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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话是人类最古老、最具生命力的文
学样式之一。相关研究表明，最早的文字
记述童话当数公元前 1300 年的古埃及故
事 《命有劫难的王子》。这个故事不仅体
现了重要的民间童话母题，而且呈现了主
人公的成长历程。由于能够满足不同时代
人们的精神和艺术需求，童话在当今世界
仍然经历着持续不断的重写和新的讲述，
尤其成为当代儿童文学创作领域不可或缺
的重要类型。20 世纪以来，心理分析和
童话文学的跨学科交叉催生了当代童话心
理学研究，为人们揭示了童话之所以历久
弥新、魅力长存的奥秘所在。

根据童话心理学的研究，童话故事就
像一面神奇的镜子，映照出人类内心世界
的无意识活动，也映照出我们自身从幼稚
走向成熟所必经的道路。当代心理分析学
家贝特尔海姆等揭示了童话的心理意义和
对儿童的心理教育价值。而同样作为精神
分析学家和精神病临床医师，艾伦·B.知
念（Allan B. Chinen）则在心理医学实践
中洞察到，悠久深厚的童话资源对于人们
在不同人生阶段的心理健康和精神状态具
有独特的观照和认知作用。如果说贝特尔
海姆的童话心理学聚焦于童话和童年人
生，那么艾伦·知念的童话心理学研究则
继往开来，将探索视野拓展到童话与整个
人生历程的关系，尤其是中年阶段和老年
阶段的心理问题，以及女性生命历程中的
心理成长问题。长期以来，艾伦·知念广
泛收集和阅读了大量的世界各地的民间童
话，然后运用心理学专业知识进行阐释，
为人们奉献出有关童话人生和女性生命历
程之心理状态的童话心理学研究成果。这
就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魔法象童书馆推
出的被称为“童话与心理学四部曲”的童
话心理学专著：《从此以后：童话故事与
人的后半生》《童话中的男性进化史》《拯
救王子的公主：唤醒世界的女性童话故
事》《大人心理童话》。

我们熟知的经典童话往往这样讲述王
子和公主的结局：“从此以后，他们过上
了幸福美满的生活⋯⋯”然而在现实世
界，王子和公主不会永葆青春，生活还将
继续前行。为写作 《从此以后：童话故事
与人的后半生》，作者从世界各地的四千
多个民间故事中挑选出与“老人”和“老
年”相关的故事，然后借助人类发展心理
学学说，尤其是卡尔·荣格和埃里克·埃
里克森的发展心理学对这些故事进行阐
释，进而探讨了人生的中年阶段和老年阶
段所面临的心理任务。通过解读这些故事
的心理意义和精神意义，发掘出这些故事

所揭示的深邃的民间智慧，从而使人们对
于这一人生阶段的发展特征获得新的洞
察。通过对书中的十五个具有代表性的老
人童话故事的心理分析，作者探讨了大多
数普通人的现实生活困境与其追求的人生
理想之间的矛盾冲突，揭示了人们在自己
的整个生命历程中必须完成的心理发展任
务：如何通过童话的启迪和观照，在人的
生命进程中获得超越凡俗和苦痛的生活智
慧与魔力，恢复被逐渐遗忘的天真无邪和
人生奇迹。法兰克福学派批评家、《牛津
儿童文学百科全书》 主编杰克·齐普斯认
为，该书“不只是一部童话评论，对那些
身陷烦恼之中、害怕变老的人来说，它是
一剂精妙的智慧良方”。

为写作 《童话中的男性进化史》，作
者阅读了五千余篇世界各地的童话故事，
从中挑选出有关人到中年的主人公的故
事。通过对精灵、巫师、国王等男性主人
公形象的精妙解析，挖掘出了尘封于时间
与心灵深处的古老男性原型，带领读者去
重新认识男性行为背后的深层缘由，为那
些已经或即将踏上内心成长之旅的男人提
供了一幅地图。作者挑选的被称为“男人
的童话”包含着值得成年男性认真思考的
心理信息和真理。这些故事经过了无数世
纪口耳相传，凝结着漫长岁月传承下来的
人生智慧。一开始，作者运用荣格心理学

