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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军胡同》
作者：史雷
出版：天天出版社

获奖感言：2013 年立春，我与最爱的外
婆永别。5个月后，为了排遣久滞心头的悲
伤，也为了抚慰家人，我在最短的时间里写下
《爱——外婆和我》。在我所有的作品里，她
是我最珍视的、也是最特殊的。对于写作
这本书的我，她得来得最轻易，也得来得最
艰难。

说她轻易，因为那是从心灵里顺畅流淌
出来的文字，不需要结构的处心积虑，更不需
要语言的蓄意雕琢；说她艰难，因为字字句句
伴随着泪水、酸痛、苦涩、叹惋以及甜蜜和欢
欣。这是一本不为创作的“创作”。

我没有想过《爱——外婆和我》这样的散

文是否属于儿童文学，也没有设定过她的读
者是谁。但后来，我在读者中间，不仅找到了
七岁的孩童，也相遇了年过九旬的老人。一
个九岁的女孩，用她清秀的铅笔字给我写来
长信，分享她读这本书的感受。在信的末尾，
她写道：“我希望您能再次和您的外婆遇见，
我相信您和外婆的心永远在一起，人如果离
世，但那个人留在人间的感情是不会变的。
外婆一定会记住您，她还会一样爱您。血缘
算得了什么，亲情最重要！”女孩对永别和亲
情的理解令我惊讶和感动，更令我反思并坚信
文学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谢谢天上的外婆，她
让我重新出发。

获奖感言：很多年前，当我作为成年人重
新开始阅读儿童文学作品的时候，我发现真
正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不仅可以打动儿童，
也可以打动成人，因为这些作品中蕴含着人
类社会中最珍贵的情怀：正直、勇敢、善良、正
义、乐观、悲悯。

至此，我对儿童文学有了新的看法，那就
是儿童文学应当比成人文学更加精致，就像
供给儿童的各种食品和物品那样需要更加精
心和精细地制作。

正是抱着这样的认识，我开始了儿童文
学创作，在创作中我不敢有丝毫懈怠，我心怀
敬畏和感恩之心，就像面对我的孩子。

在创作中，我逐渐形成了这样的观点，

儿童文学作品应当是艺术品，这件艺术品不
是写出来，而是用阅历、思想、才华、时光和心
血精心打磨雕刻出来的，就像是一位父亲为
自己的孩子手工制作玩具那样，内心中一定
是充满爱、温暖和感动的，他的态度一定是无
比虔诚和感恩的。

《将军胡同》的创作就经历了这样一个长
期酝酿、发酵的过程，它如同我个人的岁月笔
记，它是我用心灵去抚摸北京残存的城墙、石
碑、瓦片以及一草一木后的感悟和思考。

《将军胡同》这部小说里面的故事，其实
就是这座城市和这个国家那段历史的缩影，
我希望《将军胡同》这部作品能够记录或是再
现这座城市历史和文化的一小部分。

《爱——外婆和我》
作者：殷健灵

出版：新蕾出版社

获奖感言：感谢儿童诗，让我找到了一种
适合自己表达的艺术形式。儿童诗破译着孩
子和自然之间的密码，从没有哪一种艺术能
破译得这般恣意和淋漓酣畅。我沉浸其中，
乐此不疲。甚至能为解开一个小小的密码而
欣喜若狂，也为没能寻觅到那细若游丝的真
意而懊恼不已。

每一个孩子都带着“神谕”似的想象和智
慧来到人间，他们说着神奇的话，他们做着神
奇的事。他们混沌未开，他们物我不分，他们
天然、纯朴，神情四溢。他们像风一样歪着肩
膀奔跑，像鸟一样张开双臂飞翔；他们有时看
世界是仰视的，有时也调皮地倒立，把世界翻

过来。这是人类最初的样子，人类最初的样
子充满了孩子的秩序。我只是在诗集《梦的
门》中，把这些如实地记录下来。大自然有着
更多的诏示，它在暗示着许多可能性。有些
事，科学有科学的解密，诗有诗的解密，儿童
诗的解密带着自己独特的方式。自然在把很
多秘密都告诉孩子的同时，也让儿童具备了
一语道破的能力。这让所有从事儿童诗创作
的人感到幸运，我的幸运挤满了《梦的门》。

