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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文艺文艺文 丛谈丛谈

前些时候，浙江作家谢华的图
画书 《外婆家的马》（文字作者）
陆续荣获第六届丰子恺儿童图画书
奖首奖、第三届小凉帽国际绘本奖
全场大奖、德国国际青少年图书馆
颁发的白乌鸦奖，让人欣慰。图画
书在中国大陆的集中发力，不过
20多年的时间，却发展迅猛，从
对图画书这一特殊文类的陌生、跟
随、模仿，到倾心原创、特色发
展、奋力追赶。近年来，陆续涌现
出了一批优秀图画书创作者和图画
书作品，其中，有的中国原创图画
书已开始进入欧美主流图画书市
场。浙江图画书创作同样是中国图
画书发展中的一支重要力量，王晓
明、冰波就是其中代表性人物。

中国图画书的发展虽存在着这
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成果初显，后
劲十足，发展前景看好。无论是作
者的创作热情，读者的阅读期待，
专门图书推广机构的全力推介，中
小学、幼儿园的大力举荐，出版机
构的深度参与……多重合力仍然呈
正向前行态势。这样的图画书生
态，值得珍惜，希望中国的图画书
发展越来越好。

《外婆家的马》的文字故事改
写自作家谢华若干年前创作的一篇
生活随笔，其写作灵感源于她和小
外孙的真实日常生活。全书以马为
梦，从 5 匹马到 45 匹马，甚至把
外婆挤出了屋子。小东西看到那根
只字未提的竹竿已经明白了，这根
竹竿就是一大群马。当然，这都是
在外婆的配合下完成的。因为外婆

不怒反笑，出门买菜也骑着小东西的
马。可是，真的有这样一匹马、一群
马吗？谢华以精准、简练的文字讲述
了一个沉浸于幻想世界、物我不分、
主客莫辨的幼儿与现实生活中的成人
养育者之间的冲突、互动和融合。谢
华的图画书文字叙述，为画家介入创
作提供了良好的阐释、发挥和再创造
的空间。也正是有了谢华的文字，画
家黄丽才得以充分展示自己绘画创作
的才华，比如，幻想的强弱，幻想空
间的大小，幻想实物 （马） 的多
少，幻想与实现的对接，等等。在
这本图画书中，文字和图画可谓珠
联璧合。丰子恺奖颁奖词如是说：

“故事从男孩子的想象游戏入手，细
腻地刻画了慈祥的外婆和调皮又可
爱的小外孙形象，生活的点点滴滴无
不展示出祖孙之间浓浓的爱的陪伴与
关怀。特有的养育方式，特有的亲情
表达，展现出当代儿童的生活，真
实、朴素、感人。”

谢华荣获图画书奖，当然值得高
兴。不过，我想说的是，为什么偏偏
是谢华？为什么偏偏是一位年过七
旬、此前从未曾涉足过图画书创作的
作家获奖？

其实，只要我们了解谢华的创作
历程，个中缘由就不难知晓了。

谢华（本名谢媛媛）属于典型的
“老三届”（“文化大革命”期间66、67、
68 届初中生和高中生）和“新三级”
（粉碎“四人帮”后考入大学的77、78、
79级大学生）。1969年，谢华高中毕业
赴农村插队，后任民办教师。粉碎“四
人帮”后恢复高考，考入浙江师范学院

