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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男孩：
很高兴有这样的机缘，用写

信笔谈的方式，与正在经历着成
长、欢度着童年时代的男孩安迪
——同时也是与像安迪一样正
处在成长期的“你们”，谈论一些
属于男孩的话题。

美好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
每一个人最宝贵的“欢欣岁月”，
是属于每个人的“黄金时代”。
我心存一个小小的希望：我写给
你们的这一束书信，能像一位老
朋友的关注和惦念一样，给你们
送去一些提醒、帮助和温暖。

张 爱 玲 的 小 说 里 有 一 句
话：“你还年轻吗？不要紧，很
快就会老了。”这说明，时光的
脚步总是匆匆的，每个人的童
年和少年只有一次，而且无一
例外都是那么匆促和短暂。与
其说这一束书信是写给未来的
你们的，不如说是写给此时此
刻的你们的。

不过，正如俄国作家高尔基
在散文诗《早晨》里写的那样：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当新的白
昼来到的时候，我向每一个孩子
问候早安，祝愿你们的一生中，
能有很多美好的日子⋯⋯”可
是，我也担心自己会不会写得有
点枯燥无味呢！——这也是毫
无办法的事，无论是谁，等到他
活到了四五十岁的年纪，多少都
会变得有点枯燥无味的。

即使我的这些书信真的写
得有点枯燥无味，站在你们面
前，我也已经明显地感觉到自己
已经苍老得有点自卑了，可是，
我仍然要像高尔基在他的散文
诗里写的那样，用乐观、积极的
心态看待自己的生命和追求：

“一切美好的事物——终归是美
好的，哪怕面临凋零的时光；我
们所热爱的东西——我们要永
远地去热爱，即使我们已经年老
和濒临死亡⋯⋯”

三十多年前，我和你们一样
年轻，意气风发，在一位同学的
纪念册上写过一首短诗《少年
行》，今天看来，那首诗所要表达
的，是一种敢于去迎接任何风雨
雷电，能够在生活中勇往直前的

“男孩精神”。
世界上有许多值得男孩们

崇拜的“硬汉”偶像，如爱国诗人
屈原、民族英雄岳飞、音乐家贝
多芬、作家海明威、科学家居里、
血胆将军巴顿、电影明星高仓健
等等。屈原的宁折不弯，岳飞的
精忠报国，贝多芬挑战命运的胆
量，海明威的永不言败，居里对
待理想的锲而不舍，巴顿的勇往
直前，高仓健的孤独、隐忍和刚
强⋯⋯我认为这些都是值得今
天的男孩们追慕和崇拜的“男性
魅力”。

是的，不在风雨雷电中飞翔
的雄鹰，怎么能唱出真正的雄鹰
之歌？习惯在围着栅栏的草地
上散步、撒欢的马儿，怎么能够
领略到大草原的壮美与辽阔？
真正的雄鹰，真正的男子汉，就
应该穿过暴风雨去飞翔得更高、
更远，哪怕去接近星辰和太阳！
只有这样，你们的翅膀才能比暴
风雨更雄健，你们的世界才能像
天空一样宽广，你们的信念才能
比喷薄的黎明更辉煌！

所谓“男孩精神”，在我的心
目中，就应该是铁马冰河、精忠
报国；是吞吐大荒、横绝太空；是

“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

十州”；是“黄沙百战穿金甲，不
破楼兰终不还”；是“醉里挑灯看
剑，梦回吹角连营”；是“十年磨
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
谁有不平事”；是“亦余心之所善
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是“僵卧
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
是“我本人间大英雄，生如沧海
死如虹”；是“男儿立志出乡关，
学不成名誓不还”；是“自信人生
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是

“两脚踢翻尘世路，一肩担尽古
今愁”⋯⋯

《致未来的你——给男孩的
十五封信》一书中反复诉说的，
其实正是这样一种志存高远的

“男孩精神”：母语之爱，家国
情怀，英雄梦想，对父母亲的
感恩之心，对异性的第一次暗
暗恋慕，还有“一肩担尽古今
愁”的担当精神，“一诺千金”
的诺言信守和自我个性与周围
环境的磨合⋯⋯我想，所有这些
男孩子应该具有的美德与素质，

都包含在我心目中的“男孩精
神”之中。

那么，亲爱的男孩们——你
们正在经历着各自的成长，正在
欢度着幸福和骄傲的美好时代，
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成为祖国好
儿男——请接受我这一束带着
情感和温度的文字。

