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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亮笔下的人与时代
关键词 文学意识 修辞技巧 人物塑造

○桦桢

新世纪头20年里，国内文坛涌现出一些产量

颇丰、质量不俗、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家，但像葛亮

这般游走、交叠、融合、汇通两岸三地的写作者，还

真难数出第二位。生于南京，学于香港，成名于台

湾，葛亮的文字里总有抹不去的疏离与陌生感，这

种“局外人”式的“感觉”——亦如韩少功在《葛亮

的感觉》中提到的“感觉”——恰机缘巧合地捕捉

到了当代现实里一些人、一群人、一类人在浮光掠

影与沉重历史夹缝中的无所适从。葛亮的作品放

在这儿，置入时代的溪流与岔口中，分量已足够进

入21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他不再需要什么“少年

成熟”的夸赞、什么“最被看好”的期许，葛亮的笔

尖勾画描摹了一个时代节点里一部分中国人的精

神面目，是为不可多得的珍贵记录。

与某些名气更大、身价更高、年岁相仿的同侪

作家相比，香港大学中文系博士毕业的葛亮，不论

在文学意识、修辞技巧还是写作速度上，常常略胜

一筹。《七声》《戏年》《问米》是葛亮的三本中短篇

小说集，收录作者在青年时代创作高峰期写下的

许多小说精品。中短篇小说是他最擅长的体裁。

在葛亮瑰丽迷人却又潜藏危险、残酷的小说时空

中，读者很可以透过虚构的幻影重新审看真实世

界的自己。令书页化作镜子，照得世界和身处其

中的我们改变模样、现出本相，这

便是葛亮的本事了。

《七声》中收有广受赞誉的短

篇小说《阿霞》，写的是一位患有

精神疾病的下层女子的故事。教

授的儿子“我”与厨子的女儿阿霞

在餐馆成了工友，但“我”来打工

是为“磨炼”，阿霞却是谋生。两

人互有好感，可终究跨不过那阶

级与命运的壕沟，短暂的交集不

能扭转各自既定的轨道。没有灰

姑娘式的浪漫童话，只有重逢一

笑的各自安好，结尾二人的再会

颇有些迅哥又见闰土的韵味。末

了，“我踏着泥泞向江边走过去，

阿霞远远地在后面了。”葛亮的笔力含蓄有内劲，

读者从寥寥点穴落字之处，尽可意会波澜不惊的

情节后广袤的社会历史现实与深沉的人生无奈

之感。不只阿霞这样的打工女孩，小学时代的老

同学成洪才、父亲的木匠老友于叔叔、旅行中遇

到的女子英珠……葛亮书中轮番登场的一个个

鲜活人物，其悲剧也好，命数也罢，无不蕴含着大

时代变迁的痛楚与定数。从写作的野心与叙述

的笔调上看葛亮这些现实题材的小说人物志，很

容易让人想起为鲁镇芸芸众生立传记事的周树

人君。葛亮的文学态度是严肃的。

虽是中短篇集，但葛亮的每本小说

集都有着各自的主题，每个集子里的小

说也都有相近的气质和相联的意蕴。

《七声》的主题是零落声响构成的时代

和音，“一均之中，间有七声”，以命若琴

弦的小人物勾摹出民间市井的大轮

廓。《戏年》的主题是人生如戏，此戏经

年，在与电影有关的小说里，书中人既

在戏外，又在戏里，叹人生何似。《问米》

突出一个“问”字，是人间的有问无答，

是生活的答非所问，虽是凡庸之辈，亦

各有其棋局与战场，笔墨悬疑间隙中，

透露出点点微光。面对书稿中一条条

鲜活的生命，葛亮的心是温热的，笔却

有些冷。一个冷峻的旁观者，抱憾无言

地注视着自己创造出的一个个人物、一

场场悲剧，不作评说，执意将判断的权

利抛给阅读者。

葛亮当然还称不上“小说大师”或“文学大

家”。他和他笔下的人物总似隔着一层迷墙，正如

“我”和阿霞之间那道穿不过的屏障。这一阻隔，

常反映在小说中对“我”的读书人身份的强调和家

世背景的叙说中。“我”和“在我身边一一走过”的

“他们”是不同的，因为“我”是小说中“毛秘书的博

士弟弟”、那个一讲起故事就忍不住提“爸爸”的

“大学生”。这可能是葛亮的缺点，也可能是他的

特点。待到某日，当葛亮与他笔下的小人物们能

够无碍对视时，也许我们就可以说：“葛亮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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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自然观察手册”丛书展现北京大自然奥秘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北京自然观察手册”丛书是一套

