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 现 中 华 民
族伟大复兴，需要各
民族手挽着手、肩并
着肩，共同努力奋斗

◎人 民 是 文 艺
创作的源头活水，一
旦离开人民，文艺就
会变成无根的浮萍、
无病的呻吟、无魂的
躯壳

◎ 艺 术 可 以 放
飞想象的翅膀，但一
定要脚踩坚实的大地

◎好 的 文 艺 作
品就应该像蓝天上
的阳光、春季里的清
风一样

◎中 华 优 秀 传
统文化是中华民族
的精神命脉

◎文 艺 要 赢 得
人 民 认 可 ，花 拳 绣
腿 不 行 ，投 机 取 巧
不 行 ，沽 名 钓 誉 不
行，自我炒作不行，

“ 大 花 轿 ，人 抬 人 ”
也不行

◎文 艺 不 能 当
市场的奴隶，不要沾
满了铜臭气

◎文 艺 批 评 就
要褒优贬劣、激浊扬
清，像鲁迅所说的那
样，批评家要做“剜
烂苹果”的工作，“把
烂的剜掉，把好的留
下来吃”

文艺
评论

刚满两周岁的女儿，对故事十分感兴趣，我在图书馆给
她办了一张借书卡，专门用来借阅各种儿童绘本，虽然她不
识字，能够表达的语言也十分有限，却很喜欢看这些绘本，
我在为她讲述故事的过程中，不知不觉，竟然也迷上了绘
本。

最开始打动我的是一本《妈妈的哨声》，作者是美国的
杰瑞·斯皮内利。书里的主人公西顿妈妈有 4 个孩子，他们
每天满世界疯玩，到了吃晚饭的时候，西顿妈妈就会嘟起嘴
唇吹起口哨，那哨音不大，也没有花样儿，只是简单的两个
音，可是到了孩子们的耳朵中，却成了最美妙的声音，因为
他们疯跑了一天，早就饥肠辘辘，一个个循着口哨声飞奔回
家找妈妈。时光匆匆过去，孩子们长大成人离开家乡，他们
走得太远，没法回家吃饭了。“我们的家成了空巢！”西顿妈
妈时常泪眼婆娑地说。有一天晚上，西顿妈妈做好了晚餐，
却一口也不吃，而是悄悄掉起了眼泪，西顿爸爸心疼老伴，
哄她到院子里去吹口哨。不久，一件谁也不能解释的奇迹
发生了，妈妈的口哨声传遍了全世界，传到了每个西顿家孩
子的耳中，他们竟然先后从遥远的地方飞了回来，又围在妈
妈身边吃上了巧克力蛋糕。这个故事感动得我潸然泪下，
因为我也有儿女，多年之后，也会成为西顿妈妈⋯⋯

有一本《朱家故事》特别有趣，是一家 4 口的故事，一对
夫妻加上两个儿子。丈夫和儿子每天回家之后什么也不
做，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玩游戏，等着女主人做饭，每天出门
之前，又等着她准备干净的衣服，谁也不曾想过，女主人又
要干家务又要工作多么辛苦。忽然有一天，父子 3 人回家，
发现女主人不见了，只留下一张纸条：“你们是猪”。接下来
的画面中，3 个人都变成了猪的脑袋，他们做的饭很难吃，
衣服脏得不能出门，家里变成了垃圾场。这时，女主人悄悄
回来了，丈夫和儿子终于体验到家务活的辛苦，从此开始一
起帮着干活，他们的猪头又变成了人头，让读者在感觉好笑
之余，也会反思一下：自己在家里分担家务了吗？

有的儿童绘本画面特别有诗意。比如《世界上最美丽
的村子——我的家乡》，有一个名字叫巴格曼的村子，位于
亚洲中部的一个国家。这里春天鲜花盛开，夏天果实累
累。一个叫亚默的小男孩跟爸爸一起到小镇去卖樱桃，他
们赶着一头小毛驴慢慢走，一路上的风景都充满自然之
美。就是这样一个美丽的乡村，却毁灭于一场战争，作者呼
吁战争能够早日结束，人们就可以重新拥有美丽的家乡。
年幼的孩子还不明白战争的残酷，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这样
的故事总会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中，埋下向往和平的种子，这
就足够好了⋯⋯

