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贵州儿童文学史上

的两次高潮

当日参会之前， 马筑生教

授和往常一样，打开美篇 APP，

挑选一首自己创作的新童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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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童谣·筑生播报” 顺利地

推送了出去。 他的作品和栏目

受到省内外同行的极大关注，

国内新童谣创作名家圣野、滕

毓旭、蒲华清、鲁守华、常福生

等都很赞赏。 不久前，他主编的

全国师范院校儿童文学研究会

会刊《儿童文学信息》已更新

至第 100 期， 在过去的 9 年多

时间里， 这份月刊一直传达着

省内外儿童文学研究和创作的

最新动态和成果。

马教授今年 66 岁了， 与儿

童文学打了一辈子的交道。“老

马是一个像小孩一样简单纯

净， 脑子里全是儿童文学的

人。 ” 在他的妻子、作家林吟老

师回忆，1982 年，老马被任教的

贵阳市师范学校 （后并入贵阳

学院）派到浙江师范学院（今

浙江师范大学）学习儿童文学，

成为首期 “全国中等师范学校

进修班” 学员。当时主讲儿童文

学课程的蒋风先生， 后来被誉

为 “我国高等师范院校儿童文

学教育及理论研究的开拓者” 。

改革开放后， 中断了三十年之

久的儿童文学课程， 便是从浙

江师大重新起步的。

从浙江返筑后， 马筑生建

议学校独立开设儿童文学课

程，并先后编写了《中师儿童文

学讲授提纲》《中国儿童文学

讲义》《外国儿童文学讲义》等

多种打印教材。1993 年，马筑生

联合全省中等师范学校的儿童

文学教师， 编成贵州首部儿童

文学教材《儿童文学》，由贵州

教育出版社出版。

“上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

代初， 贵州儿童文学进入到发

展的全盛期。 ” 会上，老一辈儿

童文学作家杨远承说， 当时贵

州儿童文学有阵地： 贵州人民

出版社的《幼芽》（后更名《少

年人生》） 曾一度发行 20 万

册、贵阳晚报的《童心》栏目邀

请陈伯吹、 任溶溶等省内外著

名儿童文学家撰文；有组织：以

戴明贤先生为主任的贵州省儿

童文学创作委员会经常组织采

风、创作、培训、研讨等活动。 一

个有实力的儿童文学创作群，

自然凝聚和培育起来了。

“那时，贵阳几乎成了全国

儿童文学的重镇，一些全国性的

创作会议都放在贵阳召开。 ” 马

筑生回忆，贵州人民出版社在这

些会议中都是主办方。 他认为，

这是贵州儿童文学史上的第二

次高潮，上一次高潮发生在上世

纪 50、60 年代， 以风行全国的

《蛇岛的秘密》为代表。

“然而在上世纪九十年代

末，贵州儿童文学的创作陷入低

谷。 ” 我省著名儿童文学作家何

伊经回忆。 上世纪五十年代，何

伊经就读贵阳市师范学校时，系

统地上过儿童文学课程。 他于

1999 年出版的《乒乓小勇士》，

是贵州解放以来首部正式出版

的长篇童话。 “那时，省内儿童

文学发表阵地 《幼芽》 杂志关

闭，本土的一些儿童文学作家或

停笔或改行或出走，种种迹象表

明，我省儿童文学创作陷入边缘

和冷清的境地。 ” 新世纪前后，

“高、中、幼” 三级师范向“高、

幼” 两级师范过渡， 马筑生认

为，随着中等师范学校这一儿童

文学教育与研究这一重地的消

失，“儿童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从此不复昔日的辉煌。 ”