（现浙江师范大学）中文系，为77级，
是粉碎“四人帮”恢复高考后的第一
批大学生。在校期间，谢华就喜欢上
了儿童文学，并开始尝试儿童文学创
作，属于浙江新时期最早一批青年儿
童文学作者。20世纪80年代初，她
开始发表儿童故事 《小桥吱呀吱
呀》，这也是她公开发表的第一篇作
品。作品讲述的是有关竹子村孩子天
天往返一座小桥求学的故事，虽不乏
稚嫩，但其间“吱呀吱呀”的抒情意
味是显见的。80年代末，谢华开始
了幼儿文学尝试，发表了让人为之一
震的《岩石上的小蝌蚪》。在此之前，我
国幼儿文学创作多以温馨、甜美、明快
为基调，而谢华的《岩石上的小蝌蚪》
却没有回避死亡（在太阳的照晒下，两
只小蝌蚪“已经变成两个小黑点了”），
直面悲剧，直面生命的沉重。这在当时
可谓突破之举，曾引发不小的争议，
所幸人们渐渐接受并认可了这样的幼
儿文学尝试。也正是因为作者的大胆
尝试，该作后来一举荣获了中国作家
协会第二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90

年代，谢华又开始了多种尝试，创作
了针对少年读者的一批现实主义题材
小说，如《钢的塔》《楼阁》《木吉有
事》《油桶上的玫瑰》，还以中国传统
小说笔调创作了 《校园笔记二则》。
与此同时，她又针对小学生读者，创
作了风趣幽默的系列故事《快乐的老
提》。进入 21 世纪后，谢华宝刀不
老，艺术追求依旧。创作了长篇少年
小说《谁在那里歌唱》、长篇纪实文
学 《江南驿——下营街三十八号》
等。从以上简单的梳理，我们不难发
现，在谢华的身上，有一种十分难得
和宝贵的素质，即不为既有成就所
困，不为既有名声所累，不断探求、
不断尝试、不断超越。而作为一位作
家，还有什么比不断超越自我来得更
重要和更快乐呢。

末了，还有一点不能不提。
谢华是一位作家，同时，她还是

一位热心的“助产士”和提携后进的
文学导师。许多当时默默无闻、不知
写作为何物的年轻人，都曾得到过她
无私的帮助。她总是不厌其烦地为青
年作者问诊把脉、修改稿件、提出建
议。乐于发现、发掘和鼓励儿童文学
新人。关心年轻作者，为年轻作者争
取参加专业会议的机会，争取待遇，
向重要报刊推荐年轻作者的作品。现
在的知名作家汤汤、毛芦芦，以及李
生卫、胡万川、闻婷、阿娅等都曾有
幸得到过她的帮助。

谢华的投入和付出，正结出累累
果实。

（作者系学者、作家、出版人，
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会长）

谢华的图画书创作及其他
孙建江

毛泽东作为中国无产阶级革
命的第一代领袖，既是一位伟大
的思想家、革命家、政治家和军
事家，又是一位在当代独领风骚
的伟大诗人与词人。毛泽东诗词
是中国革命和建设艰辛历程的真
实写照和艺术再现，展现了中国
革命和建设波澜壮阔的宏伟画
卷，是解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历
史进程的一条独特路径。读懂
毛泽东诗词，就能读懂中国的过
去，并加深对现在和未来的理解。

作为一名长期从事教育工作
的教师，经常在教材中接触到
毛泽东诗词，很多首诗词我都很
喜欢。在和青少年学生的交流
中 ， 我 也 经 常 鼓 励 他 们 品 读
毛泽东诗词，学习诗词中激昂向
上、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不畏
艰难困苦、主动担当、努力奋
斗、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其中
感慨和感动最多的，是那首 《浣
溪沙·和柳亚子先生》。

这首词写于1950年10月，新
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国庆。1950
年 10月 3日，参加新中国国庆观
礼的各少数民族代表在中南海怀
仁堂向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央领导
人献礼献旗致敬。其中，就有我
们布朗族头人苏里亚。布朗族是
以茶为生、以敬茶为最高礼节的
民族，苏里亚当时向毛泽东敬献
了亲手采摘的春茶，茶叶重量为
二斤九两，两斤是双数，蕴含着
对各民族大团结的祝福；九两有
两个含义，一是表明布朗族永久
跟党走的决心，二是意为新中国
成立于1949年。隆重的献礼仪式
结束后，各少数民族文工团表演
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观看演出
时，柳亚子正好坐在毛泽东前
排，毛泽东高兴地说：“这样的盛
况，亚子先生为什么不填词以志
盛？我来和。”柳亚子当即填《浣
溪沙》 以呈。次日，毛泽东用该
词原韵用毛笔在宣纸上手书了这
首 《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 和
词以为报：“1950 年国庆观剧，
柳亚子先生即席赋浣溪沙，因步
其韵奉和。长夜难明赤县天，百
年魔怪舞翩跹，人民五亿不团