未来应该是美好的，青春永
远是无敌的。梁启超《少年中国
说》中的一段话，道出了一个亘古
不变的真理：“故今日之责任，不
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
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
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
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
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
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我深深地祝福你们，并且怀
着真诚和喜悦的心，期待着你
们，信任着你们。愿你们每一个
人在生活和学习中都能够积极
进取、快乐地向前！

作家 徐鲁

我心目中的“男孩精神”

“我是个男孩子，可我的名
字叫丫头。真是烦透了，为
此，我不知道跟家里人闹过多
少次别扭。有什么办法呢？名
字一旦叫开了，就像泼出去的
水，怎么能收得回来呢？”这是
写在小说 《我的名字叫丫头》
封底上的话，也是小说开篇的
第一段，作家刘玉栋独运的匠
心可见一斑。该书用平实朴质
却不乏深情的文字，为我们勾
勒出亲切的故乡和飞逝的岁
月，全然以一个男孩的视角，讲
述了他在成为“男人”前发生的
那些事儿。读着读着，我们才
渐渐明白，长辈们之所以叫

“我”“丫头”，是因为他们害怕
偏爱男孩的阎王爷把“我”叫
去，便用心良苦地为“我”起
了个女孩的名字。那么，这个
名字有点特别的男孩，果真有
着与众不同的故事吗？

小 说 最 令 人 印 象 深 刻 之
处，莫过于作家对丫头童年心
理与生命体验的精准把握，字
里行间流露的绝非仅是童年的
感观，而是一种难能可贵的童
年感觉。当同村的庆祝叔请他
奶奶去接生时，丫头心里只顾
嘲笑他的结巴和笨拙，却对他
担心第四个孩子仍是女孩的心
事浑然不觉，如此简单率真的
思维方式无疑是属于孩子的；
丫头小小年纪，却犯了一种怪
病，心里十分害怕，但他更真
实的内心却是“比起害怕犯
病，我更害怕喝奶奶给我熬的
药汤子”，以至于当奶奶把头扭
过去时，便迅速把碗伸到板凳
底下，洒去多半碗，又迅速地
把碗捧在手里，搭在嘴唇上，
于是一个似乎有点儿“不识好
歹”的调皮形象瞬间跃然纸
上；马兰姑姑就要出嫁了，丫
头因要替她押车而心怀强烈的
期待、不安与兴奋，直至失
眠，却因此在押车现场困得睡
着而让所有愿望落了空，即使
最后“该有的都有”，但那种事
到临头“掉链子”的失落与沮
丧，却无比真实地存在于童年
的间隙，流露着一个孩子纯真
透明的内心⋯⋯方卫平先生曾
说：“童年构成了一切儿童文学
的逻辑起点与美学内核。”的
确，作家刘玉栋正是用自己的
笔尖勾勒着这样一个童年：细
腻而敏感，同时传递着儿童特
有的立场、视角、思维与价值
取向，于是，我们看到的便不
只是简单的故事，而且还看到
了童年语境下那个真实可感的
男孩。

而 映 衬 着 这 个 男 孩 形 象
的，是他身后一派“热气腾
腾”的乡村生活景观。字里行
间渗透的对乡土风情的描摹与
日常生活的絮语，着实令人动

容。从北风夹杂的零星雪花，
到院子里的乱草和木屑，北方
萧瑟的天气与景致宛在眼前，
同时也不乏日常生活的细节；
从橘子皮般贴在窗户的阳光，
到屋顶上刺眼的雪白，注入

“我”主观感受的风景更显特
别，而纯净色彩带来的强烈对比
则令人震撼；从撒了一枕头的奶
奶的灰发，到她像一个晒干的大
窝头的脸庞，亲人间相处的气息
被细腻形象地传递出来⋯⋯诸
如此类的表达，现实生活的细
节得以生动而妥帖地呈现，散
发着浓浓的乡土气息，我们仿
佛还能嗅到那弥漫着烟草香味
的空气,触摸到那潮湿润泽的土
坎儿⋯⋯于是，如此散发着人
情味儿的“自然之气”，不仅有温
度，而且有力量。

