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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世界”中的大世界
■张瑞燕

这篇小说写的是少女心灵成长
的历程， 一个多思善感的少女面对
一个复杂的世界，所有的感触、哀愁
和体验。

芦荻镇这个小世界， 对一个成
长中的女孩子来说， 就是一个大世
界，而一个女孩内心的成长变化也是
一个复杂的世界。开篇第一句就奠定
了整篇小说的基调，“格子的12岁夏
天，是在暖水瓶的忧伤碎裂声中惊醒
的。 ”碎裂的、忧伤的、温暖的———是
一个12岁的少女眼中的世界， 就是
这些看似无关的生活碎片拼凑出了
一个少女成长的全部世界。

写青春少女， 照例要写到女孩
子的变化，“穿了裙子的格子， 瘦猴
隐隐觉得陌生……” 也会写到女孩
的情窦初开，如对陆老师的好感，对
银幕上青年男女依偎的朦胧向往，
这些是其他类似的青春题材成长小
说中都会写到的， 陆梅这部小说也
不例外，但那几乎是一笔带过，小说
中真正着力描绘的是少女对死亡的
认知和感觉， 这也正是这部小说的
异样之处，份量之所在。

小说中写出了少女对生命、对死
亡的认知， 更难得的是还写出了少女
对知识的认识， 这和少女对死亡的认
识几乎同时发生，“有些东西不必说
出， 它自身就有一种力量， 或者说品
质，无论在多么喑哑的环境下，它都能
令你的身体一下子绽放出那种光明嘹
亮的气质———比如书。”是爱书的大表
哥给了她最初的启蒙，因此，表哥的生
死未卜对于格子有格外沉重的意义。
少女格子第一次领悟到生命的重要、
时间的宝贵， 第一次觉得自己在浪费
生命， 第一次感到了知识的力量或许
能够抵御对死亡的恐惧———格子不
再那么糊里糊涂，她仿佛一夜长大了。
写死亡和知识对青春少女的启蒙，是
作者的匠心独运之处。

除主题独特外， 从小说中也可
以看出，陆梅对语言非常讲究，几乎
沉醉在如何用语言营造和还原一个

小小世界里。 乡村的景象、 童年的记
忆， 如清风拂面， 娓娓道来， 作者几
乎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慢慢翻找的机
会， 整部小说文风温婉细腻， 语言干
净唯美。

少女眼中的世界总是完美的，作
者还在多处采用意识流手法， 试图捕
捉少女瞬息万变的心理活动。 少女成
长期的迷茫、期待、焦虑、多变，在作者
笔下仿佛都是真切感知的。“一个人的
时候， 她的头脑里总活跃着一些奇奇
怪怪的想法，从这件事跳到那件事，压
都压不住。 有时候她会想象自己突然
间死去， 或是成了哑巴———她在这么
想着的时候，当然不会知道，在她无可
预知的小世界里， 她还将遇到更多新
的大事。”对未来的向往总是伴随着不
可知的恐惧，对少女来说，成长，进入
一个成人世界是件很可怖的事情，因
为无法把握， 有时就会用一些无聊行
为来掩盖内心的惶恐不安，“她总是忍
不住去抠墙皮， 松脆的墙皮被她抠得
石灰粉簌簌滑落，再抠下去，就见细碎
的泥草和青砖了。有时候深夜醒来，看
到月光下墙上的‘伤口’突兀着，像是
醒着的眼睛。她想象这些眼睛怒睁着，
突然喷射出赭黑的药水来，她躲不及，
被兜头浇了个遍。 她一骨碌爬起，脸
上、身上汗水涔涔。 ”将少女复杂的心
思描写得丝丝入扣。

