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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推荐

初识常新港先生，是在小说《独
船》里，至今难忘它独特的氛围与美
感。后来，在另一处读到他一句特意
的表达：“有一点我要说出来，每当独
自一人写作时，话特多。因为在那个
沉静的时刻，我很自由。自由真的是
美好啊！”这让我想起来自己的写作，
在沉静的时刻是自由的，更重要的是
我觉得，一个对“自由”如此珍视、如此
推崇的儿童文学作家，才真正可能做
到像讲述的那样走进孩子的内心。这
句话恰恰袒露了常先生的内心，也隐
约告诉读者，他为儿童写作的密码就
是“自由”。

已经很久没读常先生的作品了，
直到最近，遇见他略有奇幻的成长小
说新作《尼克代表我》（天天出版社），
读完之后，我知道我是对的，的的确
确，常先生循着自由的路径，走进了孩
子的内心。要说“自由”，其实在故事
里，比比皆是“不自由”。本书简介是
这样的：吴小小是一名普通的小学生，
迷迷糊糊总被妈妈揍，可他心里有个
梦想——找到会说话的小狗尼克。在
寻找尼克的过程中，小小逐渐察觉到
它背后的故事，然而父母的不理解和
老师深藏的秘密阻碍着他靠近真相。
小小的梦想和大大的现实交织碰撞，
小小能不能守住自己的坚持呢？尼克
来了，可是它为什么非要离去？这一
切，是小小不曾面对的成长考验⋯⋯

在《尼克代表我》里，常新港正是
做到直面现实，不无夸张地书写孩子
们的不自由，这鲜明地体现在精神与
身体两方面。精神上，孩子们受到家
长无微不至的“关照”，这种“关照”有
时显得那么愚蠢和滑稽，比如小小看
到电视节目里的小企鹅孤零零寻找家
人，情不自禁流下眼泪，妈妈看到后不
是关心下孩子的内心，而是说不要再
看了，因为没有好心情没法做作业。
爸爸倒是关心，但他的关心是“重新打

开电视，开始认真地看起来，想知道企
鹅和我之间的事情”。另一方面是身
体的不自由。比如家长的看管与约
束，孩子们“总像是家庭中的犯人，上
小学时，妈妈是‘监狱长’；到了中学，
妈妈有点儿管不了男孩子了，爸爸就
成为监狱长”，全书的转折是吴小小与
尼克的“九点之约”，这一个爆发冲突
的情节回应了故事开始时吴小小的恐
慌，他们家孕育的那个“怪胎”终于跳
出来，后果就是吴小小的耳朵选择性失
聪了——失聪，同样是身体的一种不自
由，不能自由使用自己的耳朵。之后，
尼克终于与他相遇，与吴小小不断交
流，加上爸爸妈妈态度转变，吴小小内
心获得平衡，获得尊严，获得“自由”。

尼克，是一条狗，尼克，就是成长
中无数孩子内心真正的自我吧？故事
的最后，吴小小用他的演讲向我们透
露了这个秘密，“它叫尼克，它的所有
行为都可以代表我！”在获得一种真正
的爱之前，孩子们永远和尼克一样，只
是“会说话的流浪狗”。常新港的这个
命题，大胆、直白、深刻、敏锐，其间所
蕴藏的对孩子们的理解和尊重，让《尼
克代表我》成了一本书写“不自由”的

“自由”书，推动故事的就是孩子内心
对自由的渴望，其真实、率性令人赞
叹。

不知道常新港对这部作品做过多
少功课，至少有两点，确实反映了他
对少年心理的洞彻和把握。一是孩子
们对尼克这只狗的向往和寻找。日本
思想家鹤见俊辅与小学生座谈，小学
生告诉他平常最开心的事情是和动物
在一起，他于是得出一个结论：“与
其希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再糟糕，
亲近动物、植物及风景似乎是一个更
值得依靠的方法。”对尼克的追寻，
正是男孩们鼓起勇气寻找自我，是内
心成长的确认，他们试着去想方设
法承受压力、信守诺言、履行约定。

