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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写作源于兴趣，是发自内心的需要
■徐玲（儿童文学作家）

2020年我出版了两部长篇小说，一部是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推出的

现实题材作品《老男孩》，作品涉及每个家庭都会遇到或已经遇到且正为

之烦恼的孩子的教育、中年人的压力、长者的养老等社会问题和生活难

题。另一部是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我的爱”系列之《别把妈妈藏起来》，

描写女孩墨萤在养母和生母之间的纠结与取舍，以及这种取舍带给她的

历练与成长。该系列小说以每年一部的节奏推出，九年九部，引发读者

重新思考当下亲子关系，感受爱的力量。除了这两部长篇作品，2020 年

我还与晨光出版社合作推出了“加油！小布谷”系列小说最新的2册《做

事不拖拉》《再也不怕写日记》，关注孩子习惯养成、品格培养和能力提

升。另外，我还与希望出版社合作推出了科普童话《动物有秘密》，以故

事的方式揭示动物身上鲜为人知的秘密，引导孩子探索大自然的奥秘，

热爱生活，敬畏生命。

从事儿童文学创作20 年，有一点从未改变，那便是我的书写源于兴

趣，是发自内心的需要，随着创作习惯的养成，这种需要变得和吃饭睡觉一

样重要了。经常有孩子通过各种渠道找到我，说喜欢我的某某作品，向我

表达希望看到某个系列的图书继续诞生新作品的愿望，他们的关注让我意

识到创作并不是一件孤独的事情，可以与文字共舞，在那么多孩子期待的

目光里娓娓讲述，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2020 年是不平凡的一年，新冠肺炎疫情让全世界措手不及，中国人

民众志成城，在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取得重大战略成果，这让我们更

加坚定了“四个自信”。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有各个阶段的难题，所有的

难题都是对发展的促进，最终都会成为过往，成为我们民族、我们国家更

为强大的基因。作为文学创作者，就是要以深刻的洞察力、敏锐的感受

力和独特的同理心，站在发展最前沿，着眼普通人的生活，描述具有时代

性、前瞻性的事物。

2021年及今后几年，我的创作重点是现实题材长篇小说。好故事并非

靠构思得来，靠的是发现，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追问和思考，现实生活永远比

文学作品更深刻、更残酷也更温暖，目前我脑海里盘踞着两大主题，故事、

视角、人物、场景都有了，还在等待创作时机，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可以安

安静静、顺顺利利把这两个故事写出来。

在幻想与现实中，书写成长故事
■周敏（儿童文学作家）

对咱们国家的很多行业来说，过去的2020年是艰难的一年，出版行业

同样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幸运的是，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我有4本著作

