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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漆蓝书简：被遮蔽的江南》（黑陶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是一部由心
灵呈现的空间之书，书中记录的江南50
个乡镇，地域范围涉及苏、浙、皖、鄂、赣
五省。作者黑陶搜集历史文化意义上的
江南，他的描绘并非风景的表面记录，那
些冷峻苍郁的随性文字，拒绝廉价浪漫
和甜腻风格，是心灵严肃朝圣的过程。

该书在南方黏稠的话语里徜徉，在
地方史的地理深处研磨，触摸到南方湿
地文明背后的秘密。那些黯然随风飘逝
的故事，风雅或朴拙，甘醇亦痛楚，平淡
而隽永……浸润山岳大地，深染古风乡
气，黑陶笔下的江南是扎扎实实的文化
中国，穿透文字，进入血脉。

江南之于黑陶有股神秘的幽力，来
自文明创始者悠远的呼唤，一个个个体
灵魂复活，需要通过印证而抵御被时代
遗忘。时间都是曾经，瞬间可以铸就历
史，而我们常常忘了从何而来！山丘、田
野、湖泊、村貌的自然景观无声消隐、改
变着，而大地上的生活者被线性前进的
历史观裹挟，疏于回首。

一位满载乡愁的独行侠，仿佛贴地
而行，黑陶用裹满尘土的身体、亲吻大地
的姿势、田野调查的严谨，走过了那些喧
闹或萧条的村镇，每一处都留下锐利的
思想以及对于呼愁（帕慕克）的回答。他
散淡若行吟诗人的目光数落着，将长江
流域千年深隐角落的前世今生与历史幽
情重新勾连起来。作家用一种近乎自然
主义的冷酷写实，饱含深邃的情感，对人
间沧桑背后价值的深刻认同，显示出某
种与古老吴越大地相匹配的诗意与决然
气质。

他的乡村意象里，时光交汇处不觉
今夕是何年的恍惚绵延不绝。每每与现
实生活交织在一起，犄角旮旯、繁俗世
镜，像春夏江南的天气，每一回变幻都牵
动心境。特别适合午后阳光的日子里，
于浓荫下闲读，点点滴滴与碎光一起咽
进肚里。

黑陶寻访那些曾经繁华，如今萧条，
甚或湮灭的乡村文明。用文字复原那段
记忆，用现代眼光重读历史，探求存在与
时间的本质。在那些被误读或被抹去痕
迹的地方，任由历史的幽思找回不该被
忘却的东西。历史记忆若遗珠，每个寻
常的屋子背后都可能藏有惊天动地的过

往。我们的集体记忆习惯选择性对待，
那些故事渐渐地会真正被彻底忘却。黑
陶的文字为人们抵抗着这样的遗忘：哪
怕现实已经诸多不堪，他执拗地为世人
拾回曾经的宏大叙事。

他将自己抛入这些古镇，预设乡村
变迁背后的荒诞及种种疑问，以人类学
的情怀，光影流连中惋惜之情跃然纸
上。乡村凋敝，江南断简。他不厌其烦
地描绘这浮世人相、百业样貌，有种拼命
为即将消失事物记载的冲动，内孕复杂
的焦虑隐忧，悲悯意识来自对底层生活
的挚爱。关于享受，现代人尤其所谓的
城里人其实已经走得很远，迷失于新物
品、新体验的不断涌现。消费快乐背后
是否有永恒的承继、不变、等待？作者时
不时用笔尖来发问。

最让人着迷的，是那些旅行中偶遇
到的乡野人生、底层命运，他的笔触如此
钟情于社会的神经末梢。传统社会尚存
的人间温暖，在偏狭的自然环境中，劳者
自尊，对生活与命运的安然豁达。作家
与他们具备相同的生活理念，因而坚守
质朴对于黑陶有种难以言状的价值，而
这是山林湖边生存幸福的最大公约数。
对底层寻常生活的迷恋，或许是童年生
活再次复活后的欢愉——文字排列上的
骄矜、繁密、绚丽。一个想把活着本身当
作纯粹精神的寻道者，旅行中他就是个
不折不扣的理想主义诗人。他刻意用投

宿乡村旅馆而非住星级酒店，只搭农村
各种交通工具而非乘越野车的方式进入
考察现场，只为更好地隐身乡野，保持地
气充盈。假如没有身体力行，那只不过
是度假，将丢失文化体验之真味（历史沧
桑感尤甚）。他曾独自翻越两省交界的
荒山峻岭，与山顶寺庙的孤独僧人对坐
长谈。他感受着时间和山风如何浸润身
体，他自有他个人的自然观和大地观。

