，于是我立马进入创作状态。许多诗人的写

作，都离不开一个“兴奋点”，例如作品发表、新书出版

或获奖等因素，当然也包括生活本身的一些事务，都会

让一个诗人兴奋起来，进而获得新的创作灵感。约稿

对我而言，当然是一个兴奋点。经由这个兴奋点的激

发，在其他几首诗歌井喷般而出后，我又如有天赐般获

得了这首《村小：生字课》的灵感。所以，这首诗几乎是

一气呵成的。

《村小：生字课》与其他十几首诗伴我登上了当年10

月号《诗刊》的《每月诗星》专栏。其灵感虽得之偶然，但

无疑来自我童年时代的村小记忆。它不是一首儿童诗，

而是老少咸宜；它的语言是儿童的，但内涵不是。

《村小：生字课》发表二十年来，每年都有好几家选

本选载，可以说是惊喜不断，已成为我当之无愧的代表

作。其实，不仅仅是我现在的诗歌创作，我在中学时代

对作文的写作兴趣，也是被语文老师的“表扬兴奋点”

不断激发的。

□在少年时代，曾经有什么书影响过您？

■我在少年时代读书很杂，很难说清楚具体哪本

书影响过我。而且，好书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一个人，它

影响或不影响你，你可能根本就感觉不到。当然，还是

有几本书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比如罗伯特·路易

斯·斯蒂文森的《一个孩子的诗园》、丹尼尔·笛福的《鲁

滨逊漂流记》等。我们那个时代的书，今天的孩子可能

不喜欢，但经典永远是历久弥新的。

□读书对您的生活有什么改变？

■如果上学也算是读书的话，读书当然能决定人

的命运。当初如果不上学，我就是一个文盲，文盲之路

漆黑一片，那可就悲催了。对于一个作家，读书就是一

种心灵的深呼吸。我是一边阅读一边写作的，没有我

的阅读就没有我的写作。对于我，阅读就是一种类似

于照镜子审视自己面孔的日常习惯。当然，我的阅读

有自己的兴趣。

□您有哪些好的读书方法和小朋友分享吗？

■因人而异，“随便翻”与“认真看”并举，才能让阅读

快乐起来。同时嘛，如果记性不好，再做一个阅读卡片，

随手把那些精彩的句子什么的抄写下来，时常温习之。

班马：用读书“扩展你的心理边疆”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您产生了创作《我想柳老

师》的灵感？

■《我想柳老师》这个篇章，节选于我1990年发表

在上海《少年文艺》的中篇小说《六年级大逃亡》。

我当时很想写一部真正写实主义的少年小说，尽可

能逼真地反映当代小学生的日常生活和心理生活。因

此，我自然而然地选择了亲身经历并最为熟悉的“上海”

学生、学校和家庭这一题材，甚至这一小说的故事背景

地点也都设置为我童年生活过的“曹杨新村”以及我的

“母校”，以至于我还用了好几个小学同学的姓名呢。

小说发表后，编辑部转给我很多各地同学的来信，

除了他们认同和喜欢“李小乔”这个人物之外，不少同

学不约而同地问我：“你是不是就是李小乔？”我很高

兴，其实我很想反问各地的同学：你是不是“李小乔”？

因为，我（作为一个作家）最在乎的就是这个问题——

我们的“同学”在“学校”里是感到“有劲”还是“没劲”？

对我们的“老师”是感到“好玩”还是“不好玩”？

“你”是不是也有“李小乔”一样的感受？

我们本来是属于“笑”的，可我们有时很想“哭”，但

我们还是笑，可是你们大人知道我们也很想哭？

一个中国的儿童文学作家，再不真实地反映当代

“同学们”的内心感受，还在用轻喜剧式的、搞笑的、心

灵鸡汤式的“学校小说”来写作，我觉得这真的是一种

职业失职。所以，我的写作从动机到目的，就是“替同

学说话”。

写“柳老师”，又写再次失去“他”，写出男孩“小乔”

的空落感觉——是想要表达“我们为什么不能有这样

的老师”，我后来真的去做了“柳老师”的一系列事情，

这也算是作家在现实和作品中的“互文”吧。这可以说

明：我对我的这一写作意图是真切在乎的。

□在您的少年时代，有没有什么书曾经影响过您？

■在我很长的“童年书单”里，先挑其中一本重大影

响过我的书来说，并不是文学书，而是一本叫作《孤筏重

洋》的纪实作品。我于1989年出版的《世界奇书导读》

之中，就曾隆重地向少年们推荐过它。它写的是海雅达

尔怎样将一个南太平洋岛屿“人种来源”的猜想（假说）

去一步一步地“漂海”证实的全过程。我对这本书是真

正地感激，因为书中的观点“先提一个你的理论，然后去

亲历实现它”，真正地影响了我自2000年之后的人生走

向，让我从一个“作家”走向了“现场”。

□您有哪些好的读书方法可以和读者分享？

■对少年读书，我有一个重大提倡：怎样用读书

“扩展你的心理边疆”。这一口号曾印在《世界奇书导

读》封面之上。那些因喜欢而重复的“老书”没什么意

思，少年要去寻找、寻求那些有挑战的“新书”，将你的

“地图”扩展向“远方”。这也跟我目前提出并推动的

“大国少年”这一行动有关：中国当代少年的“心理边

疆”有多大，有多远？

“阅读+文旅”，在行走中阅读文化威海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生活在中国最古老的海”书香威海