立足本土再现辉煌

贵州的儿童文学创作、教

学与研究陷入低谷的同时，全

国儿童文学市场“一日千里” 。

历届“中国作家富豪榜” 上，以

郑渊洁、 杨红樱为代表的儿童

文学作家长期名列前三甲。 贵

州儿童文学面临发表阵地丧

失、创作群体流失、话语权缺失

等现状。 与会嘉宾反映，当下儿

童文学创作、研究、出版的重镇

在北京和江浙上海一带， 贵州

省儿童文学的发展趋势不乐

观，加之经济发展的差异，以至

于几个全国性的儿童文学创作

奖，贵州本土作家连入选都难；

全国少年儿童创作评奖， 贵州

人史上只有一次获奖。

“但是，这并不代表贵州儿

童文学界没作家、没作品，而是

恰恰相反。 ” 儿童文学作家、冰

心奖获得者胡巧玲女士说，贵

州是全国仅有的没有专业少儿

出版社的两个省份之一， 以至

于省内儿童文学作家得通过走

出去的方式，墙内开花墙外香。

此外，从历史的角度而言，

作为中国儿童文学的组成部

分， 贵州儿童文学史上出现的

一些人物、事件、作品，都可谓

开中国儿童文学史乃至世界儿

童文学史之先河。 马筑生举例

说明：贵州侗族《哄儿歌》是母

系氏族时期的童诗， 堪称世界

最早的摇篮曲；以童话来说，贵

州是多种童话类型的源头，“灰

姑娘” 的童话原型便源于贵州

侗族地区。 此外，贵州学者孙铭

勋先生是中国高校儿童文学学

科最早的开创者， 谢六逸先生

为中华书局创办了中国最早发

行的纯儿童文学刊物 《儿童文

学》月刊，等等。

与会嘉宾认为，贵州儿童文

学创作的土壤丰厚， 应该立足

本土再现辉煌。 具体有何路径？

他们以《贵州童谣》为例，展开

讨论———

马筑生先生认为，应当挖掘

本土儿童文学的多学科价值。

“以贵州童谣为例。 许多在民间

口口相传的童谣，反映了原始社

会以来劳动分工、 物质分配、民

间信仰、神话传说等重要的人类

历史讯息，具备超越儿童文学史

的多学科研究价值。 ”