黑陶的叙事里尽是印象派的画面，
如同一部后现代式的纪录片，疏离深
度，也不设边界，任文字随心所欲。黑
白影调，深描浅吟，看似漫不经心，如
游荡的街拍摄影者，其实是乡村生活节
奏的绝妙翻版。他在追寻千年以来某种
乡村起承转合的内在规律，他用了凡夫
俗子的卑微之心，最平静的脉搏心跳，
试图靠近那些地方和故事，聆听历史的
声音，并且悄悄地不带走一片云彩。用
非精英主义的态度，重写一段痛楚及诗
意的文明。

黑陶喜爱零度写作，依笔而行，照
相机般记录所见事物：精准、客观、白
描。文字的摄影术，魔幻中对真正现实
的崇拜，是“物质现实的复原”（克拉
考尔），别有一番历史与现实的再现魔
力。为读者预留想象空间，似乎邀请共
游而不是自诩为终极解读者。此般民主
笔法，竭力维持眼睛第一瞬间的印象，
以作者（写作）的弱势凸显文本的可写

与开放性。黑陶为何喜欢用文字“照
相”？新写实主义回归？书中大量地纯
粹抄录，充满碑帖一般的原始照相主
义。也许作家认为如果放任修辞对现实
的介入，那么臆想、猜测会使它染上主
观色彩。生活本身已经足够强大，乃是
最伟大的艺术本身，在此，任何加工都
不过是东施效颦或画蛇添足。让生活场
景自由、客观呈现，即是最好的描写。

以我的浅见，黑陶的写作是难以归
类的文学实验，犹如书写一部个人版的
地方志书，晕染出一幅由诗性汉语重新
打磨过的人文地理史册。这些是他写作
的典型时刻：词语暴力组合，意象堆
叠；自然主义，照相式景物实录；档案
形态，生活流记载。他的小镇速写，与
《清明上河图》异曲同工，只是现代版
里衰败气息氤氲其中，少了风雅，剩下
现实微微的叹息。他不惜将一条河上的
桥名都一一记下，看似闲笔，实则用意
不凡，生怕岁月磨去痕迹。他像保护古
物、非遗宝贝那样书写一个广场、一座
老屋、一段日常生活。作者说，历经沧
桑而不改沉默奔流，像我崇敬的精神。
他去拜谒伟大的灵魂，通常也是去这些
地方的理由，例如石门湾——丰子恺、蕲
州——李时珍、鄣吴——吴昌硕、黄梅
——慧能、鸿声——钱穆、屺亭——徐悲
鸿。他写农村集市，大浮庙会上各种脸、
发、唇、鞋，极简描绘，所有商品的罗列，
不分详略，没有取舍。他相信非虚构写
作的力量，也就是不需要夸张，期待现实
事物本身的魅力——文本具备留给历史
所有真实的文学信息的巨大自信。在一
个娱乐过剩、故事过剩的写作时代，返璞
归真才是真正的文学。他想解放被钳制
的审美范式：朴素、粗粝、原始、欢腾，从
另一个领域抵达真理。

诗人承袭起南方男子独有的内敛执
着，历时数年，以制陶人般的坚毅精
神，呼吸于乡野河港、市井陋巷，让喑
哑的地方史发声，用一个真正的民间江
南对抗典籍诗行里的粉脂苏杭。黑陶的
《漆蓝书简》，自带坚实的大地光芒，如
缓缓流淌的火山熔岩一样能量惊人。他
的笔调，创造出散文与诗的双重交响，
读来仿佛深吸古雅之气，恰如一首余味
深长的江南乡愁之歌。

（作者系艺术评论家）

一首余味深长的江南乡愁之歌一首余味深长的江南乡愁之歌
——黑陶散文集《漆蓝书简》读札

徐杰

品书斋

滋味坊

罗卫华是我二十多年前的学生，还
记得她当年在清华大学当学生时候的样
子，每次在全国比赛之前，我会辅导她
指挥，给她上课，她很勤奋，在音乐上
也很有灵性。大学毕业、出国留学、工
作，又当了妈妈，我想，其中最可贵的
是，她从没有放弃过合唱，音乐一直伴
随着她的生活，她也一直坚持对音乐的
学习和实践。