此外，小说中还有一些细节描写值

得一提，比如作者刻意选用了“青苔”这
一意象，有着罕见的诗意，“格子欢喜极
了竹林里的青苔。 长得茂盛可爱的青
苔， 双脚踩在上面， 说不出的松软酥
痒！” 密林里的青苔像极了青春少女内
心的隐秘： 丰富、 复杂、 安静、 神秘，
以至于青苔变成了一种童年的象征，
长久地萦绕在少女心里， 长大也不能
忘怀， “许多年后， 长大了的格子在
川藏高原的山林间邂逅了大片大片的
青苔， 泥地上的、 倒木上的、 玛尼堆
上的， 她欣喜地俯下身， 将脸轻轻地
靠向它们。”在青苔上，作者寄托了无穷
的诗意，如果对普鲁斯特来说，小玛德
莱点心是开启他进入童年之门的钥匙，
那么对于格子来说，青苔则是她童年的
伙伴，是过去的自己，是失去的记忆之
花。“她无限感慨———原来，她曾经以为
的、不会再来的童年始终是在的。 这一
刻，它静静躺在黝黑山谷间……”青苔
成为唤醒童年记忆的美好，在这一看似
平常的意象上作者寄托了丰富的情感，
运用了多彩的笔调。

在陆梅笔下， 无论是阳光下疯长
的凤仙花，还是密林里旺盛的青苔，少
女情怀总是诗。《格子的时光书》是少
女眼里的那个世界， 而少女丰富多变
的内心，在作者笔下，无论如何总是一
个大世界。

（作者单位： 上海社会科学院文
学研究所）

感悟

童年是属于大自然的
■杜静

端坐于书桌前认真品读包祥先生
新作《童年是属于大自然的》 这本书
时，很多时候有想要流泪的冲动。事实
上这本书里并没有任何刻意煽情之
处， 没有老师为了学生如何牺牲之类

的言辞段落， 可是因为作者饱含对
教育的忠于和深情， 笔下点点滴滴
都是大自然、教育情、师生爱，读来
处处令人动容。

“童年是属于大自然的”， 看到
这句话我在庆幸， 自己童年能够和
自然亲密接触之外， 心里隐隐有些
担忧。 现在孩子的童年究竟是属于
谁的？堆积如山的作业、没完没了的
课外强化辅导、各种各样的培训班，
孩子脸上满是疲惫，闻不到花香，听
不到鸟鸣，不知大自然为何物。

品读《童年是属于大自然的》，
就像置身于一个美丽的大花园，确
切说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生态园。生
态园里一切都是静静的， 可是于无
声处我分明看到了一群可爱的孩子
们健美的身影，在和小草呢喃细语，
在和水里的游鱼讲故事， 在和飞翔
的鸟儿们分享心中的秘密。 更看到
了一群敬业奉献的老师事事做足十

二分， 于细微之处彰显自己对教育
笃定的爱。 这里没有浮躁， 没有喧
嚣， 有的只是孩子们和老师亲如一
家人， 白天跟着老师在这里认识虫
鱼鸟兽、辨别各种花草，夜间聆听自
然发出的天籁之声。 他们会由衷地
说出来：“大人们说话声音太大！”是
的， 大人无节制地放大声音一定是
吓跑了他们正在观察的小蚂蚁或者
是惊扰了他们和小鱼的对话， 他们
已经在内心深处于不经意间敬畏生
命，敬畏自然。

“作为一个教育人，应读懂教育
读懂生命、 读懂生命的生长过程”。
“自然生长” 是教育的旗帜更是方
向，“只有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透彻领
悟，才能真正懂得教育。”这是作者
的语言。 在艾瑞德工作的老师是幸
运的，因为他们在这里不会迷失，会
越来越懂得教育； 在艾瑞德学习的
孩子是幸福的， 因为在这里每一个

学生都是珍贵的存在，不会被干扰，他
们的自身品性得以保护，自在舒展。

这本书是作者写的30篇教育日
记，篇篇以古往今来，国内国外的教育
故事开头，以思考或是祝福结束，很好
地阐释了东方智慧、国际视野。对艾瑞
德国际学校的管理理念、教育方法、景
观解读都有详细地阐述， 使读者身临
其境，自然觉得这里是教育圣地，安静
中彰显庄重、 神圣， 因为这里没有功
利，是在做真正的教育。

“天地无人推而自行， 日月无人燃
而自明，星辰无人列而自序。人之所以
生、所以无、所以荣、所以辱，皆有自然
之理，教育应是自然生长。”留住了孩子
们的童真，也就留住了孩子们童年的价
值，文章自始至终都满含对孩子们的深
情，一路读来，自己也仿佛置身其中，听
见了鸟鸣，闻见了花香，看到了自然界
的斗转星移，更看到了一群受益于自然
生长教育的孩子们的笑容。

