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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健灵的新作 《访问童年》（长
江文艺出版社） 是一个非常独特的
文本。读第一篇文章的时候没什么
特别的感觉，读到第三篇的时候，
我就有很强烈的冲动，想把孩子拉
过来跟我一起读。在我看来，这部
作品适合各种年龄段读，对于孩子
们来说尤其珍贵，可以成为陪伴他
们 人 生 成 长 各 个 阶 段 的 “ 人 生 之
书”“生命之书”。

首先，这本书给出了读者如何面

对痛苦、孤独，从而破解痛苦、走出
孤独的路径和可能性。书中描绘的光
明的童年比较少，大多都是或痛苦或
阴暗的童年。在每一个童年的生命
中，那一点点小小的痛苦，在当时的
孩子看来或许都是天大的痛苦。这本
书的第一层意义也就在于此，可以让
现在的孩子们从中看到世间有各种各
样的痛苦存在。不仅如此，还有另外
一个关键词——孤独贯穿全书。每一
个生命必定是孤独的，那么，是沉浸
在孤独里面，还是打开一个走出孤独
的可能性的方向？我觉得更重要的价
值在后者。书中，作者殷健灵通过她
的访问，尤其是“写在边上”这种形
式，像心灵牧师一样，给每个人一个
可以倾诉的小窗口，帮助人们走出孤
独和痛苦。

其次，“关注生命、倾听生命、
善待生命”的主题让这本书显得厚重
而有质地，令人震撼。作者殷健灵的
写作姿态是充满善意、宽容的，她认
真倾听每一个生命的声响，忠实记
录，温暖地对待它、呵护它。这让我
想起两个女作家，一个是意大利的作

家法拉奇，她写过 《给一个未出生孩
子的信》，还有一个是2015年获诺贝
尔文学奖的白俄罗斯作家阿列克谢耶
维奇。虽然殷健灵的这部作品 《访问
童年》 与这两位女作家的作品主题和
范围都不太一样，但都是纪实性非虚
构的写作，其共同点就是关注生命、
倾听生命，最终的落脚点是善待生
命。从 《访问童年》 这部作品中，我
从头到尾看到的是作者殷健灵面对每
一个生命时的那种善意、宽容以及温
暖，而这种对待生命的态度可以化解
掉很多痛苦和孤独。这样一种写作姿
态非常宝贵。

再其次，从文学意义上来讲，这
本书把“童年”作为独立的意象集中
呈现，使童年具有自己的性格和形
象，它对于中国人的现代性建构具有
独特的价值和贡献。在书中，我们看
到别人的童年，也从别人的童年故事
中窥见自己的童年。童年影响、童年
记忆在文学叙事的审美化表达中，都
以独立的姿态集中呈现，使童年获得
了应有的注视和关注。当童年不依附
于某一个生命，以一种独立的姿态出

现以后，它才能获得应有的尊重，才
有可能对中国人今后的生命、精神、
气质等产生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说，

《访问童年》 不仅对于今天中国人的
现代性建构具有一定的意义，还应该
具有更高的社会学意义。

综观下来，殷健灵的这部作品给
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童年样本，每一个
故事读来都让人意犹未尽。这是个开
放的体系，从素材的选取上来说，童
年样本的选择首先要具有代表性和独
特性。当然每一个生命都是独特的，
而从作者方面来看，可能基于作者身
份和工作的关系，书中童年样本的选
择更偏向于东南部，如果有可能的
话，西南、西北等更多地区可能还有
丰富的样本等着作者去打捞。如果这
种基于不同的地域文化、生活习惯之
下的童年文本都被打捞并呈现出来，
那么解答中国人为什么是今天的样子
可能会有一个更好的答案，我们每个
人对自己的来路、去向也都会有一个
更清晰、更明确的认识。期待着作者
能沿着这个写作方向和路数走下去，
做得更好。

倾听每一个生命的声响
——读殷健灵《访问童年》

刘颋

巴赫金曾说过：“人在历史中成长。”
这句话指出了个人的成长无法超越社会
历史对其施加的或隐或显的影响，而且
个人的成长过程也包含着种种社会文化
隐喻。“成长”作为儿童小说的经典母题，
有极其丰富的表现方式，但儿童年龄、身
体的限制使其成长的社会波及面并不宽
广，“人在历史中成长”在儿童小说中想
要直接呈现是有一定难度的。正是在此
意义上，舒辉波的新作《听天使在唱歌》

（明天出版社）的价值得以凸显。作者直
面社会历史的大变迁，在一个更广阔的
文化视野中去表现少年桂子的成长。他
的成长不仅仅关乎个人，也携带着丰富
的社会文化信息。