和成人发展研究的理论去解读男人童话，
但发现还不足以挖掘出这些故事的深层意
义。于是他转而用人类学和古生物学等理
论去探寻故事中那些有关男性秘密社团的
记述、狩猎部落的传说以及史前人类的艺
术。最后，他领悟到，男人的童话是对那
些生活基本问题的投射：“与父亲展开的
艰苦斗争、私下里对自己男子气概的怀
疑、对女性既恐惧又着迷的心态，以及最
重要的，对男性灵魂的求索和对赋生的深
层男性能量的向往。”他进而提出，男人
的童话所蕴含的人生经验超过了任何一个
男人一生中能够获得的经验。通过童话心
理学把世界各地的有关成年男性的童话故
事连接起来，揭示了一部富有启示意义的
男性的心理进化史。这一切都引人思考：
生活中作为一个男人究竟意味着什么，如
何才能洞察自己身上存在的矛盾的对立
面，包括阳刚与阴柔、坚强与软弱、善良
与邪恶、创造性与破坏性，以及如何才能
获得深层的男性本源力量，获得更丰富神
圣的男性气概和更完善纯正的人性，找到
超越绝望、羞耻和困惑的精神家园。

《大人心理童话》 是作者从数以千计
的世界各地民间童话中挑选出来的，聚焦
于中年生活的童话和神话故事以及对它们
进行的分析心理学阐释。它阐述了人生之
中年时期所出现的心理问题，解读了这些

童话故事能够为人们提供的相关心理意
义，要解决的相关心理任务。作为关于中
年的童话故事，它们讲述的是男人女人都
要面对的问题。作者通过分析心理学的理
论视阈透视童话富含的生命隐喻，揭示出
深藏在童话底层的心理意义和信息，去观
照和反思人们成长过程中的行为模式。

《拯救王子的公主：唤醒世界的女性
童话故事》 是艾伦·知念有关女性童话心
理学的重要研究成果。这部历经八年完成
的女性童话心理学解读，为当代女性生活
的重要方面提供了深邃的洞察。作者为我
们揭示了在漫长的时光中，女性如何通过
童话将她们的生活编织起来，创造出一幅
幅描绘了女性生活和成长的织锦。这些织
锦包含了以不同方式编织起来的基本主
题，因此每一个故事都具有独特的心理意
义。这些女性童话故事具有包容性特征，
通常涵盖了少女时代和成年期，以及母女
两代，甚至几代人和几个生命阶段。在这
些女性童话故事中，读者可以看到女性如
何战胜艰难困苦的逆境，重新获取她们在
这个世界上的恰当位置。作者令人信服地
表明，女性童话故事不仅具有重要的普遍
心理意义，而且蕴含着关于女性个体发展
的洞察。此外，这些故事涉及广泛的社会
和文化问题，正如本书副标题中“唤醒世
界”所表明的，女性的解放就是人类的解
放。作者还洞察到女性童话故事对传统童
话的颠覆性：在诸如 《睡美人》 这样的童
话故事中，一个少女在邪恶魔咒的作用下
陷入了百年沉睡，直到一个勇敢无畏的勇
士用爱将她唤醒。而在本书收集的女性童
话故事里，陷入沉睡之中的是国王 （象征
着处于无意识状态的男人社会），而只有
王后才能把他唤醒。从总体看，这些故事
提醒女性去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重振自
己的聪明才智。只要她们锲而不舍，坚持
到底，无惧任何个人的和社会的艰难险
阻，那么她们就会唤醒内心深处的真实自
我和深邃的女性特质，并且在这一过程
中，唤醒处于沉睡中的整个世界。

从当代心理学解读童话人生，能够发
现童话资源所蕴含的非凡智慧，找到应对
当代社会和人际关系困境的解决之道。童
话人生是一种新的人生视阈。艾伦·知念
的童话心理学研究再次表明，童话蕴含着
太多人类学、民俗学、心理学和教育学等
诸多学科的信息。而且，尽管童话故事最
丰富、最深刻的意义因人而异，因时而
异，但它们总是通过象征语言与意象在不
同层面上呈现永恒的心理意义，以多种方
式丰富着我们的内心生活和人生历程。

在童话里品读人生在童话里品读人生
舒伟

品书斋

2019年4月2日是全球第
12 个“世界自闭症日”。我国
自 1982 年首次发现 4 例自闭
症儿童至今，自闭症谱系人口
已增至近 200 万。该人群不
哑，却似乎有口难言，常用尖
叫来引起关注；不聋，却对呼
唤充耳不闻，喜欢安静地躲在
自己的世界；不盲，却对人视
而不见，不注视他人的目光。
在外界眼中，这些症状可被归
结为社交障碍和重复刻板行
为。但从自闭者的角度，这些
症状背后反映出他们对世界怎
样的感知？子非鱼，焉知鱼的
世界。外界与自闭者的世界似
乎隔了一个物种的距离。而自
闭症人群寡淡的表达欲求及有
限的语言能力，更加剧了我们
对该群体的无知。