《教出乐观的孩子：
让孩子受用一生的幸福经典（经典版）》
[美]马丁·塞利格曼等著 洪莉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积极心理学之父”、 美国著名心理
学家塞利格曼以专业理论、 丰富实验和
多年的具体实践为基础， 从调整自身状
态、 改变批评方式和传达乐观技巧等方
面提供了培养孩子积极品质的建议，教
导父母、 老师及整个教育系统如何教会
孩子习得乐观、走近幸福。

《学会爱》
刘墉著 接力出版社

这本书是国际知名画家、 作家、 演
讲家刘墉写给孩子的成长书， 他带着关
怀、 挂念， 为因父母不理解自己而苦恼
的孩子支招， 教他们怎样让父母了解自
己的想法， 怎样得到父母的理解， 怎样
和父母沟通交流。 他告诉孩子， 爱是一
种智慧， 也是一种能力。

《把孩子温柔地推开》
付小平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本书作者从身为父亲和教育专家的
双重角度， 结合家庭教育中普遍存在的
现象， 以培养孩子的独立性为主线， 选
取了与孩子的生活、 学习， 以及父母观
念和思路等相关的40多个教育话题， 对
如何把孩子温柔地推开、 让孩子成为独
立的人进行了深入思考， 既具学理性，
又温暖真实。

爱，是一个美妙的睡前故事

■袁晓峰

节假日， 在深圳书城中心城总
能看到许多为孩子大包小包买书的
家长， 也时常能听到着急的爸爸妈
妈们在抱怨：“给你买了这么多书，
为什么你不好好读呢？这么好的书，
你怎么就不喜欢呢？ ”

是啊，为什么你认为的好书，孩
子就是不喜欢呢？这就告诉我们，给
孩子选书一定要以儿童为本位，要
站在儿童的立场，选儿童感兴趣的、
能触动儿童心弦的；选温暖的、能理
解儿童情感的、 能给儿童带来启迪
的； 而避免选择对儿童进行惩戒和
威胁的，就像《怪老头来了》里，妈妈
总是用怪老头来威胁孩子，“如果不
好好吃饭的话， 我就让怪老头把你

给抓走啊”、“你再不听话的话，我让
怪老头把你给抓走”，孩子不喜欢怪
老头， 甚至后来害怕到睡觉时恐惧
地大叫，妈妈这才知道自己错了。那
些对孩子进行惩戒和威胁的书，是
不是就像那个怪老头呢？ 威胁不仅
会让孩子产生恐惧， 还可能给孩子
幼小的心灵造成难以弥补的伤害。

亲子阅读是什么？ 亲子阅读绝
不仅仅是家长和孩子一起读书，更
是一种亲情的交流、 一种爱意的表
达、一种智慧的理解沟通。 就像《亲
爱的狼爷爷》一样，总能那么体贴地
体察到孩子的需要， 总能那么贴心
地陪伴着孩子成长；就像《给爸爸的
吻》里的爸爸，不强迫、不急迫、不强
势，就那么耐心、那么自然而然地循
循诱导、那么包容和宽容。

爱，是从心里生发出来的，情感
是不能被规定和强迫的。 当爸爸妈
妈和孩子一起读书时， 孩子从亲情
的交流中感受到温暖的爱时， 也会
从心里生发出爱， 也会自然而然地
去给予他人一份真挚的爱。 而在成
就爱的过程中， 孩子又会在体验中
学习如何去爱。 就像《皮埃尔摘月
亮》“把月亮摘下来当作礼物送给妈
妈”，这既是一个浪漫的梦想，也是
皮埃尔爱妈妈的独特方式。可是，月
亮太高了，任凭皮埃尔找来了爸爸、
表兄弟、邻居，还有远方的一大群好
心人们帮忙，可还是够不到月亮。伤
心的皮埃尔顺着家门口的小路向远
方走去，他不停地走啊不停地走，直
到有一天， 他发现自己竟然绕着地
球走了一圈，又回到了自己的家。最
终，在所有人的帮助下，长高了的皮
埃尔摘下了月亮———爱的历程也是
艰辛的， 有时是需要去努力克服困
难、战胜自我的，皮埃尔做到了，《小
女巫》中的托马也做到了。托马为了
给妈妈治病，战胜了艰难恐惧，想尽
了一切办法， 终于得到了小女巫的
药，治好了妈妈的病，小托马也在这
个过程中成长为一个勇敢的、 有担
当的小男子汉了。