本来，这段成长可以有大人的陪伴与
帮助，可由于大人的自私和无视，他
们只能独自上路，默默承担起更多看
不见的痛苦，所以，他们才会在动物
身上将更多的热情倾注——再想一
想，如果不是动物而是别的什么，比
如故事里的田哥，这才是真正让人忧
虑也恐惧的吧。

第二点更清楚，就是吴小小患上
“选择性失聪”。对于这些古怪的成长
期疾病，日本心理学家河合隼雄先生
有透彻观察，用他的话讲，最大的意义
就是“使外在的活动停止，让我们注意
到内在世界的存在，促进内心的成
熟”，这是“必要的闭门不出”，从广义
上说也许是一种“非常健康”的反应。
毫无疑问，《尼克代表我》的故事在这
里开始转折，大人尝试理解，孩子渐渐
复苏，慢慢接纳大人，接纳自己，心里
的那块冰也终于融化了，恢复了对爸
爸妈妈的听力。常新港让一只流浪狗
变成了一个男孩成长的导师，让读者
在小说中感同身受，看见孩子的内心
和成长。是的，“看见”，文学的意义与
价值正是在这里，让看不见的被看见，
让被忽视的显形，让成长清晰地出
现。故事里从大人到小孩，包括陆老
师，都获得成长。

某种意义上，真正的成长并不必
然指向一种进步与成功，它正是对童
年的回望，一种天真的复归，还能够记
得自己也曾经是个孩子，从而对人生
更多柔软和勇气，就像陆老师后来悄
悄告诉小小，是她把“爱豆”丢了，“我
觉得陆老师在那一刻变得真实，变得
需要我这样一个男生来保护她”。成
长，就是能够接受自己与他人的有限
性，大人对小孩如此，小孩对大人亦如
此。故事最后，尼克离开吴小小去了
另一个城市，它得到消息，有个女孩需
要它的帮助，或许，这是作家为故事留
下“光明的尾巴”，不过，如果像吴小小

爸爸以前那样，倒推着想一想，真的难
以计数，这个世界上，需要尼克帮助的
孩子到底会有多少，或者说，正被大人
忽视、被大人伤害的孩子到底会有多
少！

通向成长的道路绝非坦途，大人
必须呵护孩子内心的宇宙，河合隼雄
先生在书里写道：“孩子们存在于这个
宇宙之中，这一点大家都知道。但是，
是不是每个人都知道，在每个孩子的
内心，都存在一个宇宙呢？它以无限
的广度和深度而存在着。大人们往往
被孩子小小的外形所蒙蔽，忘却了这
一广阔的宇宙。大人们急于让小小的
孩子长大，以至于歪曲了孩子内心广

阔的宇宙，甚至把它破坏得无法复
原。我忽然想到，所谓长大成长，也许
就是将孩子们所拥有的如此精彩的宇
宙存在逐渐忘却的过程。这样一来，
人生似乎有点太凄凉了。”（《孩子的宇
宙》前言）

我想，常新港用力写下《尼克代表
我》这个故事，为的就是让孩子们的人
生，不要那么太凄凉。至少，当大人听
到“我和宇航心里有个世界，那个世界
只有一只叫尼克的流浪狗”这句话，能
够明白这是孩子内心最深切的吁求，
尼克不是别人，尼克代表他自己。

（作者系江苏省兴化市第二实验
小学教师）

通往成长的道路绝非坦途通往成长的道路绝非坦途
冷玉斌

阅读现场

本报讯 （刘奕） 近日，由中国少
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主办的“寻找花
木兰——《我是花木兰》读者见面会”
在上海举行。国际安徒生奖前评委
会主席玛利亚·耶稣·基尔说，花木兰
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女英雄，她勇
敢、善良、忠诚、淡泊名利，希望全世
界的家长和孩子带着想象力和创造
力去阅读这本书。作家秦文君给一
位小朋友披上了粉红色的战袍，并和
孩子们一起诵读南北朝民歌《木兰
诗》；画家郁蓉带领孩子们一起绘制