儿童小说触及农村城市化这个重大
的社会题材颇具挑战性，作者对如何把
农村城市化缝合到一个农村少年的成长
中进行了可贵的尝试。首先，小说采用
了浪漫与现实相统一的叙述方式，每章
开篇都配以一首小诗，诗歌中对亲情的
倾诉与每章题目中战争话语的运用构成
了互动与悖反。这样两种悖反元素在画
面中的斑驳呈现，使小说既能直面现实
的复杂，又能淡化现实的残酷。

其次，小说的叙述采用了一主一副
两条线索，在浪漫与现实的互动中推
进。主线是在爸爸打造的“三秋桂子，
十里荷花”的情境中，桂子对爸爸魂牵
梦萦的思念；副线是在城市文明日日进
逼的形势下，桂子和村民打响了一场抵
制对家园进行过度开发的“保卫战”。
最后两条线索重合，个人虽然阻挡不了
农村城市化的进程，但历史的进程也可
以呈现出温情的一面：桂子和他守护的
金桂树终于等到了爸爸回家。

小说的主线内容无疑是叙述的重
点，父子情深是小说中最动人的部分。
爸爸在桂子4岁时离开家，如今桂子快
8 岁了，当初爸爸为桂子出生特意栽下
的桂花树也已经枝繁叶茂，但爸爸还没
回来。虽如此，桂子对爸爸的思念没有
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淡化，反而酝酿发
酵，绽放出一首首真切感人的诗篇。

写了好长的信/用脚印在雪上/用手
印在雪上/用整个身子印在雪上/爸爸，
你看啊/这是想你的，我的嘴巴/这是想
你的，我的鼻子/这是想你的，我的眼
睛/这是想你的，我的信——写在雪地
上/它们和我都很乖⋯⋯

这一首首诗歌是桂子对爸爸深情的
呼唤，对父爱热切的渴望。小说赋予了
桂子的思念惊天地、泣鬼神之力，桂子
要抗拒时间的洪荒，要抗拒成长过程中
父爱的长期缺席，要抗拒邻里乡亲对爸
爸的误解，还要试图抗拒一个无法以个
人之力阻止的历史进程。小说在描述了
这种不可能性的同时也为我们展示了爱
超越一切的神奇性。

桂子对爸爸的爱是刻骨铭心的，父
爱也同样是绵长深厚的。爸爸在小说中
自始至终没有出现，却到处弥漫着他的
气息。桂子挚爱的枪是爸爸买的，桂子
的守护神桂花树是爸爸种下的，门外的

“十里荷塘”是爸爸挖下的。父子虽有
4 年未曾见面，而父子跨越时空的爱的
交流却不曾中断。

小说副线的展开同样让我们看到作
者构思的巧妙和对素材的灵活运用。作
者充分利用男孩子爱玩战争游戏的心
理，把保护农村自然生态与农村城市化
的冲突，转化成少年半游戏性的家园保
卫战。父爱是桂子投入战斗的强大精神
动力，爸爸买的玩具枪是桂子的武器，
金桂树就是桂子要保护的“家园”。因
而我们看到小说中8岁的桂子也可以和
谐地介入到一场重大的社会变革中，并

“在历史中”实现自己的成长。
桂子的成长包含通常意义上的个人

成长，他要学会接受种种残酷的现实：
期待爸爸回家的愿望一次次破灭，爸爸
留下的金桂树和荷塘将要被清除，没有
一把新玩具枪的遗憾等。但这一切并没
有导致桂子的戾气，他反而在开发商的
儿子生命危急的时刻进行了超越个人恩
怨的救助。同时，桂子的成长也蕴含着
一个时代主题，他要面对生于斯长于斯
的家园正在逐渐消失的现实。这个不再
遥远的未来让桂子心生恐惧，但他不论
抗拒还是拥抱城市文明，都无从选择，
他已经行走在农村城市化进程中。这种
成长多少带点悲剧的意味，然而小说最
后给了读者一个相对美好的收尾。结合
小说题目 《听天使在唱歌》 的寓意，或
许这正是作者对农村城市化进程寄予的
美好期望吧。

最后，《听天使在唱歌》 也让我们
看到儿童小说的成长。作品拓宽了儿童
小说的题材，从家庭、校园走向社会，
延展了儿童小说的历史纵深感，从单纯
的成长母题到时代主题的融入，使儿童
的个人成长参与到历史中来，从而呈现
出丰厚的思想意蕴。