儿童文学作家、贵阳广播电

台“红帆船” 节目主持人陈蓓

是《贵州童谣》的音频制作人。

她说， 童谣一定是从土地上长

出来的，其音韵、节奏一定要用

各地的方言朗诵，才能保持“原

汁原味” 的家乡情感与文化讯

息。 她建议从“方言” 的角度，

保留贵州儿童文学的特色型，

向外推广。

全国知名儿童诗作家刘脏

也认为， 方言是我们的 “家

乡” ，没有这样的传承，孩子无

法明白“我来自哪里？ ” 也难解

决“我是谁” 的问题。 童谣里有

最好的方言传承，也有习俗、乐

趣、智慧、传说、亲子之爱……通

过《贵州童谣》这一套书，家长

可以轻易地和孩子玩起来，在亲

子阅读、亲子互动中，传递祖祖

辈辈的记忆，并在孩子的世界观

里复原“家乡” 。 他认为，本土儿

童文学既需要传承， 也需要传

播，《贵州童谣》 兼具传承和传

播的属性，可以尝试在新的时代

里趟出一条新路来。

老一辈的儿童文学作家杨

远承、何伊经则从重建本土儿童

文学发表阵地、加强创作群的活

动组织提出了建议。 大家表示，

贵州人民出版社举行 《贵州童

谣》 研讨会暨儿童文学创作交

流会的举行，开了一个好头。

� � � � 梁家辉是我最喜欢的香港

中生代男演员之一， 最接近艺

术家气质的一位。 可惜在这个

节骨眼上，出了《深夜食堂》这

么一块短板。

看梁家辉首导电影处女作

《深夜食堂》，就像是买了一张

夜行动物馆的门票， 进去却发

现，所谓夜行动物，不过是由一

票日行动物伪装。 故事里的拳

馆陪练开源、菜市场大妈莲婶、

裁缝大爷忠伯、调香师小美、前

台追梦女思思、 城管阿龙等显

然都是日行动物， 强行塞进深

夜 12 点才开业的老食客阵营，

违和感可想而知。 这票演员倒

都是好演员， 可惜走错了片场

发错了力， 让整个深夜主题跑

题千里。 跑题最远的当数刘涛

饰演的母子，基本都是日戏，食

堂大叔当当深夜红娘也就罢

了， 还包圆了人家大白天的姻

缘，实在有点不务正业。

《深夜食堂》改编自日本

同名漫画， 且早有小林薰主演

的影视珠玉在前， 原作和电影

均有一定的治愈元素， 到了梁

家辉的本土化里，却成了“包

治百病” 。 莲婶家缺个儿媳妇，

食堂大叔出面给“治” ；流浪歌

手穷困潦倒， 食堂大叔也给

“治” ；夜班司机与追梦女孩的

爱 情 错 位 ， 食 堂 大 叔 也 能

“治” 。总之只要是食堂里进出

的顾客，不管任何问题，食堂大

叔立马挥舞起锅铲， 一切都能

“强行治愈” 。

看得出梁家辉对原版故事

的热爱， 但在翻译人家的表达

时，领错了情表错了意。小林薰

的电影以几道简单的菜食为章

回， 由几个简单的单元故事组

合，看似散文式的叙事，谋篇布

局却很讲究， 整个故事通过一

个神秘的骨灰盒串联起来。 到

了梁家辉的版本里， 人物和小

故事多了，却各自为政，除了与

食堂大叔的交集， 并没有太多

的张力和关联，显得散乱无章。

更重要的是， 人家的故事并非

“包治百病” 。还是以小林薰电

影为例，第一个“情妇” 的单

元， 只是把一位烟火女子展露

出来，并没有改变任何；海啸难

民与志愿者之间的纠缠， 也只

是个情错， 最后大家各回各所

各找各妈。人家的故事里，不论

漫画原著还是电影改编， 都不

过是在淡淡的哀愁里寻找丝缕

的温暖与美好，属于滋补品，而

非药物。

作为导演， 梁家辉对细节

的把控和考究也显得不足。 比

如食堂大叔洗贝壳， 象征性地

一刷， 就那么哗啦啦丢进一边

的容器里， 我都替那些贝壳疼

痛；再比如食堂大叔拖完地，转

身用来浇花， 我也替那些花的

健康担心； 比如他正在给小女

孩串藕片， 别人丢来一个拳手

头套，他就那么接了，新鲜的藕

串和吸收万千汗水的头套就那

么混在他的手里； 再比如大叔

在后门投食流浪狗也就罢了，

还上手抚摸，拜托，作为餐饮行

业的老炮， 再有爱心也不能凌

越卫生条例吧。 作为与饮食相

关的故事， 同时作为导演和主

演以及故事中的食堂老板，梁

家辉的诸多小动作令人不适。

导演在演员表演和场景调

度上也暴露出了稚嫩。 深夜食

堂的街巷里，基本空无一人；外

滩的夜景霓虹依旧， 人影却不

见二三；失意戏，女孩在弄堂里

直线行走， 然后机械地九十度

转弯；分手戏里，夜班司机大喊

“你一定要成功” ，对方顿半秒

走开； 表现小美职业身份的特

殊 ， 广 告 三 傻 整 齐 划 一 地

“哇” ； 表现拳手兄弟的情深，

用的是拖把拖地齐步走……

每个小故事， 都像是院校

科班生呈交的学生作业， 表演

里留下了太多话剧走台的痕

迹。

梁家辉把导演工作想简单

了， 电影不是剧本到影像的机

械转化， 更不是几个俗不可耐

的小故事的堆积， 尤其那些有