最近几年，又听到她的好消息，知
道她放弃了从事多年的金融业的高薪工
作，开始全身心投入到艰苦的音乐教育
工作中来。虽然金融界少了一名女将，
但孩子们却多了一位优秀的老师，我觉
得这个选择对社会、对她个人都更有意
义。罗老师不仅重拾了她多年热爱的合
唱艺术，更重要的是她在早期儿童音乐
教育领域做了很大的创新：带动父母，面
向家庭，推动早期儿童音乐教育；将经典

作品大量、广泛地运用到早期儿童音乐
教育中；通过新科技、互联网，实现课
程标准化，快速普及课程。

首先，音乐是生活的一部分。我非
常赞同罗老师无论是课堂还是多种音乐
活动，都能够让父母深度参与其中，不
仅可以让孩子们成长在一个有音乐滋养
的家庭环境中，还可以集合社会的力量
推动音乐的普及发展。

其次，罗老师把经典的大部头作品
精心设计成游戏，让孩子们在欢蹦乱跳
中学到了音乐的内核，这一点我很欣
赏。在我们的传统音乐教育中，儿童音
乐教育多用儿歌等素材，大多数形式也
就是唱唱歌、打打节奏。一提到歌剧、
交响乐，就是高小以上的教学内容，就
更不要说作品分析、配器等专业内容，
这些都要等到大学专业课程才会学习。
我曾经邀请罗老师在“畅想未来”全国

青年合唱指挥沙龙上发言，她作了题为
《从指挥开始，超越指挥》的主题宣讲，在
她生动有趣的课例分享中，我看到她把

“马勒第一交响曲”、歌剧“卡门”这样的
大题材，通过各种孩子们熟悉、喜欢的活
动形式，编排到0—8岁孩子们的音乐
课堂中去，用绘画、歌唱、肢体运动、
乐器合奏等活动，解构了看似复杂的大
作品，让孩子们感受到了音乐语言描绘
出的大自然、人物形象、丰富的情感、数
学般美妙的结构，通过音乐延展到了人
文、科学和艺术的很多领域。

歌唱对于儿童早期音乐教育有良好
的影响，并且可以推动孩子对多种器乐
的学习，合唱团经历对于孩子社会化程
度、领导力提升以及多元文化的汲取有
重要的作用，这些观点应该让更多的家
长和教育者理解，这也正是罗老师努力
推动的事。

世界名曲，离儿童的世界很近
吴灵芬

在我怀孕的时候以及孩子出生
不久，作为一个刚刚晋升成“母
亲”的人，我对这个新身份寄予了
一个美好的愿景：我要给孩子足够
的自由，让他自主地成长为他自
己。是的，孩子，自由是我能给你
最好的爱。

没过多久，等到孩子会爬、会走
了，他成了一个小探险家，到处要去
摸、去抓、去咬、去摆弄，这时候我发
现自己怎么一天到晚跟在他身后急
着喊：“哎，不行！不可以！不要
弄！”说好的自由呢？说好的要呵护
他的探索欲和好奇心呢？

好吧，原来教育不是一个美好
的宏愿，也不只是一个诱人的理念，
它需要我践行到与孩子相处的日常
里，吃喝拉撒睡，每一桩、每一件的
小事里。这对我真是巨大的考验。

为什么理智上拥抱和服膺的道
理，做起来那么难？或许正是这样
的追问，开启了一场向我自己内心
深处的探险。

一长段时间里，我跟孩子朝夕
相处，我和他的相处史也是一部碰
撞史。每天都是密集的碰撞，每一
次都让我仿佛面对“灵魂的拷
问”。但每一次碰撞，其实都是一
次照见，照见我内心里究竟是什么
在驱使我去禁止、限制、干涉孩
子。这种照见发生在他去玩路边积
水而我百爪挠心的时刻；发生在他
对一根锈蚀的破水管着迷不已而我
忍不住想说“这有什么可玩的”时
刻；发生在他慢吞吞地吃着饭而我
恨不能立刻动手把饭塞进他嘴里的
时刻……总之，发生在这个不带任
何成见的新生命，用他活泼的言
行，激起我内心各种不适的每一个
时刻。