如今，由于痴迷儿童绘本，我们家
的书房里已经特意开辟了专区，除了
从图书馆借书，我自己也从网上买了
不少绘本，它们亲密地挤在书架上，闲
暇时随意抽出一本，或与女儿共读，或
自己慢慢品味，图文并茂之中传递着
正能量的温暖，诗意的浪漫，童话的纯
真，让人百读不厌，其乐无穷。

诗意的浪漫

童话的纯真

—
—

品味

﹃
儿童绘本

﹄
的独特魅力

◎张军霞

认识张锦贻大姐，是在上世纪 70 年代
末 80 年代初。

那时，她刚被调入正在筹建的内蒙古
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从事蒙古族文学文化
研究，主要研究方向是蒙古族儿童文学。
当时，我因工作经常去文学所，因此认识了
她。她健谈，知识渊博，思路清晰。我们俩
经常谈论文学问题，跟她交谈，所获甚多。
她很关心我，我也非常尊敬她，我们是名副
其实的文章知己。正如她在给我文集写的
序言中所说：朋友们看着，觉得颇有意思，
一个是来自科尔沁草原的蒙古学研究者，
一个是早年在长江以南投身革命、专心于
儿童文学研究的文学理论工作者；一个是
蒙汉兼通的北疆蒙古族“小弟”，一个是南
腔北调的汉族“大姐”，怎么竟能这样地谈
得拢？怎么竟能在文学事业中有着一样的
激情、一样的主张？是啊，深爱文学，深爱
内蒙古文学事业，使我们由同行成为朋友，
由朋友变为挚友。

锦贻大姐这个人真不简单，两岁的她在
母亲的教导下已经认了不少字，三四岁时她
就钻进书堆当中，在别的孩子还目不识丁
时，她已经阅读了《三国演义》《西游记》《封
神演义》等经典书籍。1950 年，张锦贻作为
青年积极分子，和其他入选者一同被送到中
国人民大学的前身——北京的华北人民革
命大学学习。1951 年，她顺利完成了学业，
怀着一腔热血，来到祖国边疆内蒙古，来到
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在江南长大的张锦贻
大姐来北疆一待就是 70 年啊，她把自己的
青春和一生献给了内蒙古。

锦贻大姐是著名文学理论家、作家，是
我国儿童文学的重要研究者，她大半生坚守
在研究儿童文学的乐园，硕果累累，令人瞩
目。多年来，她先后出版了专著《儿童文学
的体裁及其特征》《民族儿童文学新论》《发
展中的内蒙古儿童文学》《玩具论》《冰心评
传》《张天翼评传》《包蕾评传》以及《儿童文
学原理》《幼儿文学原理》(合作)，参与编撰

《中华文学通史》(合作)，策划主持《世界儿童
文学事典》(合作)，主编作品集《中国少数民
族儿童小说选》《中国少数民族儿童文学选
(1949—1999)》(上、中、下卷)，选编作品集

《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故事精选》《中国民间童
话·蒙古族》。创作上曾出版中篇童话《小气
球奇遇记》，近期创作以散文、童诗为主。
2018 年，她写了 16 年的《中国少数民族儿
童文学》与读者见面。2019 年，她又出版了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老学者丛书”：《儿童文
学新探索》《少数民族儿童文学新论》《内蒙
古儿童文学再论》《前进中的中国儿童文学》

《玩具文化论》《儿童文学教育》《女性文学与
儿童文学浅论》等 7 部著作，蔚为壮观。她
先后获得了自治区索龙嘎奖、五个一工程
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银杏奖，还在新中
国成立 60 周年之际获得自治区文学艺术家
杰出贡献奖。