在2020年出版面世，一本短篇作品集《彩虹的味道》，和一套3本京味幻想

小说《锣鼓巷的小魔仙》，在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和江西教育出版社的努力

下，这4本图书还入选了一些好书榜。

除了上述作品顺利出版之外，在不同场合跟青少年读者朋友互动交

流，也给了我很多的安慰与鼓励，从小读者那里收集到的回馈来看，说明他

们确实从阅读我的作品中有所收获。就校园成长小说而言，如：《北京小

孩》、《我和我的6班》，书中的主人公与读者——中小学生的距离十分贴

近，书中人物面临的困难，很多就是读者正在面临的，这无疑引发了读者的

强烈共鸣。与此同时，书中人物解决这些困难的方法，又为同龄人提供了

参考，帮助他们实现心灵层面的不断成长。我想，这两个方面是贴近了少

年读者对于校园小说的期待吧。至于另一类幻想题材的作品，如：《锣鼓巷

的小魔仙》，则在满足上述期待的同时，注入了更多趣味性、知识性，进一步

优化了阅读体验。

经历了充满挑战的一年，我们看到了许许多多迎难而上的故事，对于未

来社会发展的前景，我更有信心了。当然，社会的基础是人，从某种意义上讲，

人的品格特质，决定着社会的气质，而品格的养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童年。

作为一名儿童文学作家，我希望能写出更多滋润孩子心灵的作品，带给他们希

望和勇气，陪伴他们健康成长，也是为社会做一点力所能及的贡献吧。

2021年，我的长篇作品《沉默的雄鸡》和《大耳狐出逃记》将由中国少年

儿童出版社出版，这是两部充满人文情怀的“心灵成长童话”，不仅有紧凑、

精彩的故事，更从多个角度、不同层次，探讨了亲情、友情、勇气、梦想，甚至

生命的意义等主题，让读者在享受阅读的同时，将智慧的种子播撒到内心，

实现精神层面的成长。此外，我还为学龄前和一二年级的小朋友写了2本

书，是一群刚上学的北京小孩的故事，今年暑假能与大家见面。

生活中充满了各种可能性，文学创作也是如此，展望未来一定可以有

很多灵感产生，希望这些灵感能引领我手中的笔，把更多的精彩故事奉献

给广大的读者。

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相信明天会更好
■孙卫卫（儿童文学作家）

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2020年9月出版了我的散文集“孙卫卫·少

年心”系列，一共4本。其中《我小时候》是全新的作品，可以看作是我前些

年出版的散文集《小小孩的春天》的姊妹篇。这本书还获得了苏少社2020

年度十大好书。

抗击疫情期间，应明天出版社之约，写了绘本《爸爸，出发！》（绘画者是

马小得），赞颂奋战在抗击疫情一线的勇士。入选“2020中国出版协会儿童

阅读好书榜”，我想入选主要还是因为抗疫的主题。

2020年还写了3本小书，一本是《外婆说我是窝里横》（河北少年儿童

出版社将出），写从我记事到小学结束。一本是《少年故事》（江苏凤凰少年

儿童出版社已出），写我的中学学习和生活。还有一本，是以儿子的视角写

他个人成长的故事《大人也会犯错误》，明天出版社2021年会出版。这3本

都属于散文的体裁，对我来说，写起来很愉快。

我喜欢巴金先生说过的话：“把心交给读者”。有一些人关注我的作

品，因为我是真诚对待读者的，我相信读者对我也会有期待。我希望我能

写得更好一些，不辜负读者的期望。

我经常回望童年、少年时代，我现在的生活早已超越了当初的理想。

我相信我们的国家会越来越好，我们的人民生活也会越来越幸福。我是一

个乐观主义者，我相信明天会更好。当然，我们肯定会遇到各种挫折和困

难，但是，对未来还是要有信心，这是我们生活的勇气。

未来当然希望自己会越写越好。不要求多，一年能有一本好书就可

以。目前正在写一本小说，也是关于家风和少年儿童成长的。2021年，希

望把“男生熊小雄和女生蒙小萌”系列的最后一本写出来，为这个系列画上

句号。

徐 玲 周 敏 孙卫卫

○王涛

在读献礼冬奥会新作——《冰雪恋

熊猫》时，主人公叶星川与作者唐家三少

的身影时常会在我眼前重叠起来。一样

高大帅气、温文尔雅，一样笃信爱情、追

求完美，一样为了梦想执着而坚忍。不

同的，只是职业而已，一个是厨师，一个

是作家。但不论是精妙绝伦的菜品，还

是妙手偶得之佳作，都是艺术！

这部作品的主线是男女主人公叶星

川与乐言的爱情，他们因为滑雪而相

识、相知、相恋，他们的爱情与滑雪运动

紧密联系在一起，也因之而产生许多波

折。这是一个平凡而又精彩的爱情故

事，不管是人物塑造、情节设计，还是情

感发展、矛盾冲突，又或是损友、闺蜜的

各种奇计良谋，在作者独具匠心的安排

下活泼生动、引人入胜，令人不忍释

卷。尤其是对恋爱中男女那敏感而纠

结的感情描写，十分准确且传神，很容

易让人产生共鸣。

这部作品呼吁人们关注生存的环

境，并为改善环境而努力。被关闭的查

卡塔雅滑雪场（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滑雪

场）和被废弃的查卡塔雅滑雪者小屋在

提醒我们，全球气候变暖可能会“杀死”