感谢各位评委给《梦的门》以肯定和鼓
励，感谢孩子们的热爱和喜欢！打开这扇梦
的门，能窥见一场孩子的梦，一场诗的梦，我
希望那是中国梦的一部分。

《梦的门》
作者：王立春

出版：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

获奖感言：我是一名小学语文老师，每
天和孩子在一起，倾听他们，让我收获到不
少创作素材；与他们对话，让我揣摩到如何
表达才更贴近当下孩子。我时刻把孩子们
放在心中，我会设想用什么样的语气讲故事
能更吸引他们，选择怎样的表达方式才能给
孩子更好的语言范例。

应该说，我是边进行儿童教育研究边进
行儿童文学创作的。儿童文学使我成了一
个懂孩子也让孩子更喜欢的老师。为了写
出对得起孩子的作品，我时时告诫自己，不
要急、不要贪，慢慢写，写出让自己满意的作
品，才有可能让孩子们满意。写完整本书的

那一年，女儿正读高三，为了让女儿多睡半
小时，我在学校旁边租了一套小房子，房子
里没有电视，没有网络，可以更专注地写
作。写着写着，心静了，人变得纯粹。远离
现代生活，似乎给了我一种更直观、更深刻
的幸福体验。

《布罗镇的邮递员》算是给我这个陪读
母亲的一个额外奖赏。写作的这几年，得到
很多编辑老师的指点和帮助，他们是我生命
中的贵人。我们一起探讨、打磨，一点一点
使我和作品同时进步。最后，必须要谢谢评
委老师，你们的肯定给了我莫大的鼓励，让
我有勇气将儿童文学创作进行到底。

《布罗镇的邮递员》
作者：郭姜燕

出版：少年儿童出版社

获奖感言：《小女孩的名字》开头第一句
话是：柠檬镇有个小女孩，她的名字叫晴。
而在现实的世界里，我家有个小女孩，她的
名字叫晴。

是的，晴是我亲爱的女儿的名字。这是
第一次，我把她写进了我的童话书里。晴的
确是个爱取名字的小女孩，曾为各种各样的
事物取过各种各样的名字，有的令我莞尔，
有的令我捧腹，有的令我惊叹。这些名字
里，包含了一个小女孩打量世界时最天真、
最柔软、最新鲜的目光。

在这本书里，我让我的小女孩安居在童
话世界里。这是个比现实世界更大、更神

奇、更辽阔的世界。我曾在一篇文章里这样
写过：当一个小女孩走在路上，她总是一只
脚踏在现实世界，一只脚踏在童话世界里。
因为小女孩就是这样的，心里总是有那么多
那么多的幻想，和那么多那么多的诗意，所
以小女孩最适合住在童话故事里。

这本《小女孩的名字》是写给我亲爱的
小女孩的，也是写给世界上所有正在长大的
小女孩，写给所有曾经的小女孩和未来的小
女孩的。感谢各位评委老师对这本小书的
厚爱，感谢一路走来所有曾经给我温暖鼓励
的师友，我会把这份幸运和荣耀化为动力，
努力写出更好的作品来。

《小女孩的名字》
作者：吕丽娜

出版：接力出版社

获奖感言：这些年，童话给我太多太多
的礼物，已经远远超过了我付出的，超过我
的勤奋和天赋所应得的。偶尔我也会不安，
好在我的眼睛和脑袋都是清醒的，我清醒地
知道在童话的王国里，还有多么长的路要丈
量和行走，有多么高的山峰要仰视和攀登，
有多么广的疆域要眺望和开拓。

写完《水妖喀喀莎》时我想到，这世界上
不是有很多人都像拔了牙齿的水妖吗？他
们曾经内心清澈、目光笃定，怀着美好的情
怀和梦想踏上人生之路，可是在现实生活的
磨砺和侵蚀里，他们渐渐忍受不住追求路上
的孤独和辛苦，于是放弃了、遗忘了，慢慢过
起了最庸常的日子，就像拔了牙齿的水妖忘