就这样反复地碰撞、反复地照
见，慢慢地我在内心“神秘的深
渊”里窥见了什么呢？噢，原来那
里堆满了各式各样的信条——“这
样不行！”“那样不可以！”“应该这
样做才对！”“应该那样做才好！”
事无巨细，一应俱全。它们共同编
织成一套“代码”、一个系统，在
我脑子里自动运行。乐观地看，它
们构成了我这个人看待世界的视
角、体验世界的方式、为人处世的
指南；但换个角度看，它们也筑就
了我的“精神牢狱”，打造了我的
内心桎梏——因为它们都自命正
确、非如此不可，那势必就会排除
掉生命无数的其他可能。而这世界
和人生的复杂深邃之处就在于，除
了少数已被人类坐实的铁律之处，
很少有什么是必然正确、非如此不
可的。

现在好了，那个小野蛮人来了，
他的一言一行都在挑战着这些信
条。于是警报无声地响起，我们因
而感到各种挫败、沮丧、失望、不安、
焦虑、烦躁，当然还会气急败坏、怒
火冲天。这些不适的情绪和感受，
仿佛无情的小鞭子抽打着我们，于
是我们想方设法、苦口婆心、不遗余
力地去让这个小野蛮人按照我们的
信条行事。简而言之，听我们的、符
合我们的期待，也就是在这个过程
中，控制发生了。

有时候，我们用引诱的办法，
比如“乖，你要是不哭，我就给你

买糖吃”“你要听话，好好表现，
我就给你买玩具”“你要是能考
100分，我就带你出国旅游”等。

有时候，我们则动用强硬的惩
罚：指责、叱骂、羞辱、嘲笑、恐
吓，或者剥夺孩子的某项权利，比
如不许吃晚饭、没收心爱玩具。当
然，有时忍不住了还可能给他来两
下子。

这种时候我们难道不是在“教
育”孩子吗？不是的，这种时刻发
生的一切跟教育无关。因为那一
刻，我们是被这些情绪“劫持”
了，成为这些情绪的“奴隶”而不
自知。这种时刻我们所做的多半是
为了缓解自己情绪的不适，如此而
已。这些情绪驱使着我们去攻击、
去控制孩子。而教育，与攻击无
关，与控制无关。

在我看来，家庭教养和亲子相
处中的种种问题，大半都源于此。

于是，在日常中，我们会不自
知地去侵犯孩子的精神边界，破坏
他们对自我的体验、认知和接纳：

“你怎么不吃饭？怎么吃这么少？”
“你快别哭了！这有什么可哭的
呢！”“你真是烦人！”“你看别人家
的孩子”…诸如此类。控制会让一
个孩子不同程度地远离他的自我。

读到这里，也许你会想：天
啊，要这么说，父母还能管教孩子
吗？

当然能，也必须能。确实有一
些必要的边界，需要我们帮助孩子
去探索、辨识和适应，也确实有一
些美好的品质，比如独立、自主、
善良、富有责任感等，我们可以去
培育、引导。我们作为来到这个世
界的先行者，也确实有一些智慧可
以跟作为后来者的孩子分享。但这
些一定不是发生在控制的时刻，也
不以控制的方式来分享。

那我们又能以什么样的方式去
管教孩子呢？

这就需要我们去寻找新的智慧
和方法。不过我相信，如果我们能
看见自己内心的控制欲，看见这种
控制欲如何运行，改变就会发生，
新的智慧和方法将从中产生。

这个过程确实很难，可谁让我
们又是那么深沉地爱着孩子呢。现
在我能想到爱孩子最好的方式，就
是我们自身能跟他们一起成长。

其实我怀疑，我们的控制往往
源于某种更深层的恐惧，这些恐惧
大多根植于我们自身的成长经历、
过往体验。大概正是因为这些恐
惧，我们总想紧紧抓住些什么，让
自己感到可控、安全，而我们的孩
子，常常成为我们最想要抓紧也最
容易抓紧的那个人。

孩子一岁时，我向朋友感慨
说，“傲慢的成年人”；过了一段时
间，我愤愤地说，“丑陋的成年
人”！然而慢慢地，我触摸到我们
内心照不见光亮的幽暗、孱弱和创
痛。我没有了批判，也没有了愤
怒。那就是我啊，那就是我们啊。

