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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杨道

评弹

记者：首先，祝贺你获得冰心儿
童文学新作奖，这是一个很有分量的
奖项。你当时是怎么想到要创作这
样一部作品的？能在上千部作品中
脱颖而出，你认为相较其它作品，它
有何特别之处？

柯渔：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以中
国现代儿童文学奠基人之一的冰心
先生的笔名命名，的确称得上是权威
赛事，它和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陈
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并称“国内三大
儿童文学奖”。曹文轩、金波、沈石
溪、张品成（海南）等著名儿童文学前

辈都曾经获得过这一荣誉。
我的《电动飞机和纸飞机》，是

一个简短的童话故事，充满童真童
趣，适合少儿的阅读口味。不过，它
蕴含着一个哲理，那就是：如果一味
沉缅在已经失去的幸福中，就很可
能会错失目前的美好。我本人就曾
有过这样的经历和体会。因此，我
想通过一个有趣的小童话，来揭示
这个人生哲理。《电动飞机和纸飞
机》能够胜出，我认为应该归功于它
的这个主题。

记者：你已出版过多部儿童小

说，《电动飞机和纸飞机》与之前所著
作品有何不同？

柯渔：我出版过的童书作品，包
括署名的和未署名的，总共已经超过
三十部。这些都是篇幅较长的作品，
我的一部小说《西游—大圣战金蝉》，
就长达12万字。而《电动飞机和纸飞
机》只是一个千字的短篇童话。

在内容上，我过去的作品侧重于
讲述故事，比较缺乏思想性和文学
性。但《电动飞机和纸飞机》是寓教
于乐的哲学童话，是有所突破的，我
相信这也是获奖的重要原因。

海南儿童文学发展现状

记者从海南省作家协会
了解到，我省儿童文学创作取
得了长足进展。

近年来，海南儿童文学作
家三三先后出版《我和铁车》

《仙女的孩子》两部长篇小说
和一部中短篇小说集《小弦
子》，另有短篇小说《告密者》
获第二届《儿童文学》金奖；海
南 儿 童 文 学 作 家 赵 长 发 继
2013 年出版五部海洋童话系
列长篇小说之后，又于2014年
出版了蓝色梦想系列的《浪花
下的独行侠》《精灵王的眼泪》

《一厘米的国王》《漂流八千
里》《北极之王》《恐怖病毒》等
六部长篇童话小说。

海南省作家协会认为，我
省儿童文学发展现状虽然难
以与发达省份匹敌，但已摆脱
了起步晚、底子弱的禁锢，呈
现出不断“爬坡”“升温”的良
好健康态势，部分作家也改变
了“儿童文学处于文学创作的
边缘地带”的陈旧观念，以更
加开放包容的姿态和欣赏的
眼光赏析儿童文学作品。

（杨辑）

专家学者汇聚海口

首届苏学研究
高端论坛举行

本报讯（记者杜颖 通讯员李世禹 肖睿）由
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省
新闻工作者协会作为指导单位的首届苏学研究
高端论坛暨第四届东坡居儋思想文化研讨会5
月11日在海南大学开幕。国内外苏学研究学者
汇聚一堂，共同探讨东坡文化。

本届论坛的主题为“苏学研究与现代文化
建设”，涉及苏学的历史意义与现代价值、苏东
坡生平考证及诗文研究、苏学在海南自贸区、
自贸港建设背景下的传承与弘扬、苏学“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方向与任务等多个议
题的讨论。作为宋代文人，苏东坡能在身后近
千年的历史中收获持续不断的学术关注，且热
度不减，事实上亦是一个颇为值得研究的文化
现象。论坛研讨苏学在新的时代背景和历史
机遇之下如何以独特的形式彰显自身的时代
价值与意义，寻找苏学在关键历史阶段的转型
方向，彰显在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背景下
推进以苏学为代表的海南文化旅游特色。

本次论坛由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海南省
苏学研究会承办，海南大学苏学研究会协办。来
自国内外30多所高校、科研机构以及中国苏轼
研究学会、多地东坡文化研究会等学术组织的专
家学者，提交了40多篇学术论文，从不同的领
域、学科和视角展示了苏学研究的最新成果。河
北省苏轼文化研究会筹委会向论坛赠送了40米
长卷《东坡行迹图》。

创作者要做“调研高手”
■ 赵琳宇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是文艺工作者开展
艺术创作的重要遵循。在广大文艺工作者积
极投身火热社会实践同时，这样一种声音也时
常听到：“我就在生活中，也是普通百姓，柴米
油盐酱醋茶一样不能少，还要我咋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

这种说法从表面上看，有一定合理性。的
确，没有哪一位艺术家是完全与世隔绝的，其
亲身经历不仅是艺术创作源泉之一，也是形成
创作个性的重要因素。但是，仅凭有限的个人
体验，很难创作出真正优秀的作品。优秀创作
需要通过典型形象展现时代风貌，这个典型形
象虽然是具体的，但并不能从生活中直接剪切
得来，而是需要创作者尽可能全面地掌握生活