4 米多的花木兰长卷，这条长卷一分
为二，古代身披铠甲骑马的花木兰与
现代拿着玩具剑、骑着木马的花木兰
各占一边，长卷的场景都来自《我是
花木兰》。

本次活动旨在让孩子们通过参
与、体验、探索和表达，促进和加深他
们对于花木兰这样一个人物形象的
理解，对于《我是花木兰》这本书的理
解，从而让孩子们完成由“寻找花木
兰”到“我就是花木兰”的自我发现之
旅，触摸和感受花木兰精神的内核。

《我是花木兰》读者见面会举行

本报讯 （杨阳） 1998 年，蔡智
恒（笔名痞子蔡）的《第一次的亲密接
触》成为了中国网络文学的里程碑，
是 70 后、80 后第一代网民的共同回
忆。如今，痞子蔡升级为 3 个孩子的
爸爸，他为孩子写下了5个童话故事
——“痞子蔡爸爸说故事”，包含 5 个
关于自我认识和成长的主题——发现
自己的优点、坚持的意义、接受真实
的自己、让知识为己所用、自制和
陪伴⋯⋯让孩子学会了解自己、建立

自信，拥有面对未来的勇气和毅力。
近日，由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主

办的“痞子蔡爸爸说故事”绘本分享
会在沪举行，蔡智恒与台湾儿童文学
研究专家林文宝教授、儿童文学评论
家杨佃青围绕绘本阅读与品格养成、
如何给孩子选书以及什么样的童话更
适合孩子等话题进行了倾心对谈。痞
子蔡表示，“每个孩子将来都要面对自
己的人生，很多东西就该自己体会。
与其被教导，不如被引导而体会。”

痞子蔡为孩子写童话故事

本报讯 （陈光） 今年是“哈利·
波特”出版 20 周年，近日，在线少儿
英语公司 VIPKID 与“哈利·波特”出
版方 Scholastic 美国学乐出版集团
宣布达成战略合作，双方将围绕“哈
利·波特”系列等享誉世界的优质图
书，共同打造适合中国儿童的“英语
阅读魔法季”。

据蓝思指数（Lexile）显示，“哈
利·波特”系列的第一本书虽然语言
简单，但蓝思值依然达到880L，难度

超 过 经 典 儿 童 读 物《小 王 子》，但
VIPKID 从核心单词、阅读策略、文
本理解等方面进行了深度研发，使

“哈利·波特”能够进入中国年龄更
低儿童的阅读世界，为孩子们提供
了更丰富的魔幻互动体验。此外，
VIPKID 还引进了数千本儿童读物
电子版权，这些优秀图书将陆续进入
VIPKID 线上图书馆和课程内容，进
一步完善中国儿童的英文分级阅读
体系。

英语阅读魔法季畅读“哈利·波特”

本报讯 （于东） 近日，蒲蒲兰
2018 年秋季新品发布会在上海举
行，推出了由学前教育青年学者孙莉
莉创作的图画书《生蛋快乐》。

与一般图画书不同，《生蛋快
乐》 是少见的批判性图画书，通过
鸡鸭鹅生蛋大赛的故事，以轻松戏
谑的笔调画风，呈现出一幕幕夸张
荒谬的教育现场现形记，正如台东
大学儿童文学研究所助理教授蓝剑
虹所言，教育是一种方式、方法，

用来协助发展人自身的技术，如果
我们为了教育而教育，那就丧失本
真状态了。

现场推出的另一本图画书《爸爸
变成了透明人》则描绘了一个关于父
爱缺失的亲子故事，爸爸该怎样处理
与孩子之间的关系？怎样帮助孩子
缓解突如其来的情绪变化？该书为
解决尴尬的亲子关系提供了方法，也
点明一个育儿之道：陪伴和玩耍是塑
造温暖亲子关系的绝佳法宝。