圆。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
于阗，诗人兴会更无前。”

词的上阕是对旧中国长期黑暗
统治的揭露与批判，写出了旧中国
黑暗无日、民族四分五裂、人民饱
受欺压的凄惨景象，这也是边境地
区各少数民族长期遭受境内境外各
种反动势力的压迫和欺凌，日子苦
不堪言、暗无天日的写照。同时也
写出了广大人民盼望光明的焦急与
殷切。下阕则呈现出新中国成立后
舞台万方乐奏、人民当家作主的欣
然景象，强调了只有共产党领导下
的新中国才能实现全国各族人民的
大团结。当天晚宴，42个兄弟民族
的 158 位代表和 219 名各民族文工
团团员欢聚一堂，共庆盛典，像这
样规模的各民族人民大团结在中国
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是中国各民族
大团结的良好开端。在观礼的一个
多月的时间里，各民族代表看到了
新中国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大
开眼界，了解了党和政府对民族地
区实施的平等发展的民族政策，打
消了参加观礼前的各种顾虑，树立
起了主人翁意识和搞好民族团结的
信心。最重要的是，认识到没有共
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真理。

云南的少数民族代表回到云南
后，中共宁洱地委、专署决定趁宁

洱35位代表从北京回来的机会，举
行全区兄弟民族代表会议，在会议
上让代表们报告会见毛泽东主席和
在北京等地参观的情况，共商搞好
民族团结、建设祖国边疆的大计。
并在会议快结束的最后一天，全区
26个民族与地方党政军领导人以佤
族重大祭典习俗立下了民族团结誓
词碑。誓词为：“我们二十六种民族
的代表，代表全普洱区各族同胞，
慎重地于此举行了剽牛，喝了咒
水，从此我们一心一德，团结到
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誓为
建设平等自由幸福的大家庭而奋
斗！此誓”。誓词下面是参与“誓
盟”的 48 位各族代表用当时使用
的多种文字刻下的各自签名。此碑
的建立，是各民族代表赴京参观的
重要成果之一，是党的民族政策在
边疆取得伟大胜利的标志，为加强
各民族大团结奠定了基础。布朗族
头人苏里亚回到寨子后，向族人讲
述了在北京的所见所闻，表明了要
坚定不移带领布朗族永远跟党走的
决心。他向族人承诺说：“只要我们
跟共产党走，总有一天公路会通到
山寨、会用神牛 （拖拉机） 犁地、
布朗族人会过上白天和黑夜都一样
光明的日子。”

岁月流过 70 年。2021 年 7 月 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庄严宣告：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持续奋
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
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
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
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
斗目标迈进。千年企盼，一朝梦
圆，28个人口较少民族全部实现整
族脱贫！如今的布朗族村寨发生了
历史巨变，苏里亚当时承诺的三件
事早已实现，村村通公路、基本医
疗和养老保障实现全覆盖、教育和
经济生活水平大幅提升。布朗族这
个经历了千年绝对贫困的直过民
族，实现了从贫穷落后到全面小康
的第二次历史性跨越，向共同富裕
的美好生活大步迈进。作为在党的
光辉照耀下成长起来的布朗族政协
委员，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之际再重读毛泽东的 《浣溪沙·和
柳亚子先生》，更有别样的感动，对
中国共产党和先辈们的敬仰和感恩
之心油然而生！实践证明，今天民
族地区繁荣兴盛稳定的大好局面就
是因为有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
领导。

