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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著名作家杨志军之所
以发愿写一部儿童成长小说，是
因为 2016 年听说的一件真实小
事，一个孩子做了好事却受到了
学校与家长的斥责。这令他很
不安，在他看来，这个孩子很了
不起，人格健全，心里干净，可
是，成人世界正在用类似的自以
为绝对正确的教育方式，为孩子
们制造“陷阱”，磨损他们与生俱
来的天真烂漫，以及看待复杂世
界的纯净目光。这件事情触发
了他写一部儿童文学作品的欲
望和冲动，他觉得，“这个社会、
这个成人世界所带给儿童世界
的负能量实在太多，所以，想在
文学作品中‘提纯’这种属于儿
童的‘正能量’。”

《海底隧道》（天天出版社）就
是杨志军为之写下的第一部作
品。毫无疑问，他做到了，本书确
实充满了属于儿童的“正能量”：
单纯的心性、善良的心灵、真实的
关心、动人的关怀、无私的接纳、
爱心的接力⋯⋯在奉献与追求、
牺牲与隐忍、冲突与和解的背景
下，这一切得以编织于有关亲情、
师生情、家国情的大主题之中，鲜
明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作为一部儿童文学作品，本
书故事并不复杂，人物朴实，情
意厚重。主人公圆圆自小与远
在青海“挖矿”的父母分离，同爷
爷奶奶生活在黄岛，他始终对父
母的行为充满不解与怨愤，不愿
与父母亲同回青海，连喊他们一
声“爸爸”“妈妈”都不肯。奶奶
与爷爷相继去世后，班主任张老
师无微不至地照顾他，但一次意
外让张老师丢了工作，更阴差阳
错因为圆圆受了重伤。之后，爸

爸、妈妈从青海回到了青岛，随
之而来的一连串事件，使圆圆渐
渐发现了父母、姐姐、张老师努
力隐藏的秘密：神秘的工作、特
别的身世、伤痛的经历⋯⋯于
是，青岛与黄岛之间的轮渡承载
了故事中一次又一次悲欢离合，
海底隧道也就这样被盼望着，成
为生命与情感的通途。

《海底隧道》里的“海底隧
道”，最初是爷爷告诉圆圆的一
个传说，说黄岛森林山脚下，一
个乳白石头镶边的山洞通往海
底，沿着走能到达青岛，后来则
是特殊教育学校的智障生们拼
命想挖出来见到张老师的一条
通道，最后，是由政府立项并成
功建成通车，从此有了连接青岛
与黄岛“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
候走”的明亮的海底隧道。从传
说到现实，“海底隧道”意味着梦
想的可贵，孩子们的坚持与努
力，成了隧道建设的先声，就好像
那个工作人员无比诧异地惊呼，

“他们怎么知道这个地方是海底
隧道黄岛进出口的最佳位置？”也
许，并非孩子们有什么本领提前

“知道”，而是当一件事情、一样东
西符合孩子的预期，或者说，是孩
子们善良的天性所向，那本身就
是真的、就是美的——这就是他
们“与生俱来的天真烂漫”。

对于“海底隧道”，我更愿意
从另一方面来理解，这是一条连
接空间的隧道，更是一条连接时
间的隧道——所谓“时间”，正是
这一群孩子尤其是圆圆的成长
——这是一条通往成长的隧道。

在我看来，杨志军面向人物
的成长，所采取的最直接的磨砺
是“死亡”。实在难以想象，在一

部儿童文学作品里，从头到尾
会有这么多触目惊心的生离死
别，奶奶、爷爷、张老师、父亲、
京生叔叔、母亲、智障生二旺、
多多，甚至还有那条名叫“少
少”的小狗，为了主人横渡胶州
湾，在返程中沉入海底。死亡，
是时间的终结，而正是在这一
次又一次被终结的时间里，圆
圆开启了内心的成长：爷爷、奶
奶的亲情，给了他继续生活的
勇气；张老师从受伤到离世，让
圆圆有了更多的主见与担当；
父亲走了，圆圆“恍然觉得”自
己与那么大的国家、世界、重要
的“和平”有了联系；而当京生
叔叔、母亲、多多姐姐一一离
开，圆圆彻底弄懂了，这些人的
生活、这些人的品格、这些人的
情怀。