《生蛋快乐》反思教育的本真

麦田守望

“你为小苗洒上泉水。”这是冰心先生
对中国当代著名作家、有“中国的安徒生”
之称的金近的评价。金近是一个不但热爱
儿童，而且理解儿童的作家，他在长达半个
世纪的儿童文学创作历程中，一直默默又
勤奋地用饱蘸着感情的笔为孩子们写作，
在似幻犹真的故事里寄寓着自己的爱憎褒
贬，从而启发少年儿童驱除丑恶、追求善
美。

在金近的故乡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崧
厦镇，有一所以他名字命名的学校——金
近小学，每个教学楼都有个好听的名字：

“龙门馆”“梦幻园”“小鲤鱼剧场”⋯⋯学校
东侧的“金近童乐园”，所有的植物都被
修剪成各种动物造型，有金近童话《小猫
钓鱼》中的小花猫、《小鲤鱼跳龙门》中的
小鲤鱼⋯⋯学生们每日穿行其间，与童话
里的小伙伴朝夕相处。多年来，金近小学
一直坚持把童话教育作为学校的办学载
体，将童话渗入学校的方方面面，走出了一
条特色教学之路。校长何夏寿说：“我想用
童话把孩子们带进真善美的世界，让他们
从小感受真、体验善、懂得美，充分享受
童年所应该享受的快乐生活。”

11月7日，金近小学的校门用两个巨大
的红色充气鲤鱼装饰成半圆拱形门，像过节
一样喜庆热闹。礼堂的舞台上，伴随着欢快
的音乐，学生们表演着童话舞《小鲤鱼跳龙
门》、情景剧《永远住在童话里》、舞蹈《劳动
最光荣》⋯⋯当天是金近的诞辰日，由《儿童
文学》杂志社与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政府联合
主办的“第四届 《儿童文学》 金近奖”颁
奖仪式在金近小学拉开帷幕。

“《儿童文学》金近奖”创立于 2010
年，每两年一届，旨在繁荣儿童文学创
作，鼓励作家们为少年儿童创作更多的精
品力作，共同推动儿童文学事业的发展。
本届金近奖共设优秀作品奖、优秀插画奖
和文学新苗奖三大类，其中优秀作品奖设
小说、童话、散文、诗歌、报告文学5个
奖项，获奖作品题材广、艺术手法新、内
涵深入浅出，如 《南歌》《爸爸、我和世
界尽头》《门牙阿上小传》《金马驹》《夏
至之夜》 等，都是彰显童年精神并且举重
若轻、耐人寻味的佳作。获奖作家有在创
作上独树一帜的老作家如范锡林等，有风
头正健的中青年骨干作家如：三三、杨老
黑、汤汤等，还有近几年崭露头角的新锐
作家如：冯与蓝、马三枣、张牧笛等。与
此同时，第十五届 《儿童文学》 擂台赛之
最强黄金战队颁奖会举行，顾抒、陈诗
哥、周涛、李秋沅、汪玥含、王君心等人
获奖，并以“儿童文学创作如何关注当下
的童年生活”为主题，与创作者们交流儿
童文学的创作经验。

“每当看到一些孩子对那些肤浅的快
餐读物趋之若鹜时，我心里是悲哀的。作
为儿童文学作家是有一种使命感的，当我
们用成人的世俗和喧嚣去侵蚀孩子心灵的
时候，当我们对名利的追逐去扼杀孩子对
真善美追求的时候，扼杀的不仅是当下孩
子的美好生活，也是下一代孩子的希
望。”李秋沅说，孩子真的需要引导，在
他们的人格还没定型的时候，我们应该用
良善、温暖和爱去浸润他们的心灵，为他
们的人生打下刚毅、正直的底色，而这种
底色也能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有足够的
力量去面对那些挫折和困扰，所以在作品
中展现真善美和希望是我一直坚持的儿童
文学的创作信念。

