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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粒与星尘》（安徽少年儿童出版
社）符合儿童文学作家薛涛一贯的写作风
格，有天马行空的想象，也有掷地有声的
单纯，但这部作品又有些与众不同，其对
人与自然的思考要更加深邃。故事中的
孤独老人砂爷、两个相似的砂粒、孤鹰虎
子、公鹅公爵⋯⋯这些自然万物在这个故
事里上演了一幕可歌、可颂和可泣的传奇
大剧。

在书中，人与自然没有绝对的中
心，也没有绝对的和谐，更没有绝对的
胜者，双方总是在主客体的不断转换中
丰富着彼此的内涵。薛涛没有过度凸显
自然的伟力与人类的贪婪，而是在乌粮
这座渐渐被沙化围困的小村里，小心谨
慎地探寻着人与自然之间微妙的博弈关
系，读来让人思索良多。乌粮的人与自
然的关系似乎有些暧昧，人类没有穷凶极
恶地对待自然，自然也没有肆无忌惮地报
复人类，双方似乎只是在不断试探着撩拨
对方的底线。比如为了阻止沙化，乡政府
在沙地边缘种上了樟子松、砂爷在自家门
口种上了桦树⋯⋯人类似乎一直在依靠
补给自然的方式来阻止自然的威胁，砂爷
的“小屋左右两侧各伸出两排桦树栅栏，
摆出跟风沙周旋到底的架势”，面对风沙
的挑战，人类从来没有真正放弃过；而
自然也在不断突破着人类的防线，可就

在即将战胜人类时，沙子又总是会给乌
粮仅剩的人类留下一线生机，这也许才
是人与自然关系的真正奥秘，也是薛涛
的智慧所在，他看透了人与自然本就一
体的关系，人类战胜不了自然，而自然
也毁灭不了人类，二者总在一种对立中
寻求一条共生之路。

作者的这种自然观让人欣赏，他既不
宣扬“人定胜天”的唯意志论，也不对自然
持卑微的谄媚态度，而是一切顺其自然又
自然而然。砂爷之所以不离开乌粮，是因
为根在这里，也因为这里还有一份亲情的
等待，而大自然似乎也感受到了这份执
念，在乌粮陪伴砂爷一同等候，这才是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完美呈现。

在《砂粒与星尘》中，动物也是主角。
薛涛充分尊重了动物的自然天性，但又在
此基础上做了奇妙却又合理的想象。首
先，作品中的动物没有逾越各自的物种属
性，这是保证乌粮自然氛围单纯性和原生
态的前提。其次，作家在尊重动物自然属
性的基础上，展开了其最具魅力的一面，
即动物想象。在作品中，无论是以人的视
角看动物，还是以动物的视角看人，抑或
是动物间的互看，这些视角的相互堆叠让
这部作品中的动物们多了一丝人性，薛涛
便在这丝人性中展开了对动物心理的有
效揣摩，让很多动物主人公形象变得愈发

生动起来。就拿薛涛着墨较多的公爵来
说，它本是一只普通的公鹅，可在虎子的
无视和与左边狼的搏斗中被激发出了原
始的野性和飞翔的斗志，公爵的心理演
变之路被作家刻画得极为精准，虽然一
遍遍的飞翔练习都失败了，但公爵依靠
俯冲之力砸倒新狼王和最后乘着狂风飞
上九天的壮举，深深地震撼着每一位读
者。公鹅的这份不放弃、不抛弃的执着
让人感动，而它的行为似乎也给了读者
更深切的思考。薛涛的这番动物想象也
许有些高于生活，但却让人类在与动物
的对望凝视中去重新、全面认识自己，因
为动物身上的某些闪光的动物性正是人
类在漫长进化过程中被逐渐泯灭或掩藏
的本真人性，这些动物形象中无不隐藏
着薛涛的这份哲学思考。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薛涛还有一层
更深沉的思考和安排，那就是两个砂粒的
隐喻。在书中，大自然仿佛就是一面镜子，
两个砂粒在这面镜子中照见了真正的“自
我”，他们的出走便是要在大自然的历练中
将“自我”变得完满。从这一点上来看，《砂
粒与星尘》是带有突破性意义的，它已经不
再局限于一般儿童小说的意义架构，而是
从更高的精神层面去观照人的成长。