文化阅读行走活动11月4日~7日在山东省威海市举办，此次活

动以“文明发端”“艺术栖居”“威海往事”“精致城市”四条主题线

路，展现当代威海的风貌和重要价值，寻找“精致城市 幸福威

海”的文化渊源和特色。

活动由威海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威海市图书馆承办，作

家、诗人虹影，诗人、文化批评家叶匡政，作家、海洋文化研究者

盛文强，威海文化名人李富胜、杨子林，以及威海市文旅局副局

长张美丽，威海市图书馆副馆长逯淑华，威海市图书馆阅读推广

部主任周红波等一行人参与了此次阅读之旅。

作家们在里口山国家森林公园、牧云庵村、生态民居海草

房、梧桐庵村、留有北洋水师遗迹的刘公岛，以及威海市图书馆

等地留下脚印，观赏威海的山海城林、人文史迹盛景。在此番行

走后，虹影有感而发，她说自己用手机拍下了不同的威海人：有

在水边洗衣服的妇女，她天然淳朴、怡然自乐；也有上了年纪还

待在画室里画画的本地人，笔下的画作都跟海有关、跟鸟有关、

跟鱼有关、跟这片土地上的花草有关、跟房子有关。叶匡政认

为，威海是一座有诗性的城市，“海边的人往往比内陆人的生活

更自由”，在这种生活的自由中，才更容易产生诗性。或许，海洋

正是威海这座城市“美的灵感”。

11月5日，虹影、叶匡政和盛文强与威海“相聚星期三读书

会”的书友们，以“时代·城市·书写”为主题，分享他们各自的故

事：虹影通过文学，在重庆、罗马、上海这三座城市流连，不断出

发与回归，展开她的文学地图；叶匡政谈诗性写作与城市的生长

的关系；盛文强讲述了城市日新月异之下，海神信仰的失落，以

及作为城市公共形象，新造海神的诞生。

据悉，书香威海文化阅读行走活动至今已举办3期，邀请10

余位历史学者、文化学者、城市学者、阅读专家等嘉宾参与。他

们以不同的视角，形成新的威海城市文化读本，以城市文化为线

索，以“阅读+文旅”的形式，在威海建立新的阅读经纬，深度挖掘

威海价值，形成全新的文化地图。

近年来，威海市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以创建国家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示范区为抓手，加强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等基

础文化设施建设，打造更高品质的人文环境。2017~2019年，威

海深入实施全民阅读三年行动计划，推进全民阅读工作，多次进

行阅读推广人培训、探索实施鼓励支持书店发展、提升城市书房

的建设，并取得佳绩。 （解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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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学军：从读第一本书，到写下第一本书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产生了创作《十一岁的雨

季》的冲动？

■这个短篇的素材源于少女时代的记忆。那时，

我在少年业余体校的田径队，专项是中长跑。训练艰

苦又无聊，每天都有大量的圈子要跑，汗水滴在地上摔

八瓣，教练在一旁凶巴巴地吆喝：快点，再快点！那时

就特别羡慕体操队，可以在室内训练，不被烈日暴晒，

个个乌发白肤。最主要的是，训练虽都艰苦，可她们是

美的，劈叉、下腰、展臂、腾跃……有一种说不出的美。

被美所吸引便产生了转队的念头，当然没有得逞，因为

我已经11岁，转练体操太“老”了。

后来，一位同学告诉我，她喜欢看我跑步，特别是

跑弯道的时候，姿态优美。那时才知道，我跑起来也可

以是美的，我在欣赏别人的时候也被别人欣赏着。

不恶意妒忌，不诋毁，向善而行，崇尚美好，懂得彼

此欣赏。在女孩长大的过程，渐渐养成这些品性，之后

的人生之路应该可以顺畅好多吧。而且，她多半也是

有优雅的、平和的、大气的。

□在您的少年时代，有什么书曾经影响过你吗？

■少年时代我的阅读量和现在孩子比是欠缺

的，可正因为读物太少，对所有的阅读机会都特别珍

惜。那时候读得最多的是《儿童文学》《少年文艺》，

虽只是杂志，可当时在杂志上发作品的都是我国一

流的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张

之路、程玮、黄蓓佳等，他们的

作品带给我最为纯正的文学启

蒙，我后来的创作也一直以他们的作

品为标杆，把文学性和儿童性放在第一位，追求艺术

上的不断精进。

□读书对您的生活有哪些改变？

■阅读是写作的第一步，阅读的质和量到了一定

程度时，我便对文字产生了一种亲近感，然后学着用文

字来表达自己，再然后就成了现在的自己。每个儿童

文学作家都会因为这一身份有许多美好的遇见，生活

也会由此变得丰富、充实，有光泽、有幸福感。这一切

也许就是从读第一本书开始的。

□您有哪些好的读书方法可以和小读者们一起分

享吗？

■我不反对读书“囫囵吞枣”，甚至“不求甚解”，

某些书的确可以这样去读，粗浅地读读，大致了解即

可，有些书我就是这样读的。但不能所有的书都这样

读，经典的、优秀的，能提升自身的内在修养、对自己

的创作有指导意义的作品，我会精读，而且不止读一

遍。所以，把泛读和精读结合起来，有面有数量，同时

也一定要有质有深度。这应该是一种比较有效的读

书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