养育孩子真是一场意想不到的
神奇旅程，我从未预料到，它以这
样的方式让我更多地理解了自己，
也因此能够更好地去理解他人。

《孩子，我愿意这样爱你》 包丽
敏 著 青豆书坊/湖南教育出版社

养育孩子，
是一场向内心深处的探险

包丽敏

书与人

《罗指挥：儿童如何学音乐》（两
册） 罗卫华 著 现代出版社

把握整体思路 创新红色教育方式

100多名青少年“革命家”，或为支前民工中
的挑夫、粮秣员，或为解放军战士中的排长、通
讯员，吃着“三红”、推着独轮车，奔走在淮海战
役“前线”上……这是“淮海战役”主题红色体
验的一个缩影。此外，队员还要进行“定向越
野”“突破封锁线”等9个环节红色故事体验。

凡事预则立。工程实施之初，徐州团市委、市
少工委按照少先队教育思想性、队员主体性、活动
自主性和实践性的特点与要求，确定了“构建情景、
激发情感、实践体验、评价引导”的红色教育设计思
路、实施原则。红色教育以传承红色基因为主线，
以体验教育为基本途径，按照“认知—感悟—认同
—践行”的规律，以青少年“五感”（视觉、听觉、触
觉、嗅觉、味觉）体验为方式，将红色教育与情景化

体验、参与性体验结合起来，对红色资源进行内涵
分析、主题提炼、氛围营造、项目设计、实施评估等，
初步构建了连接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
红色教育“时空枢纽”。

坚持思想引领 拓展红色教育路径

“我理解了‘人民都选择了共产党，站在共产
党的这一边’这句话的道理。在淮海战役中有
500多万老百姓冒枪林弹雨、忍风雪饥寒，为战
争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原来是共产党领导解
放区老百姓进行了土地改革，让他们分到了土
地，站起来了！”这是玉潭实验学校吴咏瞳参加体
验后的感言。

青少年思想引领和政治启蒙是少先队组织的
主责主业。徐州少先队抓住“红色品质课程”的
研发和编制的核心，围绕“红色启蒙”“红色体

验”“红色信仰”“红色文化产品”，以“淮海战役
主题体验”“追思革命先烈体验”“抗战主题体
验”为线索，以“专题教育、互动教学、现场教
学、体验教学”为重点，坚持联合整体、动态开
发的模式，形成了具有徐州特色的红色教育模
式。一是以语言、文字为媒介的教学方法，包括
讲授式、案例式和讨论式教学。二是以音乐、影
像、实物为媒介的教学方法，包括音像式、展示
式和演出式教学。三是以实践体验为媒介的教学
法，包括参与式、体验式和研究式教学。

形成有效机制 确保红色教育实效

徐州团市委、市少工委从制度、人员、阵
地、经费上给予保障，为提升红色资源的利用提
供了良好的条件，形成了“团市委统一扎口、多
方共同实施与评估”的良好格局。

一是凝聚了一支以高校学者、一线校长、辅
导员为代表的科研队伍，担任红色教育设计和内
涵挖掘，使得游戏创编、故事选择、过程控制更
符合青少年思想意识形成的特点与规律。二是以
团市委、市少工委为主导，社会化运行的太阳花
基地进行研究成果的“孵化”，使得研究成果外化
为青少年易于接受的载体与方式。三是在内容项
目设计、活动实施原则、活动组织实施、活动效
果评价方面进行综合筹划，使红色教育从时间、
空间、内容、效果上都得到了保障和落实。四是
联合社会专业机构，如活动策划、游戏创编、视觉应
用、人际沟通等各方面的人士，一起策划时代感强
的、孩子们喜欢的具体内容和方式。

经过积极探索和总结完善，徐州“红色筑基工
程”内涵得到有效延伸，实现了红色教育由古板到
鲜活、从静态参观向动态体验的转变，构建了青少
年思想意识引导的新路径、新载体和新方式。

（刘永前 黄萌萌）

把红色资源利用好 筑牢队员信仰之基
——记江苏省徐州少先队“太阳花红色筑基工程”探究红色体验教育路径

江苏徐州是一座英雄城
市。在中国共产党创立和国民
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
时期涌现了很多优秀的红色人
物、革命事迹，遗留了丰富的
红色资源，这些资源承载着催
人奋进的红色传统和红色基
因，是宝贵的精神财富。

徐州少先队按照“把红色
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
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的要
求，推进“红色筑基”工程，
强化红色引领、用好红色阵
地、编制红色课程、构建红色
课堂、打造红色线路、研发红
色文创，向青少年讲好红色故
事，为他们茁壮成长描绘了鲜
红的底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