京生叔叔和妈妈有一个没
有来得及投入的实验，“时间和
空间永远都是互相抵消的一对
矛盾，时间每时每刻都在侵占
空间，而空间也在每时每刻反抗
时间”，这不就是“黑洞”吗？是
的，这是生命的“黑洞”。京生叔
叔告诉多多，“真正的人”要追求
生命的质量，正是面向“黑洞”，
尽力延展空间，战胜时间。圆圆
领悟到了，他在自己生命的海
底，穿过暗黑的隧道，一次次成
长，一点点蜕变，将时间与空间
连接在一起，把过去的自己和未
来的自己连接在一起。

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
说，“快乐并不是一个人的最佳
品质，一味地快乐，会使一个人
滑向轻浮与轻飘，失去应有的庄
严与深刻。”《海底隧道》里的“死
亡”印证了这句话，它们并不恐

怖，是肃穆且庄严，也没有让人
落入完全的绝望，而是伴着理想
与希望，大概，所有的“死亡”，都
可以是一种“新生”——他们都
去了妈妈的“宇宙空间站”。事
实上，仔细琢磨，书里的“宇宙空
间站”与“海底隧道”简直就是一
组平行空间，天上海里，高处低
处，在同样幽深的黑暗里，飞翔
与潜泳，是死与生的流转。妈妈
用“宇宙空间站”，完成她的一生
所爱，而圆圆在妈妈生命最后的
温暖里，“从今以后，什么也不怕
了”，走出了他的“海底隧道”，成
了“真正的人”。

说到“真正的人”，本书有个
小小的伏笔，就在杨志军的前言

里，“三个鸡蛋”的故事告诉所有
人，“只有心里装着别人，才算是
一个真正的人”。故事开始的时
候，圆圆恰恰是自私与怨怼的，
很不理解爸爸妈妈，随着故事的
发展，他见识到一个又一个“心
里装着别人”的人，最终也成了

“心里装着别人”的人——大学
毕业，他回到了金银滩，当了一
名想治疗所有疾病的医生，并
且，同样去给智障生上课，“俺
说，俺叫张老师”。童话般的圆
满，是杨志军对孩子人生的憧
憬，对孩子内心的鼓舞。

谈到这本书，杨志军说，“理
想主义能抵御一切，一个人在受
到灾难后，仍然保有理想，那这

个人就赢了。要为孩子们灌注
这种信念，让他们无论何时，都
可见这个世界的辽阔、丰盈和璀
璨。”

没错，圆圆赢了，他不但保有
理想，乃至实现理想，他穿过隧道
找到的，不是别人，仍是他自己，
不同的是，不再是那个冷漠、狭隘
的自己，而是“心里永远有别人”
的自己，这，就是成长的秘密——
当时间开始，空间同时出现，所有
的孩子就穿行在自己的“海底隧
道”里，但愿，在理想的感召下，在
故事的陪伴里，每个孩子都可以：
穿过“隧道”，找到你。

（作者系江苏省兴化市第二
实验小学教师）

穿过穿过““隧道隧道””，，找到你找到你
冷玉斌

我的女儿两岁时，妈妈给她读童话故
事，她盯着妈妈手中的那本书诧异地问：“这
里面都是字，故事在哪里呢？”现在，5岁的她
已经认得许多字，妈妈仍然给她读童话故
事，读完以后，她会自己捧着那本书仔细辨
认上面的字，把妈妈刚才读的故事找出来。
我在一旁看着她专心的样子，心中想，我小
时候一定也经历过类似的过程。一个人在
识字以后，就会用一种不同的眼光看书籍。
至少从小学高年级开始，我的眼中已经有了
一个书的世界，这个世界使我感到既好奇又
崇敬。每一本书，不管是否看得懂，都使我
神往，我相信其中一定藏着一些有趣的或重
要的东西，等待我去把它们找出来。

小学六年级时，我家搬到人民广场西
南角，离上海图书馆很近。馆里有露天阅
览室，许多人坐在那里看书。有一天，我鼓
起勇气也朝里走，却被挡驾了。按照规定，
身高必须在一米四五以上才有资格进这个
阅览室，而我还差得远呢。小学毕业，拿到
了考初中的准考证，听说凭这个证件就可
以进到馆内，我喜出望外。

在整个暑假里，我几乎天天坐在那个
露天阅览室里看书。记得我借的第一本书
是雨果的《悲惨世界》，管理员怀疑地望着
我，不相信一个 11 岁的孩子能读懂这本
书。我的确读不懂，翻了几页，乖乖地还掉
了。这一经历给我的打击是严重的，使得
我很久不敢再去碰外国文学名著。直到上
高中时，我仍觉得外国小说难读，记不住人
名，看不明白情节，对外国电影也是如此。
每个周末，上海中学礼堂里会放映两场电
影，一场免费，一场收一角钱门票。所放映
的多为国外影片，我实在太土，有时竟因为
看不懂而睡着了。