在刚刚结束的中央民族工作会
议上，我们党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战略高度上统筹谋划新时代党的
民族工作，为全方位实现新时代党
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谋篇布局，
把推动各民族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共同奋斗作为新时代党
的民族工作的重要任务，这让我们
无比振奋，对未来信心百倍！回顾
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
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
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这
条正确道路，有力维护了祖国统
一、边疆繁荣安宁。改革开放特别
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强调中
华民族大家庭、中华民族共同体、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理念，
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地贯彻党的
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在共同发展
和共同富裕中促进了各民族广泛交
往交流交融，使各民族在理想、信
念、情感、文化上团结统一，守望
相助、手足情深，边疆民族工作取
得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成就。

站在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新的
历史起点，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
国人民又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
斗目标的新的赶考之路！作为一名布
朗族少数民族委员，一定认真学习领
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
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自觉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教育引导身边的群众和青年学生
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坚定对伟大祖
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自觉
维护祖国统一、国家安全、社会稳定，
紧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
线，团结一心、接续奋斗，共圆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云南
省西双版纳职业技术学院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师）

万 方 乐 奏 有 于 阗
——读毛泽东《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有感

张 敏

从佛教造像水平的角度看，安岳不比
大足差，在年代的久远性上甚至超过大
足。在石羊镇的毗卢洞，只有一个小时的
观看时间，拖延了就很难在天黑前回到石
羊镇上。因此在看过一幅释迦修炼和居士
散漫打坐的群雕以后，直奔“东方维纳
斯”而去。释迦修炼和居士们散漫打坐的
群雕，确乎有宋人的生活情趣，你念你的
佛、我悟我的禅机，各不相干但又密切交
集，僧俗佛道相互照应，宛若苏轼和佛印
和尚的关系，是最为典型的僧道儒各得其
所的精神生活场景的再现。

“紫竹观音”是这里神态最为美丽的
一幅观音坐像，观音的一膝踩在流苏垫
上，另一膝自然下垂，一手落在膝上，一
手托在垫上，神态和形态放松，没有了庄
严宝相，但不散漫。少了一分拘谨，多了
一分随意，直感到那是邻家的阿姑，可亲
而不可亵。她的神态让人想到曾被鲁迅称
为另一个“东方美神”，河北正定隆兴寺
里有五彩悬塑倒座观音，后者同这里的

“紫竹观音”有异曲同工之妙，但不知谁
在先谁在后，背景也不同。“紫竹观音”
把手交叉在膝上，多少有种傲然感，“东
方美神”更随性些。“东方美神”是庙里
的雕塑，这里的紫竹观音是石窟石刻，南
北呼应，堪称观音造像中的双璧。塔子山
周围还有华严洞、幽居洞、千佛洞和观音
堂，现存摩崖造像465尊，华严洞有宋刻
摩崖造像159躯，神态各异，但没有时间
去看，也就怏怏然回到镇里去了。

傍晚与石羊镇本乡人攀谈，知道安岳
的四乡五邻里，每个乡镇几乎都有自家的
摩崖石刻造像。但分布似乎是有说道的，
县府所在的岳阳镇之北，唐代造像居多，
越往南和越靠近大足，则以宋代尤其是北
宋时期的居多。比如东北部卧佛镇的卧佛
院，23米长的右侧卧佛，雕琢在10米高
的山崖上，是世界卧佛之最长大者，是唐
代作品。千佛寨在县城西北不远处，南北
两岩的造像也有3000多尊，圆觉洞则在
安岳县城东郊，更是唐雕的一个大本营。
这让人有了一个更为明确的判断，先有安
岳石刻，后有大足石刻。这石羊镇就在由
北向南的过渡带上。论数量论年代，安岳
的石刻造像要比大足既多且时间更久远，
但大足石刻观者如潮，安岳的石刻门前罗
雀，他们的语言中，颇有些为自己的石刻