我们挚爱的、充满激情的滑雪运动。与

此同时，因为气候变暖而被“杀死”的滑

雪场不只查卡塔雅一个，温室效应带来

的影响也不仅限于冰雪运动，人们生存

的环境正因为自身的活动而不断恶化，

我们只有一个地球。作为哥本哈根气

候协议的缔约国，我国政府承诺二氧化

碳排放将在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并且

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

2005 年下降 60%~65%，我们每一个人都

有责任为此而努力，都有义务去保护我

们的家园。

对冰雪运动的普及和推广无疑是这部

作品另一个重点。作品前半部分，叶星川

一直在学习滑雪，从最基础的入门动作一

直学到高级野雪道。那些对学习过程的细

致描写，不但普及了滑雪运动的基础知识，

同时也极大引起了读者对滑雪运动的兴趣

和挑战的欲望。除此之外，长白山西坡野

雪道的惊险刺激，阿尔泰山上图瓦人的原

始滑雪板，北极圈内狗拉雪橇的高山俯冲

……这些冰雪运动中精彩纷呈的画面，无

不激起了读者的无穷想象和向往。在小说

后半部分，主人公对冰雪运动的热爱进一

步升华，已经不再依靠爱情的捆绑，这也是

对冰雪运动巨大魅力的有力诠释。

当前，在我国广大南方地区，冰雪运

动尚谈不上是大众运动。大城市里可能

会有室内滑冰场，滑雪场是凤毛麟角

的。在一些小城市里，甚至只有轮滑场，

而看不到真冰。冰雪运动的魅力却不会

因此而减弱一丝，只是我们没有广泛接

触到而已。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迎接即

将来临的北京冬奥会，普及冰雪运动知

识和推广冰雪运动十分有必要。2020年

两会期间，该书作者唐家三少在接受采

访时曾表示“作为北京人，有责任写这样

的小说为冬奥会献礼，并通过作品带动

更多的人去体验冰雪运动的激情”。《冰

雪恋熊猫》一书所讲述的故事，一定会激

起更多人的滑雪兴趣，从一定程度上推

动我国冰雪运动的发展也是题中之义。

唐家三少献礼冬奥会的新作
关键词 冰雪运动 小说 唐家三少

○赵超

孙贯文先生是辛亥革命功臣孙丹林

先生的长子，自幼受到传统国学熏陶，勤

奋治学，毕业于北平中国大学，先后任教

于成都京华大学与华西大学。 抗战胜利

后，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工作，以后一

直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国学门及历

史系考古专业供职，讲授古代石刻与古

文字课程。孙先生长期钻研金石版本、

古代铭刻等学术，对古代石刻尤为精通，

是当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国古代石刻研

究专家。

在北京大学工作期间，孙先生曾负

责整理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的大量石刻

拓片，兢兢业业，十余年如一日，做了大

量的整理、鉴别与编目工作。特别是结

合大量古代金石著录，对北京大学图书

馆所藏石刻拓本进行核对，并作了著录

索引。 于1955年前后编辑的《北京大学

图书馆藏历代石刻拓本草目》就是这些

工作的成果之一，也是孙贯文先生最重

要的著作。

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书籍资料可入

国内收藏最为丰富的大型图书馆之列。

尤其是所藏金石拓本，数量巨大，在国内

位居前茅，可与国家图书馆相媲美。这

些收藏除北京大学历年购置者外，还包

含了著名金石收藏家缪荃孙艺风堂、张

仁蠡柳风堂、张钫千唐志斋及北京庙宇

石刻等多处专藏，总数量2万多种，基本

反映了现存的古代石刻面貌。其中有相

当数量的早期善拓和罕见的孤拓，具有

极高的学术价值和文物价值。《北京大学

图书馆藏历代石刻拓本草目》则对这些

石刻拓本进行全面鉴定、去伪存真、断代

排序，按历史年代顺序列出详尽目录，并

且对各种石刻进行有关情况的介绍与考

证，如石刻的年代、所在地、传流情况、别

名、重要特征、真伪、书体、主要内容 及有

关历代金石著录等，都作了一定的考证

与说明。该目录中参考引用了近百种历

代金石著录，也是对古代金石学成果的

一次检阅。

通过《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历代石刻

拓本草目》收集的历代金石著录情况，

有关石刻的传世流转、存佚情况和简要

考证等，可以了解有关石刻的历史沿

革、真伪流传、翻刻覆刻、古代拓本情

况、历代研究著述情况等重要的学术信

息，并且体现出作者大量的考证工作成

果，反映了老一辈学者秉承优良的国学

传统，踏踏实实奠定学术研究基础的学

术风格。

该草目编辑体例完备，条目清晰，全