不过，我对书的爱好有增无减，并且很
早就有了买书的癖好。第一次买书是在刚
上小学时，我多么想拥有一本属于自己的
连环画，在积攒了一点儿零钱后，到一个小
摊上选了一本《纪昌学箭》。选这本书，是
因为我的零钱刚好够，而我又读过，被纪昌
苦练本领的毅力所感动。买到手后，我心
中喜悦了好些天。

初中三年级时，我家搬到了江宁路，从
家到学校乘电车有 5 站地，只花 4 分钱，走
路要用一小时。由于家境贫寒，父亲每天
只给我 4 分钱的单程车费，我连这钱也舍
不得花，总是徒步往返。读高中时，我住
校，每两周回家一次，父亲每月给我两元
钱，一元乘车，一元零用。这使我在买书时
仿佛有了财大气粗之感，为此总是无比愉
快地跋涉在十几公里的郊区公路上。那时
是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商店一片萧条，橱窗
里少得可怜的糖果点心标着吓人的价格。
我纳闷的是，怎么还会有人买，同样的钱可
以买多少书啊。

以后每当我回忆起上海中学的时候，
总是看见一个瘦小的学生坐在阅览室里看
书，墙上贴着高尔基的一句语录：“我扑在
书本上，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一样。”
这句话对于当时的我独具魔力，非常贴切
地表达了一个饥不择食的少年人的心情和
状态。

虽然我热爱读书，但是，在整个中学时
代，我并不知道应该读什么书。我没有遇见
一个能够点拨和指导我的人，始终在黑暗中
摸索。初中时，我一开始延续小学时代的阅
读，读了许多童话和民间故事。接着，我着
迷于苏联和中国的反特惊险小说，读了《隐
身人》《怪老人》一类的科幻小说，还读了几
本福尔摩斯探案，例如《巴斯克维尔的猎犬》

《血字的研究》《四签名》，一时幻想将来做一
个侦探。最后，因为学校图书馆管理员的推
荐，我读了《苦菜花》《林海雪原》《青春之歌》
等几乎全部在当时走红的中国当代长篇小
说。我也读《毛选》，因为那是我从小就在父
亲的柜子里熟悉的一套书，早就似懂非懂地
读了起来。我还写读书笔记，包括摘要和体
会。初二时，上海市共青团在中学生中举办

“红旗奖章读书运动”，我把一本读书笔记交
给班主任，全班没有人像我这样认真地读
书，所以我自然得了奖。

进入高中后，我读书很多很杂，但仍然
没有读到真正重要的书，读的基本上是一
些文史哲方面的小册子，它们在不久后就
遭到了我的鄙夷。唯一的例外是北京大学
编写的一套中国文学史，它使我对中国古
典文学名著有了大致的了解，并且开始读
唐诗宋词以及《儒林外史》《孽海花》等小
说。出于对神秘宇宙的好奇，我也读了一
些天文学的小册子。

有一阵，我想提高写作能力，便用心摘
录各种小说和散文中的漂亮句子。为了增
加词汇量，我竟然还认真地读起了词典，边
读边把我觉得用得上的词条抄在笔记簿
上。不过我终于发现，其实这些做法对于
写作不但无益，反而有害。幸亏我这样做
的时间不长，否则，我可能会成为一个铺陈
辞藻的平庸作家。

我在中学时代的读书收获肯定不在于
某一本书对于我的具体影响，而在于养成
了读书的习惯。从那时开始，我已经把功
课看得很次要，而把更多的时间用来读课
外书。

摘自“我的小时候”系列之《不是老师
的宠儿》（经典美图版），周国平著，浙江少
年儿童出版社

“扑在书本上”
周国平

读家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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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田守望

《聪明的妈妈像傻瓜》（袁
梅 著 接力出版社）记录了影
视制作人袁梅与儿子王尔清共
同成长的故事，她在书中总结
了让孩子独立成长的81种教养
智慧。王尔清6岁学习钢琴、小
提琴等乐器，7 岁自学作曲，曾
举办个人专场交响音乐会，目
前就读于美国新英格兰音乐学
院。以下文章摘编自她写给 18
岁儿子的信。

——编者
亲爱的儿子：

9 月 29 日，你的 18 周岁生
日，正常情况下应该是有一个成
人礼的吧，但是此刻，你在波士
顿，老梅在北京，于是老梅决定
给你写封信，而你决定去看一场
音乐会，我们彼此告诉对方——
王尔清先生今天“成人了”！