致力于向读者多方面展现北京大自然奥秘的科普丛书，涵盖花鸟鱼虫、动物植

物、矿物和岩石以及云和天气等方方面面，可以说是北京大自然的“小百科”。

丛书共10册，分别是《鸟类》《昆虫》《海鲜和河鲜》《野花》《树木》《园林花卉》

《蔬菜》《水果和干果》《云和天气》《矿物和岩石》。每一分册介绍了该主题相关领

域或类群的观察、探究方法以及北京地区常见实例和种类，对北京大自然进行梳

理和总结，图文并茂，既是自然观察指导佳作，也是精美的视觉盛宴。

自然观察指导部分主要包括该主题在北京的概述、去哪里观察、如何观察、

如何记录、观察注意事项等内容；北京地区常见或特色的实例和种类，从物种命

名、形态特征、观察信息、在北京的生存环境进行介绍，作者还结合自己的观察经

验，在讲述观察中趣事的同时教会读者如何更好地观察；索引部分包括中文名索

引和拉丁学名索引，便于读者阅读时检索。 （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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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丹

近10年，读者对图画书的接受度和认

可度越来越高，在新媒体销售渠道、传统线

上销售平台、新华书店、特色书店，图画书

都已成为了重要的产品门类，占有不可替

代的市场份额。以绘本借阅为主、绘本阅

读活动和绘本阅读课程为辅的绘本馆运营

模式也日渐成熟。幼儿园也逐步把绘本运

用到日常教学活动中。目前，图画书已经

成为了3~6岁童书产品中的重要门类。全

国30多家专业少儿社和其他500多家非专

业少儿社只要出版童书，几乎都有图画书

产品线，每年新书品种多达8000种。图画

书与儿童文学、少儿科普形成鼎立之势。

2016年，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经过充

分市场调研、投资预判后，开设了图画书产

品线，并以名家原创和优秀版权引进为主

要方向。名家原创图画书产品线借助北少

社在儿童文学领域的作者资源和品牌影响

力，首批推出了以金波、葛翠琳、梅子涵等儿童文学作家

的作品，随后出版了于明、沙沙等绘本新人的处女作；引

进版权图画书产品线则重点打造了“星空世界精选图画

书”这一品牌，以“为孩子寻找好故事”为原则，精选优秀

图画书。

研究优秀图画书品牌的产品线架构和选品特色，向

前辈取经。北少社对市场的调研和分析从未停歇。接力

（尤斯伯恩）、二十一世纪（麦克米伦）、浙少（奇想国）、明

天（信谊）、中少等都各有路数，有与国外出版机构直接合

作的、有与民营品牌合作的，还有邀约国外知名绘画作家

合作出版的。启发、新经典、蒲蒲兰、蒲公英、耕林、奇想

国、心喜阅、尚童等民营童书品牌进入图画书市场较早，

占据了大量优势版权资源，如凯迪克、纽伯瑞、安徒生等

大奖作品。另外这些公司也因体制灵活、生产成本控制

有效、及时抓住了网络销售和社群营销的红利，最大化地

实现了线上销售和推广。

事实证明，不管渠道如何变化、营销推广的花样如何

翻新，具有独特鲜明品牌特质和优质内容的产品才是市

场王道。于是，北少社对图画书的选品建立特定的标准

和原则——“选择好故事，选择独特的表达，有童趣，激发

想象力和创造力”。

储备编辑力量，建立严格的选品机制和高效的项目

运营流程。图画书品牌价值的核心是编辑。北少社有一

