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 辑 第一波·优案推介

2022年6月17日 星期五 第2827、2828期合刊

● 创作谈

本版编辑：田红媛
E-mail：1028858867@qq.com
排版：姚志英

14

● 好书共读

我走过的路通往山野
■薛 涛

《桦皮船》这部作品我花了很大的功夫，做了很
多的功课。出版方也与我一起做足了功课。我们用
科学精神和探险精神完成了这本书的创作和出版。
创作这部作品的前后，我储备并动用了充足的
生活经验。老猎人托布经过短暂的城市生活最终回
到森林故乡，男孩乌日也在旅途中完成了自己的成
年礼。在描写这段灵魂拖曳身体的返乡之旅时，我
也是他们的旅伴。
这些年我与城市疏远了。我先是搬到城市近
郊，与一条河毗邻而居，还在阳台上造了一间木屋。
那附近草木繁多，岁岁枯荣，生生不息。我置身其
中，和它们一起吸收养分，滋补身心。去年九月，我
报名参与“乡村振兴”，来到辽宁凤城白旗镇的莫家
村任第一书记。在小镇北面的山沟租了个院子，把
身心完全安顿进来。每日劈柴、喂猫、周游白旗，时
不时跟着乡亲们挖药、
伐木，
贴补自己的日常花销。
山野包藏丰富的思想，古往今来哲学家头脑里
的形而上学蛰伏在每一道沟岭，从苏格拉底、柏拉图
到康德、马克思，当然还有老庄、孔孟、程朱……各种
各样的主张逐一都有对应。只要头脑足够灵光，便
能发现统领万物的真理光芒。我天生笨拙，一寸一
寸地揣摩，
偶尔能窥见一毫米的微光。
阅读是纳新，也是吐故。我在远离城市的地方
读《沙乡年鉴》
《塞尔伯恩博物志》
《瓦尔登湖》
《林中
漫步》
《植物学通信》……我把根须扎在土壤里，把触
手从树冠中间伸出去，白天以日照和轻风为餐食，夜
晚枕靠树桩和落叶而眠。或将灵魂附着于草木，或
沿着山脚飞行。我既是轻的，也是重的。人的双脚
总是比灵魂迟到，这是千百来人类没有解决的问
题。我好像把这个难题解决了。怎么解决呢？让它
们彻底分开，
各走各的，
不再互相拖累。
在《桦皮船》中，
当托布撑着桦皮船行驶在呼玛河
上的时候，
他的身体朝着森林故乡挪动，
灵魂却早已经
在故乡和岁月的腹地滑翔。他重访自己的过往，
与里
面的过客——棕熊、
鱼王、
马鹿逐一和解了，
不是婆婆
妈妈的解释，
更不是矫情虚伪的道歉，
而像是云淡风轻
地邀请他们一起
“追忆似水年华”
。同时，
他要把自己
的老伙伴——阿哈托付给在那里安居多年的父亲和大
哥。这是他的身体无法完成的仪式，
他必须将自己的
灵魂放逐，
替自己完成这个高难度的任务。
鄂伦春猎民的生活周折和文明变迁影响了我的自
然生态观、
生命观。在创作和修改《桦皮船》的两年时