获得“金近奖·文学新苗奖”的陈雨
笛是个 18 岁的高三男生，虽然读理科
班，却热爱读书和写作，他的获奖作品

《别了，厄克特》 文笔老练，构思独特，
故事一波三折，反转连连，带有讽刺意味
和黑色幽默风络，通过对走形式、讲浮夸
等社会不良现象的揭示，表达了作者对清
澈明净世态的向往。

“不要把现在的孩子放在真空里，事实
上，有些人跟你们想象的不一样，他们看过
很多灰色的甚至黑色的东西，觉得什么都
是假大空，对生活很迷芒。所以儿童文学
应该起到引导作用，不仅引导孩子追求真
善美，更应该教他们如何鉴别美与丑、如何
判断真与假。”陈雨笛以自身为例现身说
法，在他看来，现在的青少年小小年纪知识
就很丰富，能力也非常强，但很浮燥，有一
种猎奇心理，对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并不
了解或者认识片面，盲目地喜欢外国文化，
对中国文化极其不自信。

无论是哪个时代，童年都需要文学的
滋养。“文学始终具有永恒性和普适性，
但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精神气象，也会影
响儿童文学的生态环境。”《儿童文学》 杂
志主编冯臻认为，儿童文学是一种代际之
间的沟通，我们不需要讨好或迎合孩子，
更不能说教。儿童文学作品是多元的，创
作者应该把每个人独特的生活样貌和经验
书写出来，把我们对世界、对社会、对人
生的种种思考和经验以及人类值得传承的
优秀文化，以孩子能接受的方式去对话和
交流，让他们对生活有更多元的理解和
思考。

这个时代需要
什么样的儿童文学

——从“金近奖”想到的

本报记者 却咏梅

毛里·库纳斯是芬兰国宝级作家，
出版过 40 多本书。1981 年，他发现
圣诞老人是全世界最出名的芬兰人，
可是居然还没有人在芬兰出版过任何
与圣诞老人有关的书籍，便决定写一
本书，在书里尽可能全面并且准确地
介绍圣诞老人和他的工作，于是就有
了经典之作 《圣诞老人 耳朵山的秘
密》，之后，他又创作了 《圣诞老
人 十二件神奇的礼物》 和 《圣诞老
人 魔法鼓》，合为“圣诞老人”系
列，该套书被翻译成近30种语言，他也
被孩子们亲切地称为“圣诞先生”。近
日，库纳斯携这套新书走进中国科学
院附属玉泉小学，与二年级的学生们
一起探索耳朵山的秘密。

“到底有没有圣诞老人？”“圣诞老

人为什么住在耳朵山？”
“你的创作灵感都是怎么
来的？”“那些幽默有趣的
角 色 究 竟 是 如 何 产 生
的”⋯⋯在新书校园分享
会现场，孩子们争先恐后地
提问。库纳斯说自己小时
候居住的地方，是一个手工
业者和小企业者聚居的小
村子，父亲是一名木匠，经
常制作各种简单的木头玩
具，他们家附近有木工作
坊、鞋子作坊，这些都为他
提供了许多灵感。每年圣
诞节他都会收到圣诞老人

送来的礼物，但他是个害羞的孩子，对
圣诞老人怀有敬畏之心。有一次，圣诞
老人走进他们家，他害怕地躲到床底
下，不管大人怎么命令都不肯出来，所
以只看到了圣诞老人的脚。对此，他觉
得有一点小遗憾，如果那天亲眼见到了
圣诞老人，该是多么高兴！

在库纳斯看来，20世纪70年代的
图画书大都过于写实，缺少快乐，似乎每
一本书都必须具有说教功能，纯粹的、想
象的图书时常受到限制，不过这些并没
有影响他的创作。他说：“创作《圣诞老
人 耳朵山的秘密》的过程无比快乐，我
并没有感到自己是在工作，而是在做我
最喜欢做的事，在这之后创作每一本图
画书时也是怀着同样的心情。我创作这
些书最主要的目的是让自己快乐，也希