（作者系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守候父爱
守护乡村

——读《听天使在唱歌》

张梅

麦田守望

2012 年，笔者开始推广“流动艺
术——博物馆亲子教育”项目，记得当
时不少家长对这种学习方式持观望态
度，个别博物馆还把我们拒之门外，担
心儿童会破坏展品或影响其他观众
等。近几年，随着人们对博物馆儿童美
育诸多好处的认识，在博物馆开展儿童
活动迅速流行起来。每逢假期，各种校
内外机构、团体等出现在各级各类博物
馆内，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虽然规模
扩大了，但一些问题却依然存在，笔者
结合个人教学经验和大家探讨一二。

根据身心发展规律选择展品

博物馆中的儿童教育是一种非正
式学习，它是学校教育的延伸或补
充。在组织和设计活动时，内容的选
择尤为重要。笔者侧重依据儿童身心
发展规律，选择和儿童生活经验相关
联的内容。

首先，不同年龄段的儿童对展品
的喜好、参与时间的长短、操作材料的
使用等方面均有差异。霍华德·加德
纳（Howard Gardner）曾分析了人
从出生到 20 岁的审美感知发展历程，
把其分为 5 个发展阶段，即 0—2 岁婴
儿的感知、2—7 岁符号的认识、7—9
岁写实主义的高峰、9—13 岁写实主
义高峰的衰退和审美感受性的出现、
13—20 岁审美专注的危机期。由此
可见，婴儿幼儿时期即可进行博物馆
参观，7岁之前不建议强调对艺术概念
的学习。在展品题材上，笔者建议 7
岁前儿童优先选择动物、人物肖像等，
作品造型直观、简练。比如，考尔德的

《火烈鸟》、卡萨特的《洗澡》以及草间
弥生的《南瓜》等；对 7—9 岁的儿童，
增加摄影作品的赏析；对 9—13 岁的
儿童，加强艺术史探索的比重。

其次，活动内容与儿童生活经验
相关联。建构主义之父让·皮亚杰

（Jean Piaget） 认为，个人构建新
知识是在旧的经验基础上发展而来，
新知识的学习渗透到已有经验框架
中，然后重新构架出和现有经验不同
的新知识。显然，以往的经验可以促
进和提高儿童的学习效率，博物馆儿
童美育亦是如此。例如，笔者在组织
参观巴黎奥赛博物馆时，考虑到很多

女生正在学习芭蕾舞，甚至还有一些
儿童去大剧院观看过芭蕾舞剧表演。
于是，笔者选择了德加的《舞蹈教室》
作为活动内容。果不其然，孩子们因
非常熟悉该题材和场景，特别有兴趣
地主动探索作品的内容美、形式美和
寓意美，而且创作起来也得心应手。

显然，在博物馆开展儿童美育
课，展品的选择如果能够考虑儿童已
有的生活经验、年龄特点，甚至和学
校当前的学习主题相关联，会极大地
促进儿童美育的效果，把儿童的热情
转化成有效活动，从而使儿童更好地
理解和热爱现代生活。

用儿童能理解的方式解读展品

博物馆里成千上万的展品承载着
自古至今的人物和事件、诉说着世界
各地的历史和文化、展示着自然界的
各种科学奥秘。面对这些伟大而经典
的作品，笔者经常使用一些方法、技
巧、道具等去解读它们。

第一，多感官游戏互动营。博物
馆儿童美育如果能以游戏为媒介，把
视觉、听觉、触觉、味觉和嗅觉全方
位调动起来，不仅使儿童更加容易理
解作品内涵，还常常有新的发现。英
国博物馆学教授艾琳·胡珀-格林希
尔 （Eilean Hooper-Greenhill） 指
出，当我们在博物馆探索新的信息
时，通过阅读可以吸收10%、通过听
可以获得 20%、通过观察可以掌握
30%、通过参与互动讨论可以得到
70%，而参与听说做等综合感官互动
则可以获得90%。笔者在组织参观德
加的 《舞蹈教室》 时，请儿童观察作
品、触摸芭蕾舞裙等面料、听芭蕾舞
曲《天鹅湖》、闻舞蹈教室里的味道（汗
味、香水味等）和喝点饮料（课间休息
喝什么），最后还请孩子们创作一幅以
运动为题材的作品。通过“五感互动
体验”，儿童仿佛融入画中和画中人物
对话，甚至和艺术家对话，体验艺术家
当初创作的心境和情景。

第二，故事大舞台。博物馆中的
每一件展品背后都有故事，如果在博
物馆儿童美育中加入故事，会使整体
活动更加丰富、内容也会得到延伸和
拓展。例如，在参观马格利特的影像

