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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树孩》是一部充满哲学意味的儿童文学作品，着眼于木雕这一民间艺术，书写了关于自然、生命、童真、人情的故事，带
领 孩 子 领 略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的 魅 力 和 价 值 。 上 市 以 来 ，该 书 入 选 2021 年 度“ 中 国 好 书 ”
（少 儿 类），荣 获 第 17 届“ 文 津 图 书 奖 ”，入 选
2022 年农家书屋重点出版物推荐目录、2022 年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百种优秀出版物，在多家媒体年度优秀图书推选中表现抢眼。

《树孩》赵丽宏著/长江文艺出版社
2021年9月版/30.00元
ISBN：
9787570222551

——读赵丽宏长篇小说《树孩》

■马光复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
著名作家赵丽宏的《树孩》，是
一部幻想与现实相结合、充满
诗情画意和哲理、引读者深思
的长篇小说。
封面上标有的两句有关书
的内容的话，
是这样写的：
“编织
壮丽自然的唯美诗篇，
唱响生命
不息的永恒赞歌”，讲得非常贴
切，
非常准确。作者赵丽宏也在
书的封底引用自己书中结尾的
一段说明：
“这万物有灵的世界，
这生生不息的大地，
让我们一起
为生命歌唱”
，
同样，
这也说出了
这部书的创作宗旨，
为我们阅读
这部出手不凡且十分厚重的图书指明了阅读和理解
的方向。这是一部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同时，在
我们认真阅读了全书之后，发现它的主题、内容、书
写方法、格局、语境与语言表述等等，也同样适合成
年人阅读。所以，
《树孩》是一部未成年人和成年人
都可以阅读、
老少咸宜、
有着很高思想性和艺术价值
的幻想文学读物。
《树孩》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人物也不是很
多。小说开篇第一句话就是
“世间万物皆有灵”
。这
是整部小说的书写基础，
也是作家构思故事的依据。
美国幻想和科幻小说作家、
编辑、
学者和评论家
詹姆斯·冈恩曾经讲述过这样一个故事：
哲学家斯塔
普尔顿 1930 年创作的幻想小说《最后与最初的人
类》，选取人类自身的过去与未来史作为主题，描绘
人类文明以及宇宙智慧生物的兴衰起伏……20 亿年
后，
从地球迁徙到金星再迁徙到海王星的人类，
处于
最后的繁荣鼎盛期。宇宙射线突如其来地增强，使
人类再次面临灭亡的命运。面对新的生死挑战，
“最
后的人类”
义无反顾地飞出太阳系，
开始在广袤而深
邃的宇宙中播撒下人造的人类种子。幻想小说作家

宋明炜说过：
“星云闪烁，
宇宙交响，创世与寂灭，
都在共时发生中。”所以，
在 一 个“ 共 时 ”而 又“ 交
错”的世界里，时间与空
间的“交错”、本我与他者
的“交错”、外太空的洪荒
宇宙与人心深处的思想
粒子的“交错”、社会经济
发展与科学技术进步的
“交错”、强调与时俱进的
科技专家与动辄回到初
心的科幻作者的“交错”、
古今中外五花八门的幻
想小说与我们丰富多彩变动不定的人生的
“交错”
等
等，
是当今创作幻想一类作品的共同构架。
赵丽宏在《树孩》里，
抓住了人类与大自然、
生生
不息的生命与宇宙变幻以至于死亡和重生的“交
错”，用艺术的构思，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创作
法则，构架了书中的故事和人物。幻想的黄杨和树
孩、
幻想的小狗黑黑、
幻想的老鼠以及众多大自然中
有灵性的花草树木等等，和现实生活中的九岁男孩
春芽儿、雕刻家和他的家人、医生、木雕商店老板等
等，
两个不同的世界，
“交错”
发展、
变换，
给读者上演
了一部以“生命”为核心的“生生死死、死而复生”的
大戏，
也像是一首美丽动人的抒情诗、
一幅浓淡有致
的写真水墨画、
一曲深奥但又悠扬感人的交响乐。
在这些虚幻与现实的交错刻画中，作家动用了
他书写散文的功底，把时间和人物的变换处理得恰
到好处，
天衣无缝，
既生动，
又合理。比如，
木雕商店
老板要来购买木雕树孩时的一段，写出了两个世界
中现实人物和幻想人物的艺术形象、
思想变化、
心理
状态和细腻情感，爱心与同情心、感恩与伤感、期盼
与无奈，
不仅打动着我们的心灵，
也荡涤着我们的灵