有一次， 我在学校给家长讲如
何开展亲子阅读。我准备了一堆书，
请各年龄段的孩子挑出自己最喜欢
的3本书。 孩子们翻翻捡捡，两分钟
就选好了：3个一年级刚入学的小朋
友抱着几本绘本就走，《爱听故事的
大熊》、《爱心树》、《小小恋人》等；五
六年级的孩子兴冲冲地抱着沈石溪
的动物小说、曹文轩的《草房子》，还
有《不老泉》、《尼魔岛》……不用我
讲，家长就明白了：什么年纪读什么

书。阅读是有一定阶梯的，大自然设定
的人的身心成长自有其规律。 春天去
忙着结果，果实必然乏味。

就让我们静心倾听花开的声音
吧， 就让我们静心倾听孩子成长的声
音吧！ 千万不要自以为是，真的，就连
一两岁的孩子也会在众多的书中寻出
自己所爱。 如果孩子连自己选书的自
由都没有，总被规定该读什么，想想孩
子会爱上阅读吗？ 能够充分享受阅读
带来的愉悦， 才能培养出终生的阅读
者。 法国作家丹尼尔·贝纳在《阅读的
十个幸福》 中写道：“让我们回归文字
最单纯的面貌，不带任何评断的眼光，
找回第一次爱上阅读的满足与悸动！”
无论大人或小孩都应该享受的10个
阅读幸福与权利之一就是： 我们有权
决定读什么书！记得有一年放暑假前，
我给一群四年级的家长推荐《什么是
什么》，马上有家长告诉我，他们已经
买了，是孩子自己挑选的。孩子们读多
了，也就有了眼光和品位。

还记得伦敦奥运会开幕式吗？ 还
记得开幕式上展示的睡前阅读吗？ 哪
怕白天你已经和孩子读过很多书了，
夜晚，也得让孩子枕着书香入眠，就像
《爱是一捧浓浓的蜂蜜》里所写：“爱是
一个美妙的睡前故事， 把你带到遥远
的梦里。 ”那梦里有“最喜欢的人陪伴
着你，你紧紧依靠着他，握着他的手”，
多么温暖；“和最爱你的人一起看着窗
外，对月亮上的人把手招招”，多么浪
漫；“轻轻的一抱，甜甜的一吻”……

就这么读！等孩子洗漱好了，躺在
床上了，就拿起书来坐在孩子的床边，
用充满爱的声音为孩子读吧， 让孩子
在温暖的声音和无边的爱中， 甜甜地
进入梦乡……

有的书就不能只是读了， 还必须

得看、得讲。 就说《怪老头来了》吧，如
果我们让孩子去读图、读图文的协奏，
孩子就会抢着和你讲了， 因为他发现
了图中太多的有趣！瞧，那个可怕的怪
老头虽然看不见， 却总是威胁着小孩
子，好恐怖啊。其实让孩子恐怖的是妈
妈的威胁， 是那个爱孩子但不懂方法
的妈妈。 不过，因为爱，妈妈也是会检
讨和改变的， 妈妈在孩子害怕时抱着
孩子，说：“妈妈刚才对不起宝贝哦。 ”
于是，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孩子在浓浓
的爱意中感到“好奇怪呀，我现在一点
也不怕怪老头了”。有些书是可以和孩
子一起分角色表演的，比如《红狐狸和
小鸭子》、《小女巫》； 有些书是可以和
孩子一起讨论的，就像《小小恋人》；有
些书是可以读读说说，并动手做做的，
就像《爱的大礼》、《我爱你的方式》。