展时，结合了安东尼·布朗的绘本
《穿越魔镜》，故事中一位小男孩从魔
镜中穿过，从而到达一个魔幻世界。
那里有提着公文包的隐身男人 （似马
格利特的 《漫游者》），还有一群鹅
毛般从天而降的唱诗班孩子 （如马格
利特的 《戈尔达礼》） 等，儿童伴随
着主人翁展开了一场梦幻之旅，还深
入体验了马格利特的超现实主义风
格。另外，还可以请儿童针对展品天
马行空地“编故事”，如在参观弗里
达的 《和猴子一起的自画像》 时，发
现每个孩子编的故事都不一样，可谓

“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第三，主题探索馆。结合展品，

以某一个主题为核心开展跨学科活
动，不仅扩大了儿童视野，而且使学
科之间有机融合。比如莫奈的 《睡
莲》，笔者选择同一主题不同国家的
艺术品进行比较，包括中国画宋人小
品 《荷花》 等，通过对比体会文化的
多样性，感受不同国籍、不同时代相
同题材艺术品的异同。此外，该活动
还延伸到“桥”的主题，讨论著名桥
梁 （赵州桥、伦敦塔桥等） 以及周围
生活中的桥，感受技术进步、见证历

史的发展。另外，还组织小学高年级
的学生以“博物馆小讲解员”的身份
到低年级去做志愿者，描述他们参观
博物馆的经历，说说自己最喜爱的

“桥”。笔者发现，他们不是简单描
述、复述作品，而是加入个人的理解
和联想，这样不仅增强了他们的自信
心、提升了语言表达能力和社会交往
能力，还激发了小年龄孩子的参观欲
望，友谊的“桥梁”无形中被建立。

博物馆儿童美育面对哪些挑战

从去年 3 月份起至今，笔者以参
观、访谈、讲座等方式走访了国内约
30 多座博物馆和十余所中小学、幼
儿园，发现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博物馆
对儿童美育帮助很大，但这座给人们
提供多样化信息的宝贵资源库，却很
难惠及所有儿童或者说大部分儿童。

其一，爱恨交织的供求关系。一
方面博物馆组织的有限活动对于广大
儿童来说如杯水车薪。另一方面，一
些家长针对博物馆提供的免费儿童活
动“积极报名却爽约参与”的情况屡
见不鲜。此外，既懂儿童教育又是资
深艺术工作者的人士不多，许多博物

馆社教工作者身兼数职，因此在人
员、时间和精力等有限的情况下，博
物馆很难满足所有儿童的需求。

其二，若即若离的馆校合作。学
校组织参观一直以来被认为是激发新
观众的最佳模式，但考虑到儿童安全、
交通等诸多问题，不少中小学校多以

“社团”形式到博物馆参观，且频率不
高；幼儿园以家庭为单位参与居多。相
比之下，博物馆社教人员“送教”到学校
去的次数反而多于学校组织儿童去博
物馆的次数。虽然，也有一些博物馆和
学校建立长期合作，开发馆校合作课程
并取得可喜的成果，但总体来说，更多
的馆校合作期待开启。

总之，随着社会发展、经济繁
荣、交通便利和人们对知识的渴望，
使得更多学校、家庭乐意走进博物
馆。经常去博物馆的孩子，不仅在展
品说明牌的阅读、展品局部解读等方
面更加积极和深入，而且创作细节也
更加丰富、生动且富有想象力。所
以，博物馆不单纯是娱乐休闲的地
方，更是人们终身学习的场所，每个
人都可以在这里学习如何提高和改善
自己的生活。

博物馆中的美术课博物馆中的美术课
张琳

教师推荐

公元前 3500 年—公元前 2500
年，当尼罗河流域的无边疆土被统一
在一名叫作“法老”的国王统治时，
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苏美尔人建起了
世界第一个城邦，之后不久就发明了
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楔形文字”；

公元前 2500 年—公元前 2000
年，当埃及人开始修建令人惊叹的胡
夫金字塔，当“世界未解之谜”英国
巨石阵建成之时，踢“蹴鞠”早已开
始在世界东方的古国——中国流行起
来；

公元前 300 年—公元前 200 年，
当一位将军带着大象群翻越阿尔卑斯
山向敌人的都城发起进攻，印度出现
一位素食的国王，玛雅人开始书写之
时，中国的第一位皇帝秦始皇开始修
筑万里长城。这位大改革家在这一时
期统一了文字、货币和度量衡⋯⋯