记了噗噜噜湖。喀喀莎说：“它是一颗牙齿，
又不仅仅是一颗牙齿。”我想我的心里是住
着一个喀喀莎的吧。这辈子都要带着清澈
的心好好写童话，别忘记自己是谁才好啊。

如果有一天，我能把童话写到足够广阔
和深邃，让它有大海、星空、森林和荒漠的浩
瀚无涯，又有一粒沙子、一朵小花，一颗水珠
的细腻精致；让它单纯又繁复，五彩缤纷如同
万物生长，让它如歌又如诗，瑰丽神奇散发出
迷人的气质；让一切悲伤欢喜幸福痛苦都在
童话里相遇，奏出一阙阙生命的交响曲。

会有这样的一天吧，即使不会有，一直
走在追寻的路上，也很幸福，不是吗？

感谢童话！

《水妖喀喀莎》
作者：汤汤

出版：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获奖感言：种子发芽，盛开为花，需要
力量。野兽奔跑，需要力量。云涌风起，需
要力量。

在我们周围的世界里，无时无刻不充盈
着神奇的力量。这些力量来自于事物自我
的积蓄和喷薄，来自于自我的坚持与追寻，
来自于对一切“不可能”的抗争。

我想抓住这些力量，想表达世界的神
奇，想呈现生命的坚韧和美好，于是，我写
了《一千朵跳跃的花蕾》。在这本书中，
我想通过那些缤纷美丽的人物所创造的
奇迹，展现生命的丰沛与坚守，展现追寻
的艰辛和休憩时刻的幸福。我想呈现神
奇本身。

《一千朵跳跃的花蕾》
作者：周静

出版：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获奖感言：谢谢十多年前我遇见的那些
孩子们，不管十年后他们有没有再次接受我
的访问。正是十年前那些孩子们的泪水和欢
笑播在我的心中，成为了一粒有生命的种子，
在出版社和编辑的帮助下，这颗种子得以发
芽、成长，才有了这本《梦想是生命里的光》。

今年暑假，我和学院的师生们开启了一
个和惯常“支教”不一样的项目——“同行
1+2”，即一个大学生志愿者陪伴两位留守儿
童，在未来的数年内，一直保持联系，同行同
成长。成长档案同时记录志愿者和留守儿童
成长的点点滴滴。

作为写作者，参与这样的活动，我也是受
益人。这么讲，不是在宣扬善心善意，实际
上我们能够提供给留守儿童的帮助非常有
限。我只是觉得，这样专注地用时间和情感
去陪伴，相互见证，也彼此温暖，一起成长，
十分美好。

优秀的文学作品是艺术的，也一定是科
学的。在今后的写作中，除了多读书、勤思
考，把自己的写作放在世界范围内来考量，视
界开阔之外，还得多做田野调查，去看、去问、
去听，去发现、去感觉、去欢笑、去流泪。和孩
子们共悲欣，同成长。

《梦想是生命里的光》
作者：舒辉波

出版：少年儿童出版社

获奖感言：我是一个纯粹的理工男，大学
学的是应用物理专业，研究生学习的是高能
物理专业，毕业后在一家通信公司工作，职业
是嵌入式程序员，当时我写得最多的是软件
代码，稍微写一点文字，是给代码做注释。

不过，在我不长不短的人生经历中，儿童
时期读书的记忆一直是鲜活的，可以浮想联
翩，可以异想天开，可以废寝忘食，可以魂牵
梦绕，那是一种最纯粹的快乐。即使现在，我
还是会常常品味儿时读书带给我的美好回
忆。也许就是从那时开始，我在心底埋藏了
这样一个愿望，我希望能带给其他孩子同样
的快乐。

然而现实很骨感，我按部就班、随波逐

流：上学，毕业，工作，结婚。梦想仿佛距离我
越来越远。直到我有了孩子，渐渐地，心里那
颗尘封了二十多年的种子开始发芽，我踌躇
着回归初心，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写童话故事，
选择用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爱，选择它作
为我此后人生的梦想。一路挫折，一路前行。

人生是美好的，过程却是艰难的，我十分
幸运，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能够得到前辈
的认可，更令我万分感激。

我还要感谢我的家人，爸爸妈妈，哥哥姐
姐，我的妻子和我的儿子皓皓，正是因为你
们，让我能够看到了、感受到了、触摸到了、品
尝到了幸福和温暖，是你们让我的生命显得
如此有价值。