童年的阅读是需要陪伴、 引领和
交流的。爱孩子，就和他一起读书吧，当
你和孩子一起读《爱是一捧浓浓的蜂
蜜》时，当你们陶醉在《给你的祝愿》中
时，当你陪孩子度过一个《塞满故事的
幸福童年》时，那浓浓的亲情爱意会让
孩子回味一辈子。

有一位单亲家庭的爸爸， 因为时
常晚上加班，他就每天中午饭后，和儿
子一起读书。后来，孩子在作文中深情
地写到：“我和爸爸在一起度过的每个
中午，都是我生命中最珍贵的记忆。每
当我想爸爸，我就读他给我读过的书，
这时， 我就觉得爸爸又和我在一起
了。 ”当阅读和温暖、和爱连接在一起
时，才能走进孩子的心里，才能走进童
年那些难忘的记忆。

记住，爱是一个美妙的睡前故事。
（作者系爱阅公益基金会教育发

展委员会主席，2012年全国十大读书
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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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出来的
“秘密”

■刘佳

作为“勋迷 ”，也作为一个初
为人母的“孩儿妈”，我认真地读
了李子勋老师的新作 《早教的秘
密》，从中发现秘密若干。

“早教的本质不是灌输而是
唤醒！ ” 书中提出“孩子本身即
是自然”的理念，认为孩子自有其
生命规律， 成人应对新生命心生
敬畏和好奇，不是去理解，而是去
感受孩子，放弃我们已知的部分，
持真正好奇之心， 借由孩子的成
长，重新感受生命和自然。这比之
前我看到的自然教育理念更为深
刻，让我有醍醐灌顶的感觉：只有
把孩子当作自然本身， 才会抛开
比较和得失心， 接纳和唤醒属于
孩子自己的能力和特质。

“做父母最难的，不是主动去
教孩子什么， 而是能主动不教孩
子什么。” 女儿有不少认物的卡
片书，她翻得很快，恨不得第一页
看完就直接跳到尾页。 往往是爸
妈强行停在某页， 企图多多传递
信息：“太阳，太阳是金黄色的，阳
光照在身上暖洋洋……” 孩子很
是不耐烦，爸妈很是不依不饶。李
老师说：“3岁以下孩子的父母千
万要节制，不能喂食太多知识，孩
子的兴趣来得快，去得快，你还没
解释完， 他的思想已经跑到爪哇
国去了，你还要坚持说清楚，说了
还要让孩子重复，结果是大人、孩
子都很累。”克制住教的欲望真不
容易，但是现在知道了问题所在，
自然就会注意改正。

“我们的孩子属于20年后的
世界， 我们给不了他们我们没有
的。 ” 是呀，今天我们给孩子们
的都是基于我们以往生活的经验
所得，但这世界变化多快呀，20年
后的世界法则又岂是我们今天所
能预料。 我们能给孩子的只有尽
量保护他们的童真，让他们拥有尽
可能自由的心，不在生命之初就扼
杀了他们无垠之大的想象力。

不适当的给予反而是对其本
该拥有的剥夺，孩子各不相同，这
世界本就多元， 可我们非要用相
同的判断标准去衡量和改造孩
子 ， 我们在剥夺了孩子自我认
可、 自我欣赏的自信时， 也让很
多有特殊才能的孩子变得平庸和
压抑。

《早教的秘密》 李子勋著
中信出版社

《培养活力满满的孩子》
[日] 下山刚著 孟睿洽译 漓江出版社

本书围绕发现、 接纳、 尊重孩子的
天性而展开， 旨在建议父母重视对孩子
自信心、 自主性和能动性的培养， 提供
了关于如何保护好奇心和采取适当奖惩
方式等的具体方法。

《父母新知：培养孩子的独立能力》
王学明主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这是一本帮助家长树立素质教育全
新观念的书，作者认为：好成绩、上好大
学，不等于成功的人生。父母最重要的责
任，是把孩子培养成可以自食其力的人。
培养孩子的独立能力是家庭教育的开
始。 但作者同时指出， 仅有理念是不够
的，最重要的是父母要知道怎么做。

这本素质教育操作手册， 不仅为父
母解答疑惑， 还提供了培养孩子独立能
力的方法。

《格子的时光书》 陆梅著
接力出版社

冬之主题：

爱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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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是属于大自然的 》
包祥著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