魂。作家是这样写的：
树孩看着这一家人伤心的样子，心里很难过。
他舍不得离开春芽儿，
但他也可怜这位父亲，
可怜这
位把他从一段树木变成小孩的雕刻家。
树孩看着春芽儿，
抚摸着自己依恋不舍的样子，
在心里一遍一遍地说:“你就答应木雕店老板吧，配
药要紧!不管我到哪里，
你还可以来看我啊。
”但是春
芽儿听不见树孩的心声。树孩无法抑制自己的伤
心，
他发现，
自己的眼睛被温热的液体湿润了。春芽
儿抬头凝视树孩，
突然发现，
树孩的眼睛里闪烁着泪
光。春芽儿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把眼睛揉了揉，
只见
那晶莹的泪光仍然在树孩的眼睛里闪动。
“瞧!树孩哭了!”
春芽儿忍不住喊起来。
“别瞎说!”母亲走过来，她也看见了树孩的眼
泪。她掏出手绢，
轻轻拭去树孩眼睛里的泪水，
嘴里
喃喃地说着:
“真是眼泪呢!太奇怪了，
怎么会这样呢?”
雕刻家也看到了树孩眼睛里的泪水，他原本暗
淡的目光变亮了。他不相信自己雕刻的木头孩子会
流泪，但树孩眼睛里的水是怎么回事呢? 春芽儿紧
盯着树孩的眼睛，他看到，那木头的瞳仁周围，又涌
出了晶莹的液体。两滴水珠，
涌出了眼眶，
沿着面颊
流下来。
这不是泪珠，
是什么?
树孩不明白，自己的眼睛里为什么会涌出温热
的泪珠，他只是觉得伤心，只是舍不得离开这一家
人，
那水珠就忍不住涌了出来。现在他知道了，
他心
里的难过和伤心，
会从眼睛里流出来，
那是泪水。
一个木雕，
就是树孩，
他不仅在思考，
在说话，
而
且有着丰富的情感，
他会同情别人，
会感恩。那些现
实生活中的人，与他同时在思考，在说话，他们互相
并不能直接交流，但是又在另一种空间和境界中互
相交错着，
互相理解着。本来，
这是非常难以处理的

书写，
但是，
赵丽宏处理得非常棒，
不但生动，
又非常
合情合理。作家细腻、真实、生动地描绘人物，既有
虚幻人物，也有现实人物，他们的心灵，成年人的忧
虑，少年人的童真，人世间的复杂思考与情感，经历
与感慨，
都在冲撞着我们的心灵。读到这里，
令人热
泪盈眶、
唏嘘不已……
为了加深这种分离情感的氛围，
作家接着写道：
晚上，深蓝色的天空中升起一轮银色的满月，
月光在天地间静静流动，为大地镀上一层晶莹的银
边。月光从窗户里照进来，照在树孩身上。在月光
中，树孩浑身闪烁着银色的亮光，就像是一块透明
的玉。
雕刻家静静地躺着，
月光照在他瘦削的脸上，
他
好像是睡着了。但屋子的每个角落，都回响着他急
促痛苦的喘息声。
门轻轻地打开，
春芽儿走了进来。他睡不着，
想
过来看看父亲，也看看树孩。春芽儿知道，明天，木
雕店老板还会上门来。树孩留在家里的时间不多
了。黑黑在门口发出呜呜的叫声。他的叫声，只有
树孩能听懂。黑黑在唱: 小树孩，小树孩，明天就要
去远方，
远方迢迢道路长，
路上不见明月光……
月光下，
树孩的眼睛里闪烁着泪光。
写得太好了！小说《树孩》就像一条清澈见底的
溪水，
又像一条滚滚奔流的大江，
读起来流畅、
清晰、
感人，又给人以沉思，有哲理的冲击，也有心灵的感
悟。为了深化主题，
作家用了单独一个章节
“生生不
息”
来书写宇宙造物的规律与深奥，
以及人世间的百
态变化，
使得作品内容进一步升华，
达到了一个新的
思想和艺术高度。
总之，
小说《树孩》既适合少年儿童阅读，
也适合
成年人阅读，
是一部个性独特、
感人至深的优秀长篇
幻想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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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江南》