锦贻大姐作为我国优秀的儿童文学理
论家，她所体现出的深厚学术底蕴、坚持不
懈的热情、永不枯竭的创造力，是我们的宝
贵财富。她不断开拓着儿童文学研究的新
领域，她在研究蒙古族儿童文学的基础上，
逐步将研究范围扩大到各少数民族。她作
为少数民族儿童文学研究的先行者，以其独
特的视野及理论成果，填补了我国儿童文学
理论建设的局部空白。她系统阐释了中国
儿童文学，尤其是中国少数民族儿童文学的
学科概念和学理内涵，揭示了中华各民族儿
童文学的深邃内涵，同时直面当下儿童文学
所面临的现实难题和理论瓶颈，提出独到的
学术见解。她的研究，使中国儿童文学的概
念变得完整，不仅准确而生动地展示着中华
各民族儿童文学的发展、进步，揭示出中华
各民族儿童文学的深邃内涵，也展示了中华
民族文化的深厚底蕴，使儿童文学民族性理
论不断丰富、不断完善。

锦贻大姐今年已经 86 岁了，她仍然坚
持写作，经常笔耕到深夜。耄耋老人，还独
抱孤灯，埋首书卷，伏案摇笔，雕章琢句，佳
作不断，实在令人敬佩！读她近年的新作，
从选题到行文，依然可以感受到她的激情如
注、持论精当、文风老辣、气韵翩然。她经常
说，由于上天的恩典，看她还勤快，就从来不
让她生病，退休 20 多年了，没住过一次医
院，还经常熬夜写作。

回顾往日时光，锦贻大姐无怨无悔。她
最欣慰的是一辈子从事了自己所钟爱的事
业，这已足够。每当听到有孩子喜欢自己的
作品时，她就觉得自己所做的一切是有意义
的，这成为激励着她一直写下去的动力。

张锦贻是内蒙古研究儿童文学的常青
藤。她的思想没有松懈，思维没有固化，读
书没有中断，研究开拓的脚步依然有力。她
的文章总是力透纸背，分析有度，阐述清晰，
并准确把握文学批评的方向。北疆的热土
和文化已深深吸引了她，儿童文学创作亦令
她会心快乐。从她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卓
然有成的老作家，还在坚守正道，耕耘在儿
童文学的园地，不忘从哪里出发和将要走向
何方，这种浸透到心灵和骨髓的文化自觉、
文化自信，是我们后来者需要学习和承扬的
文化品质。

安宁最新散文集《寂静人间》中所书写的对象，
虽然是雨、雪、风、云等自然中的寂静事物，但依然
承续了她在《我们正在消失的乡村生活》《遗忘在乡
下的植物》《乡野闲人》等“乡村三部曲”中的人间世
界，也即孕育了她生命的故乡与生命所根植的齐鲁
大地。只是这次，因为在内蒙古苍茫大地上 10 年
定居的人生体验，她有了俯视人间的广阔视角。在
她的笔下，依然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发生，她只是
照着生活中最平常普通的事物书写，却因这样辽阔
视角的转变，而让《寂静人间》这部作品，呈现出诗
意质朴又包容悲悯的美学特征。

安宁善于选取普通与熟悉的事物书写。安宁对
身之所处、目之所及的事物描写非常细致。于是我
们便可以从书中看到她勤劳坚忍又
性格暴躁的父亲，孤苦倔强的母亲，
独立懂事又没有耐心的姐姐，调皮
到玩弄先人牌位又屡教不改的弟
弟。还有她家那头跑入苹果园闯祸
的黑牛，庭院里不招人待见的麻雀，
寄人檐下的燕子，还有一个个渐渐
映入我们眼帘的邻居胖婶，给全村
人接生的张家奶奶，得了怪病死掉
的少年阿桑，疯疯癫癫的哑巴妻子
⋯⋯这些平常不过的所见所闻，经
她以儿童的视角描摹后，如此地有
趣，空灵，热闹，以至于我们的眼前
立刻浮现出一帧帧图画，并唤醒了
我们类似的人生体验。

《寂静人间》中的情感描摹细腻
真挚。安宁并不是只做不动声色的
单纯叙述，而是将她讲述的故事，与内心丰富的情
感世界互动，从而形成流淌的、活泼的情境画面。
安宁父母对于生活的态度深深影响着她，一方面，
父母之爱让她感受到人间的温暖，另一方面，他们
因为生活艰辛、个性激烈而经常对抗，这往往直接
或间接地伤害到一个女孩的成长，让她生活中常常
充满不安和恐惧。发生在故乡人身上的每一出悲
剧与喜剧，都深化了安宁对于人生和生命的认知。
作为故事的提供者与调动者，安宁用她独有的联
想，引发事物、事理间的关联，从而使整个作品中的
世界，现出天地自然与人类命运和谐交融的诗意之
美。