这本书仿佛是一条伸向世界的铁
路线，弯弯曲曲，一眼望不到尽头。
这条“线”，串起了我关于世界历史
断断续续、零零碎碎、或清晰或模糊
的记忆，400帧图片则是沿途最伟大
的风景。我忍不住拿一支笔，辨识这
熟悉而陌生的风景，一边感叹世界的
宏大，一边找寻中国的坐标——

人类在非洲诞生了，那我们的祖
先呢？公元前 8000 年前，人们就开
始第一次产生播种的想法，这让他们
可以收获自己种植的粮食⋯⋯这，是
先人最初思想的光芒！十字军东征？
正是北宋年间啊，那时咱们中国的毕
昇发明了“泥活字印刷术”，数百年
后，古登堡终于发明了第一台活字印
刷机。中国是世界的中国，是这广袤
世界伟大文明相当重要的一部分，它
被世界影响，又影响着这个世界，这
样的发现让我的心微微震颤。

一个世界的伟大瞬间都融化在这
400 帧图画中，一个世界的伟大瞬间
都聚拢过来，汇合在这弯弯曲曲、一直
伸向远方的“铁路”沿线。走进这本
书，你会发现，沿线有伟大的风景。

林虹 南京市中央路小学教师

《400张图看世界史》
[法] 安娜·乔纳斯/著
[法] 迈克·勒博隆/绘
上海文化出版社

读家报道

杨志军是著名的成人文学作家，
其代表作 《藏獒》 三部曲发行量达数
百万册。他的“荒原”和“藏地”两
大作品系列，以想象力、悲悯心、自
由开阔的视域，创造了葳蕤浩瀚的藏
地文学世界。近日，他专门为孩子们
创作了一部儿童文学作品 《巴颜喀拉
山的孩子》，一改以往在成人文学创
作中的那种批判精神和沉郁的悲剧意
识，用一种从容恬淡、平静克制的叙
述方式将故事娓娓道来。

《巴颜喀拉山的孩子》 讲述了在
黄河的源头巴颜喀拉大草原，由于气
候变暖、牲畜过度釆食，草原面临退
化，藏民们纷纷迁居城镇的故事。小
说以孩子的视角，着力刻画了一群淳

朴善良的藏区牧民，生动细腻地再现
了藏区原始自然的生命样貌和社会形
态，字里行间浸润着作者朴实的情
感，以及对人与自然、生命与信仰和
传统与现代的深邃思考。

在由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举行
的 《巴颜喀拉山的孩子》 出版座谈会
上，中国作协副主席高洪波以及李建
军、朱自强等专家学者围绕作品的

“藏地书写”“生态哲思”“儿童视
角”“诗性语言”等方面进行了深入
的探讨。与会嘉宾认为，这是一部内
容丰富、主题深刻、极具艺术张力的
儿童文学作品。尤为可贵的是，它不
同于现今众多的生态文学、乡村小说
所流露的“都市敌意”和“乡村原教

旨主义”倾向。作者虽然在创作中对
传统游牧文明的逝去表达了眷恋和感
伤，但却是一种理性的接受，传达了
人们对迎接新时代新生活的包容与期
望。此外，作品高品质、诗性化的语
言艺术，使整部作品洋溢着诗性与童
真，极大地提升了作品的审美意蕴。

谈到为什么要创作儿童文学，杨
志军坦言，当下社会浮躁，他想借助
多样化的表达来书写自身的文学理
想，把藏民族对于自然与生灵的敬
畏、对于爱与善的坚守传达给小读
者。同时，他要把传统逐草而居的牧
民生活方式原汁原味地记录下来，为
即将消逝的游牧文明做可信的遗存。
他虽非纯粹的儿童文学作家，但是他

期待通过文字凿开一条直通心灵的通
道，让孩子们在认知自我、探索世界
的过程中，懂得生命的丰厚、多样和
辽阔，明白精神的意义和价值。

儿童文学的藏地书写与精神追求
本报记者 却咏梅

阅读指导
编者按：在美育越来越受到重视的今天，如何开展针对儿童的“美的教育”，如何让博物馆、美术馆成为中小学生的“第二课堂”，一直是教育工作者、家庭和社会

共同关注的话题。作为儿童美术教育的研究者、实践者，张琳提倡融艺术欣赏和创作体验相结合的跨学科统整教育，注重儿童创造力和审美能力的培养，强调通过艺术
实施完人教育。最新出版的《博物馆中的美术课》（张琳著 少年儿童出版社）一书展示了她多年来的研究、实践和思考，希望带给读者以启迪。

孩子们在参观马库斯

·吕佩尔兹艺术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