支稳定成熟的图画书编辑团队。摸索出灵活严格的选品

机制，引进版权类采用版权经理推荐—编辑初筛—编辑

室主任把关—分管的领导确认后，再上会集体论证的方

式，对于报价紧急的情况，灵活处理。原创图画书则采用

小组运营的方式，从立项之初，就由一二三审、美编、营销

编辑组成的项目小组全流程跟进，在故事修改、分镜、草

图、线稿、色稿、成稿等不同阶段完成一二三审的全流程

审定，尽量避免画稿定稿后的修改。在分镜和线稿这两

个重要节点，会邀请专家审定，给予修改建议。这种运作

流程不仅让项目运作更高效，还保证了图书质量。

在出版细节上做足功夫。优质的产品要看细节，细

节决定成败。版权绘本在严把产品关的同时，在译者的

选择上也不含糊。北少社的“星空世界精选图画书”的译

者都是目前国内图画书领域自带流量的专业大咖：余治

莹、彭懿、孙慧阳、王志庚、孙莉莉、王林、杨涤、范晓星

等。他们对文本的处理有着丰富的经验，这是翻译文本

高品质的保障。

编辑自觉参加业内分享、专业培训，不断提升专业水

平和实操能力。结合项目中遇到的问题，会通过展开小

组讨论、请教专家、与作者及时沟通等方式及时有效解

决。每个项目投放市场后，编辑会追踪图书的市场表现、

收集渠道客户和读者的真实反馈，对产品的优势、存在的

问题进行剖析和分享工作心得。自律成长型的编辑队伍

是北少社出版优秀图画书的最坚实保障。

北少社的印制部门为图画书产品线做了连续3年市

场调研，从图画书的定价区间分析到工艺研究，再到对印

厂和最新工艺和出版形态的实地考察。从成本控制、定

价策略、纸张选择到工艺质量，每个环节都有精细的监管

和前瞻性建议，这为图书的高品质提供了有效的保障。

明确产品定位，提供特色出版服务。北少社每年投

放市场的新书品种比较少，如何能在浩如烟海的图画书

市场上引起波澜，短期内让渠道熟知、让读者认可，必须

在产品特色上下功夫，要提升图书品牌辨识度。

按照图画书终端读者类型，提供精准的出版服务。

如为家庭阅读提供讲读建议、亲子游戏、朗读音频等；为

幼儿园提供针对不同年龄的绘本课程、绘本改编的舞台

剧剧本和编排指导、绘本短视频、有声音频等；为绘本馆

提供线上线下绘本活动方案等。 精准、全面、细致的特色

出版服务，是该社图画书品牌一大重要的产品特色。

高效的营销推广为图画书发行做好保障。营销活

动大致分为：在有影响力的传统母婴媒体或新媒体社群

做图书宣传；邀约阅读推广人做亲子阅读相关的讲座

（线下和直播可同时推出）；故事会分享；联合绘本馆组

织特色的线下活动；结合热门话题做短视频宣传等。制

定标配的营销物料清单和详细分工，为营销推广做充分

准备。

图画书在欧美发展了百余年，在日本发展了五六十

年，在中国不过10年。出版业前期引进优质版权绘本，通

过合作，借鉴先进出版理念和丰富出版经验，随后就要蓄

力优质的原创精品，深挖民族文化特色，讲好中国故事。

《七声》42.00 元/

ISBN：9787547319840

《戏年》42.00 元/

ISBN：9787547319826

《问米》48.00 元/

ISBN：9787547319857

葛亮著/东方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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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的力量最触动心灵
关键词 南水北调 库区移民 儿童小说