《寂静人间》呈现出自然真挚的情感表达。即
使苦难重重，一个单纯美好的孩子，对于自然依然
保有不息的向往与追求。在安宁的作品中，快乐淹
没了哀愁，喜悦胜过了忧伤。安宁在离
开家乡、定居塞外 10 年后，回忆起故
土，最终选择了超越这些人间的苦难，
让文字呈现出明亮纯真又诗意的动人
光泽。

安宁的书写呈现出坦诚、开阔与悲
悯。安宁敞开孩童般的心，将自己过去

的世界，毫无保留地呈现出来。她没有避讳父母各
自尖锐的个性，将他们之间屡屡发生的矛盾冲突，
鲜活地描述出来，于是我们立刻也跟着她进入到她
的家庭世界，跟着她恐惧到头皮发麻。由此我们便
可以总结出她作品的特点，那就是真实、细致和纯
朴。

真实。她所写的一切是真实的，环境是真实
的，人物是真实的，故事是真实的，情感是真实的，
不是虚构的，不是妄想的。这种真实直接取村于她
的生活，是她亲自观察体验到的，没有经过任何艺
术加工和多余的虚构成分。她冷静和冷面，大胆和
直接，不进行任何回避与美化，这不但无伤她的作
品内涵和她自身形象，反而更进一步表达着她对于

生活的热爱与坦诚，她的世界是通
透敞开的，人们能够看得一览无余，
好的坏的，虚的实的，天然成趣，毫
无痕迹可言。这样，无论她的“乡村
三部曲”，还是最新出版的《寂静人
间》，到目前为止，都表现的是真实
感与代表性极强的“人间”，这些作
品发出的“声音”遥远依稀却又清晰
明朗，人们可以顺利走进她的世界
参与她的生活经历与体验，一会跟
着传神地微笑、怅然，一会又自慰与
欣喜地遗憾、痛心，就如同走进一座
陈旧破烂、但枣树依旧生机勃勃、野
草茂密、蜂蝶成群的村庄，里面是熟
悉的村道、院落和味道，是一次精神
净化和灵魂纯洁之旅。

细致。一个乡间少女的成长经
历，夹着漫长与简单的重复和新生，包含着生命过程
的喜悦与对于未知世界和死亡的恐惧。她童年与少
年时期里的每一天，都那么清晰又模糊，可爱又发愁，
这些众多经验和体验就如同她从手心里不断揉出、揉
大的一堆泡沫，它们丰富、洁白和细腻，天然具有某种
不可言喻的美感。于是我们看到一幅幅仿佛经过重
修的绝版照片一样，同样细腻的东西便从我们的心头
一点点涌出，从而让我们在心里重建乃至新建出以往
的世界。

质朴。她的作品里，主角永远是田野、父母、姐
弟，以及别人和田园、自然景物等，虽然她是叙述者，
却从来都处于配角的地位。她的大部分作品，几乎都
是农村乡下、村邻乡亲，这些对象无法在现实中洋气
起来，也无法在她的作品中豪华和大气起来，她只能
选定朴实地描写和冷静地叙述，从而质朴地呈现。在

她客观冷静的叙述下，也只仿佛一阵突然
回忆起的锅碗瓢盆和吵吵闹闹，然后又生
生收尾于她的淡定与遥望中。

当我们阅读《寂静人间》，仿佛有一
片云朵徐徐飘过，又像一汪清凉的水缓
缓漫过心间，整个世界现出坦荡真诚与
诗意辽阔的苍茫意境。

一汪清凉漫过心间
——读散文集《寂静人间》

◎包讷睿

内
蒙古儿童文学研究的

﹃
常青藤

﹄

—
—

品读我区著名儿童文学理论家张锦贻

◎刘成

执行主编：海粼 责任编辑：许素红 版式策划：卓娜 制图：安宁 2021 年 6 月 3 日 星期四 11文艺评论文艺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