《我的IQ150：一个自闭症
天才的自我发现》（[英]丹尼
尔·塔 米 特 著 焦 孟 津
译 万卷出版公司） 作为一部
由自闭者写就的作品，可以想
象有多么不可思议且难能可
贵！任何一部作品的成书都依
赖于作者的语言功底，而对常
人来说并不费力的语言表达却
常常是自闭者的典型弱项。因
此，这本书的问世得益于作者
丹 尼 尔 · 塔 米 特 （Daniel
Tammet） 恰是自闭症谱系中
罕见的有超常语言能力的个
体：他通晓 10 种语言，曾在
一周内学会冰岛语，甚至自创
了一种“曼提语”。作者不仅
语言能力超常，还有极强的数
学能力。作者的“天才”，决
定了他并非自闭症谱系中的典
型患者；但也正因此，我们才
有机会穿过自闭者惯有的语言
屏障，从当事人的角度身临其
境地切身感知自闭者真实的内
心世界。

回避、刻板与执着

既称自闭症“谱系”，就
意味着不同患者的症状表征呈
现一个维度多元、轻重不一的
连续状态。作者在书中直言

“有多少个自闭者，就有多少
种自闭症亚型”。但不同亚型
必有共性，才能被纠集在同一

“谱系”麾下。这种共性被美
国第五版 《精神疾病诊断与统
计手册》（DSM-5） 总结为社
交障碍及重复刻板行为。作者
也不例外，他不喜社交，却对
循环往复的数学运算乐此不
疲。

作者对这种秩序性甚至有
种不容侵犯的捍卫感。他在书
中敏锐地指出电影 《雨人》 将
原著中的 111 根火柴改编为
246 根 牙 签 并 非 明 智 之 举 ：
111 这个数字本身既像三根火
柴棍，又能让自闭者产生火柴
燃烧般“满目白光”的通感；
因此，111 和火柴本是黄金搭
档，而246和牙签的组合就消
减了这种美感。作者不容苟且
的数字秩序感更是潜藏于书中
每一处行文落笔之间：作者几
乎未遗漏对任何一次排列组合
或概率的详细推算及对任一微
小事件发生年份的精确交代

（小到一幅画的创作时间）。
作者对数字的高度敏感，

甚至被用来弥补其对社交的异
常迟钝。作者曾在另一本自传

《星 期 三 是 蓝 色 的》（Born
on a Blue Day） 中不惜
用数章笔墨表达对数字朋友
般 的 信 赖 ， 有 一 章 更 是 以

“ 算 数 让 恐 怖 学 校 有 了 伊 甸
园”命名。数字的确定感和
可控感似乎为社交屡屡受挫
的作者提供了一个心灵避风
港：他被同学捉弄时，常一
个人躲进树林里数树叶，或
者闭眼做 2 的次方运算。数
字甚至可以帮助作者理解他
人的情绪，“如果一个朋友很
沮丧，我会想象他坐在‘6’
的黑色凹洞里”。

逻辑力与创造力兼具

人类的逻辑思维依赖步步
推演、环环相扣的近端推理能
力，而创造力则需要灵光乍
现、恍然大悟的远端思维跳
跃。这两种看似异质的能力却
在自闭者身上达成了和谐的统
一。作者在书中提到著名的

“六人联系世界理论”时，竟
给出了鲜有人知的严密证明步
骤，足见作者思维的逻辑本
性。自闭者的逻辑能力的确无
甚惊奇——它是自闭者钻研较
真行为赖以存活的土壤，但若
说墨守成规的自闭者有着高创
造力就多少有些匪夷所思了。
而书中数次提到的自闭人群中
常见的“通感”，也许会刷新
公众对该群体创造力的刻板认
知。

自闭症谱系障碍通常被看
作一种神经系统发育障碍。研
究发现，自闭者的大脑抑制水
平仅为常人的 1/7，因此大脑
异常活跃、远端脑区也能产生
非正常交叉连接。这些远端联
系大大增多了心理加工的通道
和线索，使自闭者在看到同样
的事物时，会不由自主地产生
很多常人意想不到的新异“通
感”。比如，作者会觉得合数
粗糙、质数光滑，π像蜿蜒流
动的三维彩色回转画廊，好奇
书上的数字为何不印成它们应
有的颜色，可以凭借直觉判断
出冷僻字 agedness 是真实存
在的，甚至肉眼不可见的紫外
红外光也能被作者的大脑捕捉
到⋯⋯