珠玉在前的好故事， 如果找不

到本土化的承载， 找不到表达

的新落脚，很容易成为诟病。正

所谓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在

珠玉面前，一定要更珠玉才行。

关注

本土文化

� � � � 本报讯 9 月 20 日至 22 日，

2019 多彩贵州旅游景区 （景点）

高雅艺术驻场展演———庆祝新中

国成立 70 周年暨贵州省歌舞剧

院走进百里杜鹃普底景区、 彝山

花谷景区， 为游客表演了丰富多

彩的文艺节目。

据介绍， 此项活动旨在通过

政府支持演艺单位进景区演出，

推动演艺业和旅游业深度融合，

进一步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宜融

则融、能融尽融、以文促旅、以旅

彰文、和合共生” 。

演出现场， 在以山水为背景

的舞台上，《红旗颂》《我爱你中

国》《茉莉花》《雷电波尔卡》

《情姐下河洗衣裳》《我和我的

祖国》等 10 余首中外名曲、贵州

本土原创歌曲相继上演， 吸引了

过往游客驻足欣赏， 每一曲都赢

得现场观众热烈的喝彩。

据了解，2019� 多彩贵州旅游

景区（景点）驻场文艺展演还将陆

续在贵阳市青岩古镇、 天河潭、安

顺市黄果树、 盘州市乌蒙大草原、

黔南州荔波小七孔、 铜仁市梵净

山、毕节市织金洞等景区展开。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赵红薇）

贵阳日报文化服务事业部 电话 :0851-85877558� � E-mail :wangyingfk@126.com

8

2019年 9 月 24 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顾芷蘅 / 版式：陈猛

文化视野

时讯

高雅艺术驻场展演———

省歌舞剧院走进百里杜鹃

� � � � 新华社电 （记者 王皓 、许

雄） 第 19 届平遥国际摄影大展

19 日在山西平遥古城开幕， 共有

来自 31 个国家和地区的 12000

多幅作品参展。

本届平遥国际摄影大展主题

为“幸福·奋斗” ，由展览、交易、

论坛、评选、教育、多媒体 6 大板

块以及主题展、学术展、国际展等

12 个单元组成，共有来自 31 个国

家和地区的 4119 名摄影师参展，

展出作品 12619 幅。 其中，有参展

院校 103 所，来自全球 1162 名学

生的 4644 幅作品将亮相平遥。

本届大展上的《我们》主题

展， 由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李舸

担任总策展人， 向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 70 周年献礼。 “该展览由

全国出生于不同年代、 来自不同

地域的 70 位摄影师，每人拍摄一

幅富有仪式感的集体照片， 以大

合影的形式反映 70 年来中国的

发展。 ” 平遥国际摄影大展艺术总

监张国田说。

此外，在国际展主题板块，本

届大展邀请俄罗斯摄影大师弗拉

基 米 尔·维 亚 特 金（Vladimir�

Vyatkin）参加，他曾多次获得荷

赛奖并担任荷赛奖评委。“摄影是

一种跨民族、跨文化的交流形式，

对于保留人类文化遗存具有重要

意义。 ” 维亚特金说。

平遥国际摄影大展创办于

2001 年，每年举办一届，累计超过

100 个国家和地区的摄影师参展，

已成为世界知名的摄影文化盛会。

2019平遥国际摄影大展开展

� � � � 本 报 讯 9 月 21 日 晚 ，

“2019 多彩贵州文化艺术节” 优

秀展演剧目、 由世界著名的斯洛

伐克广播交响乐团带来的交响乐

《梁祝·黄河》音乐会在贵阳大剧

院音乐厅奏响。

演出现场， 气势磅礴的 《黄

河》、凄美的《梁祝》、深情的《红

旗颂》 等一首首经典中国交响乐

名曲， 通过斯洛伐克广播交响乐

团的精彩演绎， 展示出浓郁的中

国风与交响乐的魅力。 每一曲演

奏结束， 现场观众都报以热烈的

掌声。

据了解， 斯洛伐克广播交响

乐团是世界著名的广播交响乐团

之一，成立于 1929 年，是斯洛伐

克最优秀的、也是最早组建、现存

历史最悠久的交响乐团。 乐团一

直对中国音乐情有独钟， 在他们

发行的专辑中，就有《梁祝》《黄

河》《长征组曲》《嘎达梅林》及

《中国歌曲选》等。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赵红薇）

斯洛伐克广播交响乐团

吹来“中国风”