○何晓青

2019年起，出于对“南水

北调”工程溯源的关注，作家

黄春华深入丹江口水库移民

村，进行实地考察，写出《水中

有橘乡》这部长篇儿童小说。

这本书能让如今的孩子，也让

更多人回顾那段岁月，读一读

“南水北调”背后的感人故事，

更加深刻理解这一工程的重

要意义，更加珍惜如今的幸福生活。

《水中有橘乡》描写了丹江口水库移民村的发

展现状，描绘出一幅库区移民村的居民们如今真

实动人的生活图景。在新时代的感召下，当地通

过招商引资建袜子厂、培育葡萄园等特色农业产

业，自力更生发展经济，展现了库区发展的新面貌

和村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全书集中展现了在

新时期，国家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积极

扶持新农村建设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这是一部

主题积极、内涵丰富的现实主义作品。

独特视角，小中见大。在创作手法上，在“南

水北调”这一宏大历史事件背景下，作者以“外地

城里孩子”的视角来叙述移民村的现状。外地孩

子眼中的移民村是什么样呢？这种写法为小说设

置悬念，为后文埋下伏笔。

鲁禛彦是一个生活无忧无虑的北京孩子，没

吃过什么苦，更没见过贫困的山村。由于父母双

双要去援助丹江口库区移民村建设，她很不理解，

被迫接受父母的决定和安排，来到

丹江口孙家大湾上学。在新的环

境中，鲁禛彦遇到了毅然回乡支教

的黄老师，结交了可爱的同学小木

和水鸭子，认识了毕生守候乡土橘

园的“老倔头”，得到了小木奶奶的

多次悉心照顾。鲁禛彦最初不情

愿，对父母十分埋怨，刚到农村环境不适应；一年

后，她逐渐理解移民们心底遭受的创伤，习惯和留

恋当地的人和物，爱上那片充满情义的橘乡。这

种孩童视角的叙述反差，增加了该书作为儿童小

说的亲近感和共情性。孩子眼中的世界是纯粹

的、未经过滤的，以她的视角，我们对历史的感知

方式更为直观真实。

抒写乡情，寄予希望。虽然是一部题材厚重、

情感深沉的小说，但本质上抒写的是最常见、最本

真的人们，展现了他们扎根乡土的执着精神和奋

进向上的希望力量。

60 余年来，丹江口水库枢纽工程几次修建。

许多库区居民的祖辈、亲人们因为工程建设，不得

不背井离乡移居外地，许多人辗转多年，只为回到

故乡，却再一次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如今的移

民村，青壮年外出务工，父母和孩子长期分离，不

少留守儿童很难和父母团聚。

小木、水鸭子都是留守儿童，父母虽然缺席了

他们的童年，却塑造了他们坚强、自立的性格。他

们与爷爷奶奶相依为命，日子过得清贫却温馨。

黄老师毅然放弃大城市优渥的工作机会，选择回

乡支教，致力将“沧浪文化”发扬传承，师生间建立

起朴实、真挚的情谊。即使物质匮乏，他们依然从

容乐观，用双手的力量使家乡变得更好。

牺牲小我，礼赞奉献。橘园曾是丹江口库区

居民赖以生存的重要产业。小说中突出的人物形

象是“老倔头”，他是当地居民中的“钉子户”，坚持

不让技术员砍掉几十年来维持生计的橘园。“老倔

头”的固执，一是不愿割舍对过去的怀念，二是对

未来生活感到迷茫。最终，他放下心中的执念，同

意砍掉橘园，选择将过往的苦痛沉入水下，带着对

橘乡的美好回忆奔赴未来。“橘园”是书中反复出

现的意象，“老倔头”只是当地人为移民库区做出

自我牺牲的一个缩影。他们内心经历苦痛，舍小

家为国家，让鲁禛彦和她母亲为之落泪。

读这本书是领悟和感动的过程。文学表现

的魅力在于让读者抵达真实，抵达历史深处的悲

欢。一渠向北流去的清水，是献给故园的离歌，

是奔向希望的序曲。这是淳朴深沉的乡情和催

人奋进的希望。库区移民村里平凡的儿童、老

人、乡土风物，在字里行间以鲜活立体的模样呈

现，时代感在60余年的时间跨度里焕发出全新的

生机和色彩。

顺其自然 静待花开
关键词 二十四节气 中国智慧 教育

○邹立志

《顺其自然：二十四节气中的智慧》一书不是

蹭热度而生，它是作者段春娟2018年“追”节气整

整一年的结果。清新的文字，再配以24幅稚拙插

图、24首隽永古诗，展现了中国节气的迷人，不仅