“大数据”，从中提炼出能够代表对象特征的
“最大公约数”，然后将之再次具象化——这是
一个从具象到抽象再到具象的螺旋式上升过
程，考验创作者的耐力与功力，任何一环的折
损都会影响作品成色，任何一环的缺失更会掣
肘艺术创作质的飞跃。

“我就在生活中，无所谓深入生活”，这种
观念体现在，一些文艺作品虽然在选材上“聚
焦当下”“接地气”，但时常出现题材跟风、主
题立意先行、人物形象干瘪等现象，还有的创
作者为了让作品“有戏”，不惜人为制造冲突，
着力丑化矛盾对立一方，引起不良社会影响，
这都是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不足造成的营养
不良。

“我就在生活中”远远不等于深入生活、扎
根人民；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不是“一股风”，而
是一种创作价值观与方法论。认同这一点的创
作者往往怀有大爱之心，爱这片孕育自己的土
地，爱那些自强不息的姐妹兄弟。情感上的同
频共振既出于先天的血脉相连，也源于后天的
亲密关系：你越靠近他们，就越能感受到他们的
可亲可爱，就越发敬佩他们的奋斗进取，就越发
认识到广大人民是中华史诗的书写者、缔造者，
有了这样一份真挚的情感和认同，你自然会为
他们抒情、为他们唱颂。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不是做做表面文章，
它可以切实引领创作者主动成长为“艺术调研
高手”，身入、心入、情入。如何做到这一点？
一方面，创作者要带着问题去观察、感受生活，
相对集中地搜集与创作有关联的素材；同时，
又不能带着设定好的“答案”从生活中搜集“论
据”，大千世界往往能为自己的预设提供素材
支持，但判断它们是否足够有代表性，就需要
创作者尽量全面客观地去判断。与此同时，创
作者还要善于捕捉生动的细节，这些细节往往
能在创作时派上大用场。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要搜集素材，还要特
别注重思考研究。面对同样的创作素材，即使
排除艺术门类、创作个性等差异，不同创作者
仍然会基于不同价值观、人生观与艺术观，从
不同角度利用创作素材，创作出思想内涵迥异
的作品。面对尖锐的不够明亮的素材，那些健
康有力的创作者不但会暴风骤雨般痛斥恶者，
还会温情抚慰伤者、鼓舞弱者，不断携引人们
走向光明。 （《人民日报》）

记者：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文学创
作的？有何特别的机缘？

柯渔：在学生时代，我就已经立
志以写作为生，当时还创作了一部长
篇童话，并向省内的出版社投稿，当
然并未被采用。2005年时，我已经参
加工作。这一年我在网上无意接触
到一个童书创作团队，被其吸收为成
员，并为其创作了一部6万字的儿童
科幻小说，赚到了生平第一笔稿费。
这就是我步入职业文坛的开端。

记者：据说幻想、历险是你创作
的两大优势，而之前听你说在鲁迅文
学院上学时，是班里最平凡的一个。
说说你平日里的生活与创作？

柯渔：2016 年，我就读于鲁迅

文学院的儿童文学高研班。同学们
都是各省市区的儿童文学优秀代
表，其中有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陈
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冰心文学奖
大奖等奖项的获得者，还有作品销
量过百万的大咖作家。在班里，我
当然是极不起眼的。

我从小幻想能力就比较强，看到
一只小螃蟹，也能构思出一个小故
事，这可能和人们常说的“天赋”有
关吧。这很有利于我创作幻想类的
作品。

至于历险，我一直就向往，可惜
并没有几次实践的机会。我写历险
故事，主要还是从同类的作品中寻
找灵感，当然，这更需要自己的情节

构思能力。好在这方面我是较有优
势的。

我的生活也挺简单，每天除了写
作，更多的时间就花在阅读和构思作
品上了。

记者：最近是否在创作新的作
品？

柯渔：我正在创作三部海南题材
的冒险童话，分别是《海南动物镇》
《海南小鹿圣》和《海南黑灵王》，都是
海南省文学院的签约作品。

这三部作品，都以海南的珍稀动
物作为人物角色，并涉及到海南的热
带植物、旅游资源、民族、神话传说
等，海南特色十足。希望这些作品能
早日跟读者们见面。

记者：2017 年底，由你担任编剧
的动画电影《回马亭》票房收入全国
前十，并曾入选文化部动漫扶持项
目，在线上播出后也很受欢迎。据了
解，这也是第一部由海南籍人士任编
剧的抗日动画电影。说说你与这部
动画电影的渊源？

柯渔：《回马亭》是一部面向少儿
观众的抗日、战斗题材动画电影。和
大多数男孩一样，小时候我就非常喜
欢武侠、动作、战斗类的电影、电视剧
和小人书，当然也包括抗日题材的。
至今我仍然清晰地记得，读小学时我
对抗日电视剧《铁道游击队》的那股
狂热劲。