《桦皮船》
薛涛著
2022 年 3 月
35.00 元
ISBN：
9787570713332
间里，
我反复阅读《鄂伦春猎民口述史》，
这本厚达500
多页的田野调查，
原汁原味地记录了他们朴素的述说。
我第一次见到“最后的猎人”郭宝林时，他抚弄
着桦皮船跟我讲起年少时的往事，从那语调里可以
听到他面对新生活的义无反顾，然而眼神里却闪烁
着一丝惆怅，不明显，却也掩饰不住。读《桦皮船》
时，读者完全可以把书中的托布当作自然课、生命
课，甚至哲学课的导师，他不会生硬地说教，只会身
体力行。这多好呢！
写作过程酣畅淋漓，却并不是肆意而为。我探
索了一种义无反顾的表达方式，绝不拖泥带水、瞻前
顾后，这就像鄂伦春猎民射出去的箭。我对从前的
语言范式腻歪透了，我想“越狱”，想背叛。在书中，
我一字一句地讲述托布带着乌日返回生命原始地的
故事，与此同时，也在为自己的文学语言寻找力量的
原始地。当它们达成一致，
便产生了极大的张力。
在《桦皮船》中，关涉到教育学、民俗学、人类学、
哲学等领域的内容，我都不敢草率落笔，在修改书稿
的过程中跟责编、相关专家逐一斟酌、考量。至于有
关森林生活和桦皮船制作技艺的描写，自然少不了
跟郭宝林夫妇线上互动，反复修正。我最近一次见
到老猎人郭宝林，已经是去年的初夏。为了求证书
中的几个细节，我又去十八站请教老爷子。因为疫
情，我和郭宝林隔着墙头聊天。他说你为了写这本
书跑这么远，跑这么多趟，你就进屋吃饭、说话吧，我
不怕传染病。听了这句话，我感觉隔在我们之间的
墙倒了，不存在了。因此我也相信，通过《桦皮船》这
部作品，我一定能把读者与曾经生存于这个森林中
的民族的文明与过往连接在一起。
收到《桦皮船》样书的当天，
我将收藏多年的桦皮
船模型放进家门口的浑河，
船上的
“乘客”
便是这本蔚
蓝色封面的新书。一个民族，
难免回味并反观自己的
历史，
然而一番小驻之后，
还是要不停地朝前走，
就像
河中漂流的桦皮船，
可以借助漩涡实现短暂的逆流回
溯，
最终还是要顺流而下，
奔流到海不复还。

● 编辑谈

激发读者探究中华文化兴趣的密码

万物互爱的朴素传达
■崔昕平

张炜以语词、诗心与思想构筑的文学世界中，童年、动物、自然与生命思索可视作贯穿其间的
关键词。在张炜的文学世界中，对儿童文学文体的创作选择，诚如王尧的表述，是将“童心”作为
“方法”
，
以
“童心”
观照自然，
借
“童心”
彰显道义。新作
“张炜非常动物故事绘本”
系列既可感受到
作家恒定的文学气质，
同时又呈现出富有新意的儿童文学表达。
“张炜非常动物故事绘本”系列中的 5 个小故事，
《想家的小螃蟹》
《亲爱的小驴》
《我为什么流浪》
《黄鼬一
家》
《海豹恩仇录》取万物有灵的视角叙事，
呈现出童话
世界中动植物的众声合唱，
其手法并非止于
“拟人化”
，
而是递进一层的“生命化”。对一个众生共处的“非常
动物故事”的描绘，也可能会附着朝向动植物自然神
性的
“传奇性”
书写，
但作家显然有意识地让可能出
现的
“传奇性”
摆向了一种写实风的
“生活化”
。于
是乎，
在
“张炜非常动物故事绘本”
中，
我们邂逅
了另一种滋味的、关于万物互爱的日常讲述，
自然舒缓，
如流水入心。

“张炜非常动物故事
绘本”系列（5 册）
张炜著
2022 年 3 月
35.00 元（册）
ISBN：
9787570713936 等

“生命化”不同于“拟人化”之处，在于
作家不是仅让动植物讲人话，
也不是简单地
让动植物作为推动以人物为核心的故事的
陪衬，
而是将它们视为与人类无差的生命，
描
绘它们丰富的情感世界。这样的描写切入点，
显示了真挚的
“去人类中心主义”
理念。因为这
样的理念灌注，
在
“张炜非常动物故事绘本”
系列
的故事中，
贯穿了一种具新异感的动物视角，
动物
们被刻画成独立的生命体。无论是《想家的小螃
蟹》中小螃蟹
“旗手”
热爱绘画的追求，
与伙伴们关于
动植物属性的深入辩论，
还是《黄鼬一家》中黄鼬夫妇
从人类那里学到了读书喝茶，
学到了欣赏音乐，
还畅谈
听音乐的感受等，这样的动物描绘着实令人耳目一
新。动物像人类一样有着理想与精神的追求，还向人
类习得物质层面与精神层面的双重享受。这当然是很
“童话”
的，
但这样的视角与传达，
恰恰在提示常被人类
忽视的一点：
万物共处的自然生态圈中，
动物们也在密