鸣不平。
在石羊镇休息一夜，清早起来就赶头班

车，路程也是50公里，到新车站乘公交转
向旧市区东门，步行二里地，也就到了圆觉
洞。圆觉洞在云居山上，早晨游人不多，正
好慢看。从有赵朴初题写洞名的门表拾级而
上，迎面是寺庙，再上去就是围山开凿的石
佛窟与唐石刻造像。这里山石整齐，刻像也
布置规整，看起来不会眼花缭乱。这里的石
刻大多从初唐开始雕凿，盛于五代和北宋，
前后400年。圆觉洞由北宋开凿的十二圆觉
具像而得名。十二圆觉是密宗信奉的十二位
菩萨。圆觉洞石窟分为北崖南崖两大块。

先看北崖造像，其中最有艺术底蕴的是
神态安乐的释迦佛像、净瓶观音和莲花手观
音。莲花手观音华衣素面，手握未绽开的莲
花蓓蕾，是观音的休闲形象，当是盛唐时代
富人女性的折射。南崖的毗沙门天王和十八
罗汉则有阳刚之美，虽然观音没有性别，但
我以为，北崖是充满阴柔之气的佛崖，南崖
则是男人之崖。圆觉洞很雅静，有一种山不
在高、有仙则灵的感觉。这里有曲径和一方
池水、石梯平台，遍山奇花名木，除了珍贵
的楠木、珙桐、红豆杉，还有石岩桂花。有
许多的柏木，树龄在400年以上，因此是园
林和古石窟融为一体的好去处。

有意思的是，这里还有一个新石窟，将
缩小比例的卧佛等复制在这里。既是为了将
安岳四围的知名石刻异地集中放置，让行旅
日程紧张的人到了圆觉洞能够看到更多的
精品实物，也是为了石刻艺术的传承。这
安岳也是石刻活体艺术一脉相承的“中国
刻石之乡”，凭借石刻入选“中国民间文化
艺术之乡”。在从安岳回重庆的路上，看到
了不少石刻企业和他们的现代作品。新石
窟的作品多出自非遗传承人之手，有很高
的石刻造诣。

这里也是柠檬之乡，全国的柠檬产品
80%在安岳，连绵数十万亩。安岳也是人文
渊薮，唐诗人贾岛、北宋道家陈抟的墓在
这里，南宋时代的大数学家秦九韶也在这
里生活过，唐代名将程咬金在这里做过普
州刺史，甚至韩国金、许两姓之根也在这
里。韩国许氏的始祖母是许黄玉，是公元
1 世纪朝鲜半岛伽耶国金首露王的王妃，
因此也被后人尊称为“普州太后”。韩国的
金海市至今留存着她的陵墓。韩国金、许
两姓有600万人，金、许两姓不通婚，因为
他们的祖上是一家。

就石刻造像而言，安岳是大足的源头无
疑，这从安岳北部到南部石窟建造的年代流
变可以看得出来。那么，安岳最早的石窟与
石刻的源头又在哪里呢？可以从重庆浮图关
寻找最近的答案，也可以从沱江一线寻找最
近的答案。沱江发源于绵竹，穿龙泉峡，流
经简阳、资阳、资中，内江、自贡至泸州汇
入长江。这些地方都是石刻造像流布地区。
这是一个川中商圈，也是一条与商业线并存
的石窟石刻分布线，并形成了一个开放的石
窟石刻闭合圈。石窟石刻在特定地区的出
现，要有三个条件，一是比较普遍的历史宗
教信仰，二是有商业心理风险的规避愿望并
有社会财力，三是有可以凿刻的砂岩分布。
巴山蜀水之间具备这三个条件，也就出现了
这样的奇迹和文化积淀。

（作者系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经济日
报》原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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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婆家的马外婆家的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