诸如此般的“通感”赋予
了自闭者惊人的创造力。书中
提到，一名自闭画家将自己痴
迷的方格和历法结合，创造出
一种独特的名人历法肖像，此
创意被艺术界奉为佳话。

更似电脑还是人脑？

自闭者常被称作“人类电
脑”，他们的大脑真的更像电
脑而非人脑吗？

自闭者似乎并不像常人那
样，根据效用大小对不同功能
进行优胜劣汰、对不同信息进
行化繁就简。书中提到，如果
对一句英文里的 f 进行计数，
自闭者的回答往往会更精准。
因为常人倾向留意句中信息量
较大的动词名词等实词，而自
闭者却能同时关注到 of 这些
弱信息量的虚词。常人在观察
时抓大放小，以求在有限的时
间内用最少的认知资源获取最
大的信息量。而自闭者的心理
加工似乎并不遵循这种认知经
济原则，常常是事无巨细、大
小都抓。这给自闭者带来了极
强的观察力：他们往往能留意
到常人难以觉察的细节，如魔
术师的障眼法、无闪光镜头的
微弱红光等。但也给他们带来
了无尽的痛苦：对细节的过分
关注使自闭者长期处于信息超
载、感官超负荷的状态，去沙
滩会情不自禁地数沙粒、去买
东西会难以遏制地研究每种商
品的摆法和价格以致完全忘记
自己要买什么。

从这个意义上，自闭者的
认知加工与电脑确有相似之
处：更遵循客观的物理均等法
则而非主观的心理功用法则。
但在另一方面，即使当前最智
能的电脑似乎也无法模拟自闭
群体中并不罕见的“通感”：
电脑运算更多依赖近端的逻辑
力，而非远端的创造力。同
时，即便语言能力偏弱的自闭
者也能敏锐识别机器语言中的
常见破绽 （如混淆反问和疑
问）。可见，自闭者的大脑与
电脑有着质的区别。

在自闭者“通感”的世界
里，也许质数孤独、高傲、不
蔓不枝、遗世独立，像极了自
闭者自己。

质数使作者有了一个“被
数字包裹的寂静童年”。而成
年后的作者硬是凭借顽强的意
志毅然告别这番宁静、走出舒
适区域、克服顽固自闭。几年
前，作者的爱猫死去后，他惊
喜地发现自己终于流下成年后
的第一滴眼泪。常人与生俱来
的共情，他却需要竭力训练才
能勉强习得，让人不禁哀其不
幸、叹其艰辛。如今，作者有
了自己挚爱的事业、朋友、爱
情，过着无异于常人的生活。
他用自己的励志故事为千千万
万个自闭症患者树立了与自闭
症共舞的典范。

（作者单位：广东外语外
贸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
学研究中心）

自闭者：像质数一样孤独且美
——读《我的IQ150：一个自闭症天才的自我发现》

柳恒爽

滋味坊

时隔 7 年，庆山 （曾用笔名安妮宝
贝） 推出长篇小说 《夏摩山谷》。在移动
互联网时代，当你我都习惯用指尖滑动手
机屏幕，浏览各式资讯，被吸睛的短视频
占据大量碎片时间，请问：你有多久没有
专注阅读过一本纸质小说了？

在某种程度上，这世界无非分为两类
人：看小说的人和不看小说的人；看纪实
作品的人和看虚构作品的人；看小说里热
闹故事的人和看小说背后作者传递旨意的
人。很多人对虚构作品不屑一顾，觉得仅
仅是“小道”而已，对中国当代文学更是
置若罔闻。倘若你的生活只限于手刷琳琅
满目的微信推文，并以为这就是在认认真
真阅读，无疑你会错过一道道文学风景。
如果你错过的是庆山这部 26 万字的新小

说，未免有点可惜。
《夏摩山谷》 讲述了三个女人在时间

和空间的交错中相遇在夏摩山谷：如真曾
一心追求真爱，却总是收获伤心，好在后
来在自己的小茶馆里遇见解开心结的人，
去夏摩山谷邂逅了真爱；远音是个舞台剧
演员和导演，远离光彩夺目的舞台结婚生
子，却又心有不甘；雀缇始终在夏摩山
谷踏实生活，她勤劳隐忍，不求爱情，却
最终与自己的爱人相遇。

作家止庵曾评价庆山的作品是“小
众的文字被大众阅读”，因此她的作品
在畅销书范畴中，饱受争议并被贴满各
式标签。但她似乎对外界的声音一直没
有回复争辩的兴趣，一意孤行继续做她
自己，反而更加扎实地树立起一种可以

称之为“安妮宝贝体”的写作风格。从
2000 年网络发迹，到逐渐离开网络在
纯文学领域深耕，再到后来成为诸多国
内新晋都市情感题材创作者的模仿对
象，可谓深深影响了 80 后、90 后两代
人的青春。