虽然是个普通的日子，但
王尔清先生 18 岁这个日子对老
梅 来 说 ，还 是 有 点 别 的 意 义

的。作为一个监护人的使命已
经完成，从今天起，你出国办签
证不需要老梅跟随或是去办一
个“公证”，你可以独立办自己
的信用卡，可以独立买房，可以
考驾照⋯⋯总之，你可以独自
上路了！

独自上路时，老梅还是要
把之前所有的叮嘱和挂念再唠
叨一遍，以后就会闭嘴了。今
后的路都得自己独自走了，老
梅最后说一次“行路规则”。

第一，善意和诚实。
在这 18 年的人生里，你算

得上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
了，你带着深深的祝福抵达人
世，享尽雨露恩惠。这个世界
给足够优秀的你以最好的教
育，未来的你也必须给这个世
界最好的表现。在老梅看来，
这个世界如此善待你，那么你
必须以加倍的善意回报这个世
界，任何时候都保持你对这个

世界的善意。
诚实地面对世界，面对自

己。不管未来你取得怎样的成
就，“一个诚实的人”会是老梅
心中最高的评价，诚实会给你
带来一个纯净的世界。

第二，安全与健康。
这是我们快乐生活的前提

和源泉。安全是基于常识的安
全，没有贪欲，远离喧哗，足以
保证你日常的宁静和平安。

远离繁复的金钱交易，保
持你的低调舒适的生活；不钻
营，不投机，不恃才傲物，自觉
远离那些“负能量的人”，也不
要去尝试那些已经被公认有害
的行为，比如吸毒、酗酒，这些
都是不归路。人生中美好的体
验多的是，你脆弱的小身板没
有必要去以身试法。

安全更多来自你自身的心
态，只要沉迷在音乐和阅读中，
你就是安全的、平静的，不“作”

不死，相信在学习和创作中的
你总是快乐而安全的。

第三，责任和底线。
艺术无疆界，但行为有底

线，这个底线就是良心和良
知，是人类普遍的价值观，人
生而自由平等，每个人都有追
求幸福的权利。多年来，你养
成了独立思考的习惯和能力，
希望你终生坚持。

你生来承受了太多的关爱
和恩泽，自然也得承担起自己
的责任。任何时候，都要为自
己的选择负责，不管是艺术还
是情感，不管是社会责任还是
未来的家庭责任，做一个有责
任感的人，一个有担当的人。

第四，梦想和实践。
老梅知道你从小最不缺的

就是梦想，而且你比一般的孩
子更早就开始了自己的梦想之
旅。这么多年，一个个小梦想
的实现给了你足够的自信和鼓

励，希望在未来的道路上总有
梦想伴你同行，也希望任何时
候你的梦想都不要被物质或是
功利绑架。

18 岁了，看到一个独立成
长的生命欣欣向荣，作为母亲
的老梅也是欢愉的。说实话，
所谓的“母爱”有时也是很低贱
的，只需要孩子的一个回眸，整
个世界便立刻阳光普照。

感谢儿子，你让老梅此生
以你为荣。王尔清先生，祝你
18岁生日快乐！

老梅

独自上路
——一位母亲写给18岁儿子的信

《跑吧，狐狸小南》
[美]凯西·阿贝特 [美]艾莉

森·麦基 著 郎建国 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
这是美国作家、《木屋下的守

护者》作者凯西·阿贝特与《有一
天》作者艾莉森·麦基联袂创作的
一本长篇儿童小说，以一种美如
史诗和神话的方式，讲述了一个
炙热而优美的童话，展现了一个
孩子成长的艰难时刻。

朱尔斯的 11 岁过得有点艰
难：她越来越不记得有关妈妈的
事；比起她，爸爸可能更喜欢姐
姐西尔维；周围的朋友都有热切
的愿望，她却没有。不止如此，一
个下雪天的清晨，姐姐跑进森林
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一只小狐
狸的出现让事情有了转机⋯⋯

《谁的牙？》
[美]萨拉·莱文 文
[ 美]T.S. 斯 普 凯 图 斯 图
滑胜亮 译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牙齿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重