寻找万物生灵之间的通幽曲径
■宋晓杰

■高 静

汉字是世界上古老的文字之一，
拥有上千
年的历史，它的出现、变化体现了中华民族一
脉相承的智慧，更蕴藏着博大精深、源远流长
的中华文化。如果每一个汉字都有自己的生
命和灵魂、悲欢离合和喜怒哀乐，它们将会向
我们诉说怎样的故事？这正是《被委屈的汉
字》
《会说话的古文》这套汉字题材人文故事集
的立意。
《被委屈的汉字》聚焦日常生活中常被大家
误解的汉字，
《会说话的古文》聚焦经典诗词和
文言名句，
两书之间有种进阶的关系。前者更
通俗易懂，
后者相对而言需要一定的阅读积淀。
作者张之路一直认为，
好的儿童文学不应该
“知识空载”
。这里的
“知识”
，
指的不只是科学知识、
生
活知识，
或者社会知识，
也不只是说孩子能否从书中了
解知识，
更包括读完书后，
思想上、
精神上能否受到震
动。沉思也好，
哭也好，
笑也好，
都是一种收获。
作者总以讲故事的方式引出要阐释的问题，在
为“被委屈的汉字”正名的时候，往往多方面援引资
料，
追根溯源，
还原汉语词句本来的意思。而这些例
子，
正因为常见且并不高深，
可人们动辄就会用错出
糗，
所以引得孩子忍不住
“打破砂锅问到底”
。
例如“呆若木鸡”一词出自《庄子》，还原故事后
作者解释到，
其本意是说目光凝聚、
纹丝不动的鸡才
是最好的斗鸡，不出招就令敌人望风而逃，活泼、伶
俐都是好的，
但还需要不断磨炼，
把浮躁收敛起来。
而《会说话的古文》中的许多故事往往针对同一
问题，书中常常给出多种思路、多样答案，有助于培
养孩子从不同角度看问题，
思维也会得到训练。
例如《千夫指和孺子牛》一文中，
由鲁迅的
“横眉
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句诗引出了对“千
夫指”
和
“孺子牛”
的思考。结合鲁迅与友人的书信，
分析鲁迅当时的家庭生活环境，以及“千夫指”的出
处，
从而得出其意思。另外，
通过鲁迅夫人许广平回
忆他对儿子周海婴的关心，给出了“孺子”的两种可
能含义。至于“孺子”的真正含义是什么，那便是仁
者见仁，
智者见智了。

《被委屈的汉字》
张之路著
2021 年 1 月
25.00 元
ISBN：
9787570709267

《会说话的古文》
张之路著
2022 年 1 月
25.00 元
ISBN：
9787570712793
再如，在《说说“小委屈”
》中，作者告诉我们“三
思而后行”中到底指哪三思，以及“朝闻道，夕死可
矣”
“三十而立”
“吾日三省吾身”
的真正含义。最后，
作者还不忘鼓励读者在平时的学习和实践中积极发
现更多类似的例子。
插图选择上强调格调和趣味兼具，
文字为重，
图
为辅助。插图不多且放在文章最前面，文图独立又
有关联，
不打断行文思路，
保证文字的清晰完整。这
让孩子在读故事之前先学会读图，在独立阅读中领
会故事的丰富含义，
同时也增加了趣味性。
除了多格漫画，排版中还有一些随文图作为点
缀，
大多是随意几笔就勾出文中的一段对话、
一个故
事、
一幅背景。在画风选择上，
因为书稿是传统文化
题材，历史性较强，很多古文、诗句背后的故事均有
历史渊源，所以选用了自带古典气质的木刻版画风
格，
整体为黑白灰三色，
复古雅致。
《被委屈的汉字》
《会说话的古文》通过一个个生
动有趣的小故事，
引起读者对传统文化的兴趣，
激发
了读者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更激起他们热爱汉语知
识、
探究中华文化的热情。
纵使时代变迁，
历史蒙尘，
我们始终需要铭记流
淌在体内的炎黄血液，5000 年中华文化是其精髓，
汉字与古文是承载这精髓的载体。了解、品读中华
文化，
先从这两本小书开始吧！