除了对丫头童年心理与生
命体验的精准把握和对乡土生
活的生动描摹，作者对童年美学
也有自己独特而丰富的思考。
在《我的名字叫丫头》中，我们看
到的并非全然是田园牧歌般甜
美的乡村生活，其中也不乏生命
成长中残酷和疼痛的片刻。“我”
自小体弱多病，承受着这个年龄
本不该有的身心压力，也曾亲眼
目睹心爱的“四眼”狗惨遭杀
害的事实，甚至看到跛脚的父
亲“变成黑鲤鱼”，永远消失在
泥泞的小河⋯⋯凡此种种，皆
为童年的阴影和苦难。而在作
家的叙述中，我们看到的绝不仅
是贫穷与变故，还有那股生命顽
强向上的韧劲与坚持。正如在
小说尾声，丫头仍然长成了我们
期待中健康而有担当的模样。
原来，最好的童年，即使有着无
法逃避的贫穷与苦难，生命的
温暖与成长仍然能透过这些，
直抵心房，成为更深刻的主题。

生活宛如一条静静的河流，
表面总是平淡，波澜不惊，实则
涌动着丰富的内蕴和令人动容
的情感体验。而那些发生在丫
头成长路途中的残酷与阵痛，那
些旁人看来生命中无法承受之
重，却能在那流动的过程中被慢
慢“消化”，也许，这便是从乡土
中国生长出的童年生命与生俱
来的自愈能力。而“丫头”这个
名字，大概也是命运赐予的充满
魔力的“反语”吧——男孩用女
孩名，儿时柔弱长大后却一肩
挑起家庭的重担，本遭反感、
抵触的名字终于慢慢被理解、
被释怀⋯⋯或许，正是这个小小
的魔咒，助推着丫头个体生命的
成长，帮他寻求到自我认同的所
在，正如在小说的结尾，他自己
也感慨道：“是啊，丫头有什么
不好。”

（作者系浙江省金华市浙江
师范大学儿童文化研究院研究
生）

“我是男孩，
可我的名字叫丫头”

黄晨屿

延伸阅读

沐阳是个纯真、有爱心的男
孩子，他给金波爷爷祝寿送的那
幅画和为星河叔叔贺新婚画的
涂鸦充满想象力。他的小脑袋
瓜里装的还有世界难题“黎曼猜
想”，那是个很难很难的数学难
题啊——他沉浸在数学中——
沐阳对这些数学上的猜想和难
题极度痴迷。小数学迷对他的
妈妈——儿童文学作家萧萍来
说，同样也是一个极度难解的谜
题。对数学难题头疼的妈妈，怎
么才能保护和引导沐阳独特的
数学兴趣呢？这样的经历被沐
阳妈妈萧萍用独特的手法，写成
了跟踪式的儿童文学作品《沐阳
上学记》。

当下教育体制下的孩子和
家长，面对不断变化的外部环
境，亲子之间的日常状态呈现出
一种紧张、焦虑的亚健康状态，
家庭教育中对孩子成长的关注
点也时常发生错位。欣喜的是

《沐阳上学记》为我们打开了一
扇窗，其中“老妈日记”更是击中
了家长们的内心。萧萍说：“‘老
妈日记’是以母亲和成人的角度
感受、跟随童年，并沉淀出自己
对于童年观和教育观的感悟和
心得，是某个与孩子成长相关主
题的自然延伸性探讨。”

她是一个“聆听者”，与沐阳
谈论校园生活是她作为母亲最
开心的事情：“这似乎并不仅仅
唤醒了我自己的成长回忆，更是
唤醒了我对待眼前生活的幽默
感和敏感度。”当妈妈仔细听完
沐阳与女生的“作战计划”后，这
位充满童心和智慧的母亲一方
面为自己的男孩终于觉醒了，有
了那种“反抗”意识而高兴——
因为现在的男孩缺少“野性”，在
女孩面前逐渐式微；另一方面，
沐阳妈妈想的是该如何让一个
十岁的男孩知道，学会用合适的
方式和异性沟通并获得尊重，这
可 是 孩 子 成 长 中 很 重 要 的 问
题！——先从如何与强势的女
孩相处开始吧。作家老妈不仅
鼓励了沐阳，更为他完善了计

划，给出了建议，在一种愉快的
关系中维护和帮助他，磨砺出男
孩的反抗精神。这样的态度和
处理方法令人叫绝，不得不让人
赞叹萧萍高妙的沟通技巧和新
颖的教育理念。

在“老妈日记”当中，这
样理念新颖、难能可贵的教育
方式俯拾即是：作家老妈注重
沐阳在睡前的那一小点时光，
在一种柔软的、特殊的放松状
态中，她可以轻松地在简短的
交流中加入哲学观讨论，比如
母子两人谈到“永恒与瞬间”，深
刻又不失童趣的话语之间，为沐
阳留出幻想的思考空间——“我
需要的是他开始懵懂地触摸到
生命的某种终极追问。”那个与
沐阳静静分享的夏日午后，便
是 母 子 之 间 最 宝 贵 的 永 恒 瞬
间。这样的细节令人感动又难
忘，交流和关怀，不留任何价
值灌输的痕迹。