从事动画编剧工作后，我也接触
过不少抗战动画片，如《小兵张嘎》、
《帽儿山的鬼子兵》等，当时，我就很
迫切地希望自己能成为一部抗日动
画片的编剧。

《回马亭》是浙江出品的动画电
影。那时，有圈里的朋友说浙江一家
公司即将上马《回马亭》项目，并把我
推荐给了这家公司。

创作《回马亭》剧本，我是极度谨
慎认真的，因为我深知这部作品的意
义，它是国内首部新四军抗日题材的
动画电影。写作剧本之前，我曾做了
大量的准备工作，包括搜集相关资
料、借鉴同类作品甚至是实地采风
等。

《回马亭》实现了我的一桩心

愿。播出后，不但观众反应十分热
烈，还获得了一些重要的奖项和荣誉
（包括入选全国重点项目）。这对我
是莫大的激励。

记者：2017 年初，你创作的动画
剧本《远方的天空》正式授权韩国首
尔一家大型文化集团公司，这算得上
是一次跨国合作，合作过程与国内的
经历应该不太一样？

柯渔：《远方的天空》是一部含有
幻想和励志元素的动画剧本。这是
我的第一次跨国合作，当时的激动和
自豪，到现在都难以忘怀。在合作
中，对接人非常熟悉汉语，因此我们
的沟通并没有太大的障碍。

这次合作对方非常严苛，要求我
对剧本作了不止十次的修改。但他
们的敬业精神和诚信品质，也令我深
受感动。此外，通过合作，我也对韩
国文化有了一些了解。

记者：此前，由你策划并指导他
人创作的科幻小说《吴博士的机器
人》获科技部和教育部联合举办的首
届全国青少年优秀原创科幻作品大
赛优秀奖。说说这部小说？科幻作
品自《三体》获奖之后，现在国内似有
星火燎原之势，作为科幻小说的作
者，能否谈谈你了解的海南科幻小说
创作的情况？

柯渔：我们的短篇科幻小说《吴
博士的机器人》里有一个机器人，但
主角并不是这个机器人，也不是吴博

士，而是一个年轻人。他各方面都很
普通，却乐于助人，孝敬父亲，身上有
着金子般的可贵品质。我们的目的
正是通过这个科幻故事，弘扬正能
量。

其实，在《三体》未获奖之前，中
国的科幻作品，特别是少儿科幻作品
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是很喜人的。青
年作家杨鹏的《校园三剑客》等系列
儿童科幻作品，备受读者追捧。

很遗憾，我至今仍然没有读到过
海南人创作的科幻作品。不过，值得
一提的是，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儿童
文学》杂志副主编汪玥含曾经到过海
南文昌市采风，并创作了一部以文昌
为背景的儿童科幻小说《世纪之约》，
该作品出版后，影响十分广泛，获得
多个重大奖项，并被中央电视台推
荐。

记者：现在你身兼儿童文学作
家、动画电影编剧以及科幻小说的作
者，这三者之间有何异同？

柯渔：儿童文学的创作比较自
由，可以随心所欲地写作、表达，但动
画剧本的创作，必须紧密配合片子的
制作工序，因此所受到的局限性很
大。

至于科幻小说的创作，很需要扎
实的科学知识和丰富跳跃的想象力，
难度是不小的。目前，这方面我仍然
停留在入门阶段。不过，以后我会往
这个方向加倍努力的。

近日，国内三大儿童文学
奖之一的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
获奖名单出炉，海南儿童文学
作家柯渔的童话作品《电动飞
机和纸飞机》位列其中。柯渔
本名方世飞，身兼儿童文学作
家、动漫编剧及科幻小说作家，
所著作品多次获奖。5月 11
日，海南日报记者对柯渔作了
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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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源于寓教于乐的哲学童话

任动画电影编剧 票房收入全国前十

创作三部海南题材的冒险童话

●柯渔档案

柯渔，本名方世飞，儿童
文学与科幻小说作家、动漫编
剧，结业于鲁迅文学院第30届
作家高研班（儿童文学班），中
国儿童文学研究会会员，海南
省作家协会会员。出版儿童
小说《超级波漫号》《最美昆虫
记》《数码斗士城》《绿色危机》

《诡异天外岛》《外空马戏团》
等二十多部，发行总量40多万
册。

此外，参加编剧或独立编
剧《快乐椭魔塔》《回马亭》《远
方的天空》（韩国）《小画家》等
多部电视动画片、动画电影、
儿童微电影，获“美猴奖”、“优
秀国产动画片奖”等奖项，或
入选全国重点项目，曾在中央
电视台、各省市电视台播出，
并在美国和欧洲、亚洲多个国
家播映。

●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

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以
文坛巨匠冰心的名字命名，与
冰心儿童图书奖、冰心作文奖
同属冰心奖，1990 年，由著名
学者雷洁琼女士、著名作家韩
素音女士以及著名儿童文学
作家葛翠琳女士共同创办。
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作为儿
童文学界权威的文学赛事，每
年举办一次，迄今已举办 29
届，为无数的民间作者提供创
作和交流的平台，为儿童文学
爱好者献上前沿的原创佳作、
纯正的年度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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