切关注着这个与它们共存的人类。借助对动物生命化
的立体刻画，借助动物的视角，达成动物与人类的“互
视”
，
是作品的一重深意所在。
作 品 写 作 取“ 中 和 之 美 ”，既 警 示 了“ 人 类 中 心
主义”的思维惯性，也规避了“生态中心主义”的急
切表达，不为呼吁生态保护而对人、对人性做出简
单化的否定，而是力求做到客观的、交互的生命呈
现 。 这 种“ 生 命 化 ”的 书 写 ，不 是 以 剑 拔 弩 张 的 冲
突来敲响人类生态反思的重锤，而是以温馨的、具
有生活滋味的故事唤起动物与人类之间相互的爱
与尊重。这即是如前所述的紧贴现实的“生活化”
叙事。作品没有《少年与海》
《寻找鱼王》等作品中
的 海 滨 传 奇 韵 味 ，也 不 似《兔 子 作 家》等 作 品 浪 漫
欢 悦 的 童 话 气 息 ，而 是 一 种 小 开 角 的 、写 实 风 的 、
生 活 化 的 讲 述 ，让 故 事 没 有“ 架 子 ”，自 然 纡 徐 ，一
如生活。
作家为每个故事都赋予了一个非常美好的结
局。这也是这个系列基于儿童受众非常可贵的一
点。作家并不打算让自己的故事致力于揭示丑与恶，
也不取警示教诲儿童的俯视姿态，而是力图引领童心
去感受大自然中与人类共在的、无差别的生命，力图
让美善的东西自然地生根，以善念来充盈儿童的心
灵。作品中的孩子们都敏感地接收到了动物生命的
情感讯号，对万物生灵的爱的能力在心灵深处自然生
长。同时，作家不单单把这种美好的愿念寄托在儿童
身上，每个卷入故事中的成人，也都仍能从心底唤醒
对万物生灵的质朴的善意。比如《亲爱的小驴》中，当
一群大人取笑小男孩确信他的驴会说话时，小男孩认
真地反驳，小驴只是现在还小，而且，她说的话就是
话，
只是人类听不懂罢了。
张炜说过，这个时代的孩子博学，但缺乏关于大
自然的真实感受。
“张炜非常动物故事绘本”系列正如
一扇通向万物生命的自然之门，将儿童带到了一个个
鲜活的动物生命中间，以万物和谐、互敬互爱的生态
伦理，以善念、爱力与感知力丰盈儿童的心灵。这样
的儿童文学着力点，就像别林斯基所说，是“发扬他们
的博爱感和对无尽事物的感觉”，是比防止儿童沾染
上某种恶习和不良倾向的教化
“更重要的事”
。