萧萍坦然面对沐阳成长道
路上自己的每一点挫折和失误，
加以分析，做好反思。无论是基
本的相互信任问题，还是更为微
妙的情绪沟通，都拿出来仔细分
享，没有一丝躲闪回避。这部四
卷本儿童文学作品，不急不缓，
徐徐记录下沐阳从小学到小升
初的成长历程，里面包含着一个
又一个前后关联、相辅相成的教

育案例。
萧萍更是提倡做一个“非吼

叫妈妈”。妈妈的情绪管理是孩
子成长的定海神针，亲子之间一
幕幕温馨画面常常定格在我面
前。妈妈发现沐阳把书包落在
会议室了，一般家长的做法肯定
是陪孩子去会议室找书包，甚至

家长直接为孩子去找，多数还少
不了把孩子好好数落一番。作
家老妈没有批评沐阳，而是很平
静地对沐阳说：“你自己去找回
来吧。”沐阳去找了一通没找着，
妈妈依然很平静地说：“等会儿
再去问问服务员。”整个过程自
然又平静，没有一声责怪，没有
一句埋怨；妈妈始终平静地引导
着孩子的行为，也没有包办代
替、大喊大叫。书包找回来了，
母子俩相视会心一笑，仿佛什么
事也没有发生过。

读懂孩子——耐心观察孩
子言行举止，与孩子一起体验，
交流注入情感，不断做好自我反
省，这是个修行的过程，也是一
个等待花开的过程。我相信，当
父母和孩子一起阅读《沐阳上学
记》，交流彼此感受时，一定能在

“沐阳讲述”和“老妈日记”中找
到自己生活的影子，体会共同成
长的美好，发出“生子当如沐阳”
的会心微笑。

（作者系儿童文学作家）

“老妈日记”中的教育智慧
张婴音

亲子阅读

作家亲笔信
编者按

当今社会，男孩的成长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他们身上刚性的成
分在逐渐弱化，缺少了勇敢、坚韧、刚强等性格特质，对此，很多专家甚至
呼吁“救救男孩”。

为了让教育者更了解今天的男孩，帮助孩子们重新找回阳刚气质和
男子汉气魄，本版从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全民阅读活动组织协调办公
室推荐的2016年度“大众喜爱的50种图书”中，遴选了一些关于男孩的
童书。从这些动人的故事中，读者能够看到不一样的成长经历，更能感
到所谓最好的童年，就是即使有着无法逃避的残酷与苦难，而生命的温
暖与成长的感动仍然能够透过这些，直抵心房。

我的故事

《我的名字叫丫头》
刘玉栋 著
山东教育出版社

“沐阳上学记”丛书
萧萍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致未来的你
——给男孩的十五封信》
徐鲁 著
青岛出版社

向亲爱的小孩致敬 向成长中的烦恼致敬

《我很高兴认识你》
郁雨君 著 明天出版社
男孩早安是个超闷小宅男，无

缘无故会害羞不安，和周围人几乎
零交流。后来，他在小金上校的引
导下，慢慢地敞开了封闭的内心世
界，最后成了校园里最闪耀的太
阳，同学们都发自内心地对他说：

“我很高兴认识你。”

《不要和青蛙跳绳》
彭懿 著 九儿 绘
接力出版社
这是一本张扬孩子想象世界的

图画书，它通过描述孩子生动而丰
富的想象世界，为我们展示了想象
的力量是如何帮助孩子调节内心情
绪，克服成长中遇到的各种内心困
境的。

《面包男孩》
李姗姗 著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一个会魔法、调皮捣蛋的面包

小精灵，一个脾气急躁、缺乏耐心
的罗德叔，在经历了一番奇遇后踏
上了他们的父子之旅。该书是一部
原创幻想文学作品，在平常的生活
中加入魔法，让孩子们能从书中遇
见充满好奇心和想象力的自己。

《“小熊包子”系列：奇怪的礼物》
宇志飞翔 著 少年儿童出版社

该书从熊豆豆收到一位奇怪的
陌生人送来的一个神秘包裹展开叙
事，包裹里有一个散发着“高兴的
味道”的可爱小熊。熊豆豆给这只
可 爱 的 布 熊 起 名 叫 作 “ 小 熊 包
子”，由此，熊豆豆的生活也开始
变得惊心动魄了许多，与小熊包子
展开了一系列的神奇冒险。

插图选自“沐阳上学记”丛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