要，可你了解它们吗？为什么牙
齿的形状不一样？为什么牙齿分
为门牙、虎牙和磨牙？打开这本
书，来玩角色扮演、做猜谜游戏
吧！在这场游戏中，海狸、松
鼠、兔子、大象、海豹、猫、
熊、马等哺乳动物纷纷登场，甚
至大鲨鱼、青蛙也来凑热闹。在
互动中你会知道：噢，原来长什
么样的牙齿和吃什么食物有关系
啊！读完这本书，说不定你会成
为动物牙齿专家呢！该书获美国
书评界的一致称赞“好玩、搞笑
的科普图画书”“牙医诊所和图
书馆必备读物”。

选自选自《《海底隧道海底隧道》》

伟大的诗人屈原除了为后
人创造了吃粽子和小长假这两
桩美事，其创作的《楚辞》更是
一笔丰厚的精神遗产。《天问》
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以近两百
个连续的问句，质询了“天地万
象之理，存亡兴废之端，贤凶善
恶之报，神奇鬼怪之说”。其文
字之瑰丽、想象之奇特、思想之
深刻，前无古人，后难有来者。
阅读这部《以后会怎样？》([法]劳
伦特·莫罗 文/图 新世纪出
版社)，不禁会联想到这部奇瑰
的长篇诗歌——也许是儿童与
先民的思维同构性，这两部作
品在结构和气质上有着某种微
妙的相似。

如 同 《天 问》 中 仰 观 天
象、俯察人事，将所见所得一
一排列，《以后会怎样？》 也细
腻地描写了儿童在成长过程中
的种种发现：季节的流转、植
物的生长、气候的变化、身体
的感觉、时间和空间、情绪的

波动、人际关系的变动⋯⋯正
是从这些日常经验中，儿童逐
渐积累了对世界的认知，并形
成初步的因果观念：春之后夏秋
冬接踵排序而来；播种之后必然
会开花结果；时间流逝，这一秒
和下一秒完全不同；分别也会重
逢⋯⋯从幼年后期开始，儿童
依据生活现象，逐渐归纳出确
定的法则，并从中体会到事物
发展的因果，这是儿童最初的
逻辑判断，也是从日常经验的
泥土中盛开出的理性幼蕾。

作品以四个季节将这些发
现划分为四章，以诗意的短句，
通篇扣住“以后”和“怎样”，描
述了儿童在成长过程中从感
觉、认知到理性思考，从个体感
受、亲子关系、群体关系到外部
世界的认知进阶，这涟漪般的
人生扩展最终进入到更为深邃
的哲学思考，发出儿童在成长
中的“天问”：以后会怎样？

我 们 每 个 人 都 曾 怀 忧 含

戚，行吟于人生的泽畔。在儿
童成长的过程中同样也会伴随
种种疑惑，和既有的心理图式
发生着冲突；个体既有可能顺
利地将新因素纳入已有的心理
图式之中，以加强和丰富主体

（同化），但也有可能必须改变
自己以适应新环境的客观变化

（顺应）。个体就是不断地通过
同化与顺应两种方式，来达到
自身与客观环境的平衡。

在这不断平衡的过程中，
孩子会震惊地发现越来越多的
无法预知的“以后”：那些难以
处理的茫然无措的情绪，无法
到达的地平线，被假象掩盖的
泪水，无法抗拒的死亡和无法
预测的明天。在这不确定、不
可知中，孩子感到了惶惑、怀疑
甚至痛苦，但伟大的成长也因
此开启了飞跃：主体被迫接受
世界的“测不准”，被迫重新调
整对世界、他者以及与自我关
系的看法，开始了痛苦而艰难

的思考。
“痛苦像一把犁，它一面犁

破了你的心，一面掘开了生命
的新起源。”（罗曼·罗兰）人生
的“测不准”，既让孩子第一次
惶恐地发现这世界的莫测和不
合（自我）逻辑，也提供了发展
的机遇。《天问》没有答案，成长
的“天问”也无须答案。成人也
许可以展示已有的经验予以儿
童启迪，但永远不可能在答案
的专属性上越俎代庖。那意味
着所有的路都要自己走，所有
的泪都要自己流，所有的答案

都要自己去探索。
正如封底所问：“一粒小种

子，长大以后会怎样？”我们唯
一确定的是它会长大，但以何
种形式长大，长成什么样的植
株，都是无法确定的。“我的开
始包含着我的结束。”（乔治·艾
略特）每一个明天都萌发于昨
天，生成于今天，每一个答案也
包含在今天的“天问”中，所以
要确定“以后会怎样”，请从“现
在”开始自己寻找答案吧。

（作者系苏州幼儿师范高
等专科学校教师）

成长的“天问”
周明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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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自

《《以后会怎样以后会怎样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