部石刻按照年代排序，查找便利，资料性

强，具有良好的学术工具书作用。当时

限于条件，只刊印了油印本。而且由于

当时工作尚处于进行中，仅刊印了已完

成的汉代至唐代晚期部分，唐代末期与

宋元部分尚未完成付印。但就是这一油

印本，问世后便被学术界广泛应用，产生

了很好的学术影响。

由于油印本刊印较早，随着深入研

究，孙先生在世时曾在油印本上作了大

量增补与改动，以汉魏南北朝时期为

最。有些碑刻条目几乎可称为一篇考

证文章。徐萍芳先生任中国社会科学

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时，曾经力推将该油

印本作为考古学专刊单独出版，并指示

孙贯文先生的学生赵超将孙贯文先生

修改过的《草目》整理抄录定稿。但是

由于当时出版困难，未能如愿，徐萍芳

先生遂改在《考古学集刊》上将该草目

陆续刊出。于是限于刊物条件，全目分

散在多期《考古学集刊》上，前后体例略

有不同，查对使用也存在不便。现在，

经三晋出版社大力协助，将其汇总刊印

成书，并对以往印本中的一些错误加以

校正，可以为读者提供一种最完备、最

可靠的《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历代石刻拓

本草目》版本。

国内首屈一指的金石研究成果
关键词 金石研究 石刻 馆藏

《国际交通医学》王正国主编/湖

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20年 11月版/

980.00元

推荐理由：全书共分 38 章，210

余万字，配有彩图，详细介绍了道路交

通伤的临床救治、护理和康复知识，深

度探讨了国际交通医学的发展现状和

简史，以及交通医学涉及的各领域前

沿问题与最新进展，包括交通医学的

发展史、交通伤流行病学、道路交通安

全因素、交通心理学、道路交通伤生物

力学研究、道路交通伤实验研究技术、

交通伤评分及医疗救治、事故调查分

析与法医学鉴定、安全防护、预防策略

与措施等内容，并分别就亚洲、美洲、

拉丁美洲、欧洲、大洋洲、非洲等地区

的道路交通安全状况作了评述。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儿歌》（融

媒体出版）戴巴棣编著/长江少年儿童

出版社2020年10月版/225.60元

推荐理由：这是一套专门为学龄

前幼儿打造的社会主义教育丛书。图

书通过绘本故事的外壳呈现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内核与本质，深入浅出

地引导孩子们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并推动他们在生活中自主

践行正能量精神。绘本、儿歌、动画等

多种呈现方式的结合，赋予故事生动

性和可读性，寓教于乐，让孩子们真正

感知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

与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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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冬来临，阅读依然温暖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近日，一份由全国一流语文名师共同发起的《全国小

学生寒假阅读书目》（2021年版）正式发布。这份书目是由语文名师张祖庆的微

信推广平台“祖庆说”和在线阅读推广机构、中华儿慈会童缘联劝项目成员“百班

千人”联合研制，共有68位语文名师参与选书。这是进入到2021年以来，阅读、

教育界最受人关注的大事之一。

这个寒假，由于疫情防控的需要，多数人依然要宅在家里过冬。尤其是正在

成长中的儿童，更需要成人的陪伴和引导。正如这份书目的总策划语文名师、浙

江省特级教师张祖庆所言，“冬夜里，把更多好书带给孩子们，和他们一起点亮灯

塔，是每一位教师和家长可以担当的责任和使命。

《全国小学生寒假阅读书目》的主题特别丰富，书单集趣味性、经典性、知识

性于一体，其中不仅有经典好书，也有新近出版的优质童书。例如，有《开罚单奇

遇》（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这样幽默爆笑、惊险有趣、悬念迭起的儿童冒

险小说，在荷兰和比利时家喻户晓，讲述了两个淘气包菲利和洛塔的有趣成长故

事，引导孩子感受阅读的欢乐，并树立积极向上的价值观。 （文萱）

● 编辑荐书

（上接第1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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