望能带给其他人快乐。”
这种创作观念体现在库纳斯的作

品里。库纳斯拥有无与伦比的能力，可
以用一种有趣的方式来讲述历史，给老
故事和传说赋予欢乐的感觉；他出色的
插图，色彩绚丽，甚至有点奢华，充满了
丰富而幽默的细节，为读者提供了无与
伦比的阅读乐趣。比如《哈卡拉伊宁先
生和世界七大奇迹》让人拍手称绝，闹
腾的哈卡拉伊宁先生在埃及用卫生纸
把自己裹成木乃伊，在印度和牛群起
舞，在威尼斯用毛线煮意大利面⋯⋯

《晚安，哈卡拉伊宁先生！》中哈卡拉伊
宁先生在梦游中闯了好多祸，但最后却
帮助了好多人⋯⋯每个故事的结局都
让人意想不到、温暖而美好。

“库纳斯是一位很会讲故事的‘儿
童’，他心里住着无数顽皮又纯洁善良
的孩子，每个孩子都在故事里讲述着他
们内心所想的事情。大人可以在里面
看到儿童时期的自己，看着这样的故事
会很开心，瞬间重回童年；孩子看他的
故事，里面的每一个细节都是他们所想
所为，且那么的生动自然。画面的丰富
性和细节的表达，不用读文字，也能感
受到故事的趣味和快乐的体会。”蒲公
英童书馆总编辑颜小鹂说，这3本关于
圣诞的书，看起来是讲圣诞老人，其实
更是讲埋藏在每一个人心里的那个疑
惑或者说秘密，只有相信这个秘密的存
在，我们的人生才多了许多乐趣，这个
秘密就是童话的力量！

库纳斯：一位制造快乐的故事大王
伊湄

对于许多中国家庭来说，高三这
一年被赋予了极为特殊的意义，生活
在首都、长期在高校从事学生工作的
老景一家也不例外。而这位有心人以
时间为轴线，将其作为“高三学生家
长”的亲身体验娓娓道来，把自己一年
的经历、认识与思考用文字记录成册。

近日，由老景所著、著名作家王蒙
题写书名的《高三这一年：我和孩子一
起成长》在京发布，在书中，老景用随
笔的形式，记录和孩子这一年一起成
长的点点滴滴。大到自主招生的努
力、高考成绩揭晓时的激动，小到周末
的早餐、假期的减肥计划，不一而足，

勾勒出一幅中国城市普通家庭奋战高
三的图画。高三的焦虑、担忧与困惑，
像雪花一样，消融在父母和孩子的相
互关爱里，无声无息，不见踪影。

故事虽小，但饱含最为真挚朴实的
情感，充溢着一位父亲伟大而深沉的
爱。通过讲故事的方式，这位知心“老
爹”向儿子传递着自己的“三观”，由此进
行循循善诱和潜移默化的影响。有时候
是直率的，有时候又是含蓄的，甚至有些

“狡黠”，却无不彰显着一位有爱父亲的
良苦用心。慢慢地，这位父亲便成了孩
子心中最懂自己的“老爹”。

老景告诉记者，他渴望“静静”地

陪同孩子一起成长，在努力让他增强
奋斗的决心和动力时，依然能够保持
孩子的特质，尊重他的选择，让孩子按
照“最适合”的状态和节奏，一步步探
索人生之路。与此同时，让孩子体会
来自父母的爱，教给他客观、理性认识
事物的基本态度和方法，引导孩子学
会自我体验、自我认知和自我管理。

老景说：“无论你多么爱自己的孩
子，都不要试图把他或她完全塑造成
你想要的样子。”有这样的认识，相信

“陪伴”的确可以是一个值得回味和思
考的过程，是一件能够带来幸福的事
情。

“陪伴”是一个值得回味的过程
本报记者 王强

读家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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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里·库纳斯为玉泉小学的学生签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