在我看来，庆山的创作一直是向内探
索的，撕开人性种种浮光掠影的表象，深
掘出光明、善良，也比对出其中或隐匿
或直接暴露的黑暗，最后剔除它们，达
到一种净化心灵的作用。庆山用不疾不
徐的语言将它们一一摆设出来，更有勇
气一边摆设一边撕破，在充满高密度哲
思的夹叙夹议中，潜移默化地向读者传
递出一种特立独行的处世哲学，关乎人
际及人与世界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

讲，庆山就像一个不厌其烦的布道者，
将 她 7 年 来 阅 读 有 关 宗 教 （主 要 是 佛
教）、植物、生活美学的书籍、知识、感
悟，通过这部长篇小说，向她的忠实追
随者完成了一次集中宣讲。

是的，从 2006 年的长篇小说 《莲
花》 起，那个还叫着“安妮宝贝”的写作
者就开始不屑于用繁复的故事性取悦、讨
好文坛和读者。之后的 《春宴》，人物和
故事已然成为作者表述的工具。知识干
货，“她说”“他说”思辨式的人物对话，
极具美感的书面语言，连同这本由绵密的
心灵阐述、佛教知识交织后传达出种种深
意的 《夏摩山谷》，一起构成了愈发超脱
于俗世的新庆山。

（作者系文学硕士、资深互联网媒体人）

深度叩问心灵旅途的内观之作
鲍磊

“我家保留了40年来的全套刊物，一
期都不落，它们对我非常重要。我常常需
要从中查阅一些史料，那是从别的地方找
不到的。”现代文艺理论家胡风的女儿张
晓风回忆说，当年第一次到 《新文学史
料》 杂志社时，编辑部的楼下是住家，还
有煤炉。但就是在这个简陋的地方，出版
了 162 期杂志，留下一批重要文学史料。
近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现代文学
研究会、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共同主办的
“ 《新文学史料》 创刊 40 周年纪念会”
在京举行，与会学者、作家们分享了自己
与 《新文学史料》 的故事。

1978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名家
楼适夷、韦君宜、牛汉等创办了这份以收
集和保存五四以来文学史料为宗旨的刊
物，呼吁老作家撰写回忆录，呼吁文学工
作者挖掘、考证史料，希望以一刊之力恢
复文学记忆、打捞久已湮没的五四新文学

光荣传统，为特定时期的中国文学走出幽
闭、偏狭、僵硬之困局，走向丰饶、开放、鲜
活的新境界，作出贡献。史料家朱正回忆，
他接到创刊号后立即读了一个通宵，判断
道：“这份刊物是必将传世的。”

40 年以来，《新文学史料》 刊发了众
多知名作家的回忆录、自传、日记、书
信。如茅盾的 《我走过的道路》，丁玲的

《魍魉世界》，胡风的回忆录、日记、书信
及 《鲁迅同斯诺谈话整理稿》、“文联旧
档”“冯雪峰外调材料”等一大批珍贵的
第一手史料；也刊登了文学研究工作者撰
写的作家小传、评传及偏重资料性的专题
研究、访问、调查、考证、年谱等，如

“路翎专辑”、《文坛师友录》《张爱玲文坛
交往录》《口述历史不可尽信》 等重要史
料，既有亲历者个人的回忆，又有研究者
多方考证的“史家拍案”。

《新文学史料》 拥有众多忠实读者，

很多人从创刊号一直订阅到现在。著名作
家孙犁在世时曾写专文夸赞，称 《新文学
史料》 是他保留的唯一一份刊物，经常用
牛皮纸包着放在床头，从不外借。来自安
徽的许华斌和许馨父女两代人从创刊号开
始订阅和珍藏，许华斌在双目近乎失明的
情况下，靠听力语音帮助女儿完成了史料
百期的文献分类，许馨的母亲则帮助校
对。2003 年，许馨自费编辑出版了一部

《新文学史料百期索引》。
《新文学史料》 主编郭娟说，老一辈

编辑家牛汉先生的历史责任感以及探求
历史真相的勇气，给她留下很深的印
象。对于 《新文学史料》 而言，求真、
最大限度逼近历史真实，是宗旨；真即
是善，即是美。“我们站在巨人的肩上，
受着前辈的荫庇。所以感恩，致敬。致
敬前辈，就是致敬传统，并努力承续他
们留下的事业。”

一部中国新文学的大型“回忆录”
本报记者 却咏梅

书与人

纸现场

《拯救王子的公主》封面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