《拯救天才》
作者：王林柏

出版：大连出版社

获奖感言：我出生在宁夏北部的一个农
场里，那里有崖谷险峻的贺兰山，有芦荡丛生
的大湖，但不知为什么，它一直鲜有人知，即
便是宁夏人也很少有谁知晓它的存在。农场
里还有一个最为撼人心魄的奇观，那就是绚
烂无比的星空。因为光污染和大气污染较
少，每到夜间，那里就变成了美不胜收的殿
堂，银河的臂膀横贯天空，万千颗星子争相
辉映。

小时候，我每天晚上都会仰望星空，拿着
自己手绘的星图辨识星座，还有幸见到了76
年才会回归一次的哈雷彗星。星空之下，即
便是我那颗幼稚简单的头脑也开始懵懵懂懂

地思索世界的本源、生命的意义这些终极的
问题。也正是在星空下，我对天文、对科幻产
生了极其浓厚的兴趣。

上班后，经历了职场的繁杂，也走了很多
弯路，但最终还是提起笔来书写适合孩子看
的科幻故事，它们是写给千百个我不认识的
孩子的，又仿佛是写给自己的。

《大漠寻星人》中的7个故事就是其中的
一部分，它们都是同星空、同人的真善有关的
故事，当一个人意识到世界的浩瀚和自己的
渺小时，就会心存敬畏，而有敬畏心的人不会
去伤害其他生命，也不会去伤害自然界的一
草一木。

《大漠寻星人》
作者：赵华

出版：阳光出版社

获奖感言：得知我的《其实我是一条鱼》
进入终评之后，我既兴奋又焦躁。为了平复
我的焦躁之心，我把入围的作品都买了回
来。当我读完李少白先生的《蒲公英嫁女儿》
时，我慢慢地平静下来。这是一部童谣集，它
既照顾到了不同年龄段的读者，又在传统的
艺术形式里努力注入时代精神。可以看出，
一个老作家毕生的创作精华都在里面了。

李少白先生生于1939年，而我生于1987
年，我们之间的年龄相差了近半个世纪。评

委会让我们一起入围幼儿文学组，真是太“残
忍”啦。我想，如果幼儿文学组最终只能有一
部作品获奖，那一定是《蒲公英嫁女儿》。如
果我输给他，我会有遗憾，但我心服口服。幸
好，最终我们双双获奖，成为本届年龄最大和
年龄最小的获奖者。

这个奖对年轻的我来说，虽不至于让我
彻底改变境遇，但至少可以缓解一些生存上
的压力。所以要谢谢评委们，你们的一个小
小决定，点亮了一个年轻人的茫茫前程。

《其实我是一条鱼》
作者：孙玉虎

出版：中国大地出版社

第十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授奖辞及获奖感言

获奖感言：我的获奖作品是一本童谣
集，获奖者首先不是我，而是童谣。感谢评
委们关爱这孩子最早接触的、最小的文学形
式，使儿童文学百花园中，终于有了童谣的尖
尖嫩角。

我的童年是在湘中一个山村度过的，家
乡很穷，却盛产童谣和故事，正是这精神母
乳，成了我文学创作的源头活水，使我心中流
淌着一条童谣小溪。

童谣是祖先的声音，是天籁、是瑰宝，可
当今童谣却面临着半老不新的困惑。社会不
同了，童谣之树也应长出新绿。作为儿童文
学作家，我感到有一种责任，有一种冲动，要

让童谣在盛世中亮出她春鸟般的清音。
年龄变老，我的心和写的作品却在变

小。近年来，我与童谣为伴，寻寻觅觅、唱唱
写写、听听改改，游戏心境成了我的创作常
态。童谣因其短小浅显而难成其器，要写出
率真质朴、意韵深长，为孩子痴迷沉醉的作品
来，我知道非我力所及，我愿和有志于童谣创
作的文友们，一起坚守，一道前行，让中华新
童谣琅琅于孩子的欢笑之中。

我投石问路的这本书叫《蒲公英嫁女
儿》。在我心中，童谣就像蒲公英，野趣盎然、
轻盈活泼、自由飞翔……愿这大自然的精灵，
长得更美，飞得更远。

《蒲公英嫁女儿》
作者：李少白

出版：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