《望道：
〈共产党宣言〉首部中文全译本的前世今生》

王旭烽 著 / 定价：68.00 元 / 出版时间：2022 年 3 月

徐锦庚 著 / 定价：89.00 元 / 出版时间：2021 年 12 月

★2.28 上市首日即加印
★上市 3 个月，加印 11 次
★新书热卖榜 TOP1，当代小说畅销榜 TOP10

★“回望建党百年”国家出版基金专项资助项目
★2021 年 12 月中国好书
★入选 2022 年度“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好书荐读活动 5 月书单
★2021 年度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项目

《望江南》是茅盾文学奖得主王旭
烽沉潜 26 年创作的一部优秀现实题材
长篇小说。小说讲述了新中国成立前
后近 20 年间波澜壮阔的社会进程中，
江南茶叶世家杭氏家族的起落浮沉和
人物命运，描绘了以杭家人为代表的
茶人一步一个脚印重建茶事，在新中
国的建设和中国走向世界的过程中，
用“茶”贡献力量的历史长卷，书写了
融个人史、家族史、民族史于一体的中
国故事。

《望道：
〈共产党宣言〉首部中文全译本的前世今生》是
庆祝建党百年重点选题，国内首部系统全面考证《共产党宣
言》的报告文学，是一部厚植于党史的优秀现实题材作品。
该书以报告文学手法，从小角度纵深切入，追根溯源，
从马克思、恩格斯著述《共产党宣言》，到中国共产党的成
立，再到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的过程，全景
式讲述了《共产党宣言》首部中文全译本出版的前世今生，
牢牢把握翻译《共产党宣言》这条主线，生动记述《共产党宣
言》的中国足迹，以文学方式呈现马克思主义经典中国化的
过程，并刻画 20 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中的“望道们”，以及
在《共产党宣言》传播过程中，对中国第一代领导人的影响
和带给中国革命的意义。

《望江南》为中国生活和精神的
剧变与恒常提供了一种新的叙事。
——中国作协主席李敬泽
北有《人世间》，南有《望江南》。

荣登 2022 年 3 月中国好书榜、
2022 年 3 月光明书榜、2022 年 3 月
文学报好书榜、2022 年 4 月中华读
书报月度好书榜、2022 年 2 月中国

这是一部具有纯正经典品质的长篇

新闻出版广电报优秀畅销书榜、

小说，是一部可以传下去的书。

2022 年 2 月中国出版传媒商报好书

《望道》故事生动，情节感人，资料扎实，在通过生动细节展示重大主题方面做了有意义的探索。
——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邬书林
《望道》是作者在理想信念的观照之下创作的书写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活动的作品，其宽深的历史背
景和细致的历史寻踪体现了作者的长远思量，使其具备了一种致广大而尽精微的大道精神。

——《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

榜、2022 年 2 月浙版好书榜、2022

——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施战军

《望江南》堪为近年来长篇小说

年 2 月深港书评好书榜、2022 年 3

《望道》这本书选了一个非常独特的角度。它从《共产党宣言》的写作、翻译入手，从开道讲到望道，再

领域的重要收获。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白烨

月腾讯文化好书榜等全国各大权威
好书榜单。

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品传播到中国，
影响中国先进知识分子，
并促进中国共产党成立的过程。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白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