当“孙家湾野生扬子鳄保护站”的牌子，挂在清水塘孙大学（即大水）爷爷家塘埂边的时候，12
岁的大水与扬子鳄、
与那个难忘的夏天的故事，
便拉开了序幕。
《大水之夏》是一部关于儿童成长的小说，也是对
生物多样性环保理念深情呼唤的箴言，更是沟通万物
生灵之间互依互存互联互通的珍贵启示录。小说中，
“大水”具有双重意义：其一，故事以 2020 年安徽特大
洪水为背景；其二，主人公孙大学的绰号。当地人形
容一个人吹牛、话多、鬼聪明、闹人精时，就会说那个
人“水”。但主人公大水并不“水”，在真实的大水中，
他栉风沐雨、风餐露宿，把自己锤练成一个勇敢、智慧
的人，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书写了一个孩子的精神成
长史。这正是作家的用心所在。
作品中的每个人物形象都饱满、
立体，
带着自身的
鲜明特点：
对七只河龙如亲人般关爱的大水，
带着镇领
导的“指示”前来劝说外公，原来无法理解要把自家田
地、
房舍改为扬子鳄保护区的老雷爷爷，
负气离家出走、
回归后惊喜奔向妈妈的夏雨彤，
为保护扬子鳄默默坚
守 40 年的大水爷爷……每一
个都是虚构的文学人物，
每一
个又都是非虚构的现实存在。

《大水之夏》
余同友著
2022 年 1 月
28.00 元
ISBN：
9787570712847

这是作者的第一部儿童长篇小说，对于已经创作
百余部中短篇小说的知名作家来说，也许写一本儿童
长篇根本说是“小儿科”。但通读全篇，看到的依然是
那个苦心孤诣、字斟句酌的作家，作品的文学性、严肃
性、深刻性，一点儿也不少，充分体现了其写作中的责
任意识——既要让孩子们轻松愉快地“回到倾听，回
到阅读”
，
又要主动担承起教育的社会职责和使命。
小说线性的叙述使阅读并没有难度，但在主线向

前推进的同时，还有许多拓展出来的外延、衍生出来
的意义，如苍劲古树主干上纷披的枝桠，有着各自不
同的走向。在抗洪这条主线之下，敷设的多条副线，
如重叠、交错的细敏神经旺盛地活着，触碰到哪一处，
都有着牵肠挂肚、
惊心动魄的伤与痛。
作者在布局谋篇、遣词造句上功底深厚，含蓄而
内敛，精工而机巧。其中既有宏观的纵横捭阖，又有
微观的精雕细琢；既有来源于科学的诚恳言说，又有
植根于文学的合理构建；既有思想高度的超擢与提
纯，又有具体描述的细腻与动人；既有对紧迫现实近
乎白描似的呈现，又有“雨过天晴”后并不轻松的思
考。因此，它既是现实矛盾冲突无法和解、继而完美
突破的虚构文学，又是人与动物在自然之中弹奏的美
妙和弦、编织的动人童话。作者将这些属性有机地融
于叙事之中，并不违和，也不生硬，科普性、知识性、文
学性、趣味性如不同色系的光谱，最终幻化成一道美
丽的彩虹，
照亮风雨过后澄澈的碧空。
没有儿童文学作家，只有作家；没有儿童文学，只
有文学。虽然儿童的学习、接受、理解、认知等能力的
形成是渐进式的，但他们对于美、爱等优秀品质的需
要、感受与成人无异。作者以平行、平稳的视角，诙
谐、幽默的语言，带着读者以超低空飞翔的姿态，再现
了孩子们真实存在的世界，并找到了一条成人与儿
童、人类与动物、自然与生灵之间平等、互通的“那一
条”
独有的通途。
前苏联著名教育理论家苏霍姆林斯基说：
“儿童教
育的本质在于：
教育儿童通过周围世界的美，
人的关系
的美而看到精神的高尚、
善良和诚实，
并在此基础上，
在
自己身上确立美的品质。
”
美国作家琼·安德森在《海边
一年》中坦陈：
“我用前半生努力让自己变成一个成年
人，
也许后半生该学习如何做个小孩。
”
从这个意义上来
说，
《大水之夏》不仅是作者对当下儿童生活现场的专注
描写，
对栖身于同一片土地上的野生动物的真诚致意，
而且也是一次成人与儿童角色互换的双重教育，
是对文
学需要真正介入生活、
反思生活的特别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