� � � � 本报讯 9 月 22 日， 贵阳孔

学堂 2019 年秋季论辩大会在孔

学堂明伦堂举行。 大会邀请了北

京语言大学特聘教授韩经太、首

都师范大学教授左东岭、 复旦大

学特聘教授何俊为论辩嘉宾，与

300 余位青年学子和市民一起，就

“理学压制还是激扬了中国人的

思想感情” 为主题，在北京大学中

文系教授廖可斌主持下， 展开了

论辩。

活动开始， 学术主持人廖可

斌教授首先对此次论辩主题作了

说明。 他说，我们过去对中国传统

文化理解不一致，比如“理学是官

方的思想， 是统治阶级用以统治

人民的工具， 压制限制了人民的

感情和发展。 ” 今天，大家需要澄

清对理学的看法， 以加深对中国

传统文化认识的准确性。

“理学既压制了中国人的思

想感情，也激扬了中国人的思想

感情。 ” 韩经太教授说，礼教不

仅来自儒家， 同时也来自法家，

因此把 “礼教吃人” 归罪于理

学，就绝对化了。 如朱熹传承发

扬了原始儒学精神，充满了对中

国人的感情信心的激扬，并赋予

了诗意的诉求，不仅没有压制中

国人的思想感情，反而是给予了

激扬和升华。

左东岭教授也持同样的观

点。 他认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就是

对自己行为的不断调整和限制。

像马路上的“红绿灯” ，尽管限制

了驾驶员的行为， 但带来了交通

的秩序。 因此，人类文明的进步，

自然会限制个人的自由和个性，

这在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是必然

的，维护了社会稳定、人际关系。

但同时又限制了个人的自由、思

想的创造、个性的张扬。

何俊教授专注哲学研究，在他

看来， 理学对我们整个民族的精

神、情感，包括每个人的文化水准、

认知水平都有很大的提高。

廖可斌教授总结说， 理学在

某种程度上使每个人成为具有独

立分析、判断、表达能力的个体。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刘辉）

贵阳孔学堂 2019 年秋季论辩大会举行

专家学者与市民共话“理学”

� � � � � 9 月 19 日，2019 多彩贵州文化艺术节优秀剧目展演继续进行，由

贵州京剧院带来的京剧《魔侠吉诃德》在喷水池国艺剧场上演。 该剧

根据西班牙著名作家塞万提斯的名著《堂·吉诃德》改编，以京剧为表

演形式演绎西方名著，将中国国粹京剧与西方经典名著相结合，从而

探索文化交流的创新模式。 图为演出现场。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石照昌 摄

贵州人民出版社举行《贵州童谣》研讨会暨儿童文学创作交流会———

贵州儿童文学再出发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文 陈红昌 /图

观影

札记

梁家辉把导演工作想简单了

曾念群

����9 月 20 日，贵州人民出版社举行《贵州童谣》研

讨会暨儿童文学创作交流会，以《贵州童谣》的出版

为契机，探究儿童文学的现状与发展，推动贵州本土

儿童文学的发展。 会上，《贵州童谣》编者马筑生教

授见到了阮居平、杨远承、何伊经、林吟、胡巧玲、郭

思思、唐中理、刘脏等出席活动的省内部分重要儿童

文学作家———他们的名字和作品， 出现在马筑生的

学术专著《贵州儿童文学史》一书中，该书于 2016 年

由贵州人民出版社推出。

交流会上，与会嘉宾梳理了贵州儿童文学的本土

特色与历史阶段，提出了“贵州儿童文学再出发” 的

主张。

马筑生先生（中）在交流会现场。

■延伸阅读

贵州儿童文学需要打造本土“IP”

� � � � 贵州人民出版社推出的

《贵州童谣》 图画书形式 （绘

本）呈现给读者，一套四本。 分

为《童年》《游戏》《生活》《动

物》四编，书名《小小马儿郎》

《龟婆孵蛋》《灯盏花》《抢羊

羊》。书中共选入居住在贵州地

域的汉族、苗族、侗族、布依族、

土家族、彝族、仡佬族、回族、屯

堡人等民族和族群的民间童谣

144 首。 该书编辑、贵州人民出

版社第二编辑部主任钱海峰先

生介绍，除了文本、图画外，本书

采用了一些先进的传媒手段，成

为了一种“会说话的书” ，扫书

中的二维码，就可以欣赏用贵州

各地方言诵读的书中全部童谣，

并可以看到演示童谣内容的视

频。 此外，出版方还邀请马筑生

老师录制 5 节微课堂，结合新搭

建的阅读互动群，与家长幼儿共

同分享、交流。

《贵州童谣》 是马筑生教

授毕生从事儿童文学研究、创

作的一小部分。 钱海峰先生当

时是通过马教授 《贵州儿童文

学史》一书对贵州童谣的论述，

才有了《贵州童谣》的出版。 据

介绍， 马筑生先生搜集的贵州

民间童谣多达 2000 多首，创作

的童谣作品超过 1000 多首，且

曾写过 《中国儿童文学 100 个

“最” 》等书稿。 从马筑生教授

的工作中，可以找到很多打开

贵州儿童文学市场的线索。 贵

州儿童文学要打开本土儿童

文学在全国市场和学界的话

语权 ，除创新出版、传播方式

外，打造本土“IP” 也是必然

的方向。

《贵州童谣》书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