从知识上补全了我残缺不全的节气课，更是引人

追寻顺天应人的古代中国智慧。

一本好书的传递与阅读，是一个生命激发另一

个生命的过程。读此书，慢慢激活了我对节气的一

些模糊认知和亲切感受。虽然在南方小县城长大

的我，并没有切身的农耕经验，更缺乏对节气的明

确认知，但那些跟节气有关的记忆却被唤醒了。

《顺其自然》一书在带领我们敏锐感知节气变

化与物候荣枯时，不断感叹“无论如何，都要做一个

热爱自然的人”（《春分》）。同时，作为一个寄居在

钢筋水泥中的现代人，又屡屡生出叹息：“在母亲这

里，节气是常识，……母亲的知识源于生活和经验，

是贯通的，有根基的。在我身边，多的是对节气没

概念的人。……节气，对多数现代人而言还是疏离

的。”（《冬至》）“远离自然，远离农事，蜗居高楼，点

灯熬夜，哪一点是按自然节律来的？”（《霜降》）“现

代社会衣食丰足，快乐却好像并未递增。大家各怀

心事，各有忙碌，东奔西赶，没了农耕时代的那份悠

闲，也寻不到那份单纯的快乐了。”（《清明》）“如今的

孩子与自然是疏离的。童年没了大自然的滋养，怎

么说都是一种缺失。大自然给予孩子的滋养与乐

趣，又岂是电子产品所能取代

的？”（《白露》）

这些文字，于我心有戚

戚焉。世界朝着物质和科技

文明的方向狂奔，确实带来

了诸多便利，但同时也带来

不少问题，回到过去显然不

现实也不可能，但如何在现

代与传统之间、物质与精神之间寻找生命的平衡，

始终是我们要面对的问题。

从前慢，一生只够爱一人，如今快，一小时可

以撩十人。以前三天能收到一封信，现在一秒钟

能收到无限封。以前文件是一个个发，现在文件

是一堆堆发，一个压缩文件里套着另一个压缩文

件，压缩文件里可能还有无数的视频文件。工作

与生活没有界限，24小时随时在线待命，人的注意

力在浩如烟海真伪莫辨的信息丛林中不堪负载。

人们总是很忙，忘记了闻花香，忘记了有风清

凉，早上被汽笛吵醒而不是被鸡鸣唤醒，晚上在霓

虹灯的簇拥中失眠而不是在星光下酣睡。电子产

品已经长成人体的一个器官，人们宁愿花大把时

间等待画面加载，也不愿意抬头望望窗外真实的

风景。天天生活在“云”端，却很少去细看一次真

实的云卷云舒。

当教育起跑线已经画到了娘胎里，孩子们一

出生就在各种花式培训班转场，学一堆二手知识，

离真实的大地越来越远。孩子们天天捧着电子产

品，远离阳光青草泥土，没有细察过

春天燕子怎样在屋檐下衔泥筑巢，

没有见过夏天夜里萤火虫漫天飞舞

的梦幻，没有体会过秋天稻田里泥

鳅滑过脚底的酥痒，没有尝过冬天

雪花飘落在舌尖上的丝丝沁凉。

记得在孩子中学的一次家长会

上，物理老师说学生考试中有些错

误是来源于没有一手生活经验。知

识可以化为考试的高分，却难以化

为生命的血肉。既缺乏亲身的生活

体认，对产生于农耕社会的中国古

诗词就更是隔膜，从《诗经》中的“蒹葭苍苍，白露

为霜”，到唐诗中的“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

华浓”（李白），“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杜甫），

“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温庭筠），大多是生吞

活剥，而缺乏美好的体验。

此书副标题叫“二十四节气中的智慧”，“智

慧”二字可算是说到了正题上。人生真正的成功

不是向外求，而是向内求，修行得道求智慧。老子

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知识是做加法，灵魂却

需要做减法。戒生定，定生慧，空则灵。人只是宇

宙万物的一部分，顺天者昌，逆天者亡。联想到对

孩子的教育，不也应该是这样吗？——“顺其自

然”。滴滴雨露，静待花开。

顺其自然、静待花开并不是两手一摊的躺平，

而是通过不断尝试发现和开掘生命的潜能，找到自

己的热爱。做自己喜欢的，他就会愿意承受做事过

程中所带来的各种苦，累并快乐着，爆发出无限的

创造力。这不正是当下我们的教育所缺失的吗？

唯有爱，可以抵御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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