其实，在这部小说中最早出现的“砂
粒”是砂爷，他也在小时候出走又在三年后

回归，也许像这样的“砂粒”有千千万，他们
就像浩瀚星空中的星尘一样微不足道，“在
沙地和草原上，砂粒就是一粒沙。沙地和
草原是大海，砂粒是掉进大海的那根针。”可
砂爷却靠一己之力对抗着大自然挥舞起的
风沙，在乌粮这个有念想的地方等待着儿
子的归来。砂粒的归期无从得知，但读者
却从中看到了一位从小到老都顶天立地的
辽北汉子。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复杂的、微
妙的，薛涛在《砂粒与星尘》中给了人们一种
与众不同的带有哲学意味的思考。

（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

一次关于人与自然的深邃解读一次关于人与自然的深邃解读
——评薛涛长篇小说《砂粒与星尘》

王家勇

读家报道 阅读现场

“同学们，今天我们一起来读
一 个 有 趣 的 故 事 《寻 找 小 英
雄》。读的过程中，你需要思考
几个问题：小英雄有哪些明显特
征？校长为了集合有这些特征的
人，做了些什么？你发现了什么
问题⋯⋯”这是一堂三年级数学
课《集合问题》，北京师范大学亚
太实验学校教师魏睿以绘本《寻
找小英雄》为情景和线索，引导学
生读着故事、玩着游戏就把集合
问题、不同集合之间的关系（子
集、交集、补集）等知识学会了。

相对于语文，数学阅读似乎
是个新鲜话题，其实不仅是数
学，物理、化学等各学科的阅读
一直都存在。浅显如小学应用题
的题目、图表，深奥如大学数学
理论的学习，哪一项不是阅读？
从近年来的中高考试题可以看
出，对学生阅读能力的要求有较
大提升，对学生阅读理解深度、
准确度、速度也提出了较高要
求。阅读在各种考试中已经不再
是简单的情境再现，而是把更多
题目融入到考查知识与能力当
中，从而更好地体现对学生学科
核心素养与综合素养的考查。

近日，主题为“基于学科核心
素养的全科阅读教学创新实践”
的 2019 年北京市教育学会学术
年会分论坛暨 2019 年西城区教
育科研月现场会在北京师范大学
亚太实验学校召开。大会通过语
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等学科
教师的12节阅读研究课、校长主
题报告、学科教师论坛以及专家
互动对话等，集中展示了北师大
亚太实验学校近年来在各学科进
行全科阅读教学的创新实践，探
讨了全科阅读促进学生学科阅读
能力提升与各学科核心素养养成
的价值、规律和策略。

“全科阅读打破了传统阅读
局限于文史哲社的理念，将学生
的阅读能力和培养置身于多学科
的视角体系中，提升了学生的阅读

素养，提高各科学习的原动力、自
主能力，促进了学生核心素养的形
成和全面发展。”北京师范大学亚
太实验学校校长徐向东介绍，在

“教育浸润生命”以及全科阅读理
念的指引下，北师大亚太实验学
校以落实学生学科核心素养为目
标，开展学科阅读教学指导和实
践，在各学科阅读中探寻共性规
律，培养学生基于学科需要的阅
读习惯、阅读态度和阅读能力，取
得了良好的育人效果。

在学科教师论坛上，北师大
亚太实验学校的语文、数学、英
语、文综组和理综组的教师们展
示了不同学科在全学科阅读中取
得的进展与成效，也体现了这一
过程中学科之间的相互交融与
促进，为全学科阅读下一阶段更
深入的研究提供了思路与经验。

宋东丽老师介绍，小学数学
组根据不同年龄制定不同的阅读
策略，形成了完整的阅读培养体
系。现在正在将数学阅读活动延
展到数学故事编写中，引导学生
充分体会数学的趣味性及在生活
中广泛的应用。

赵永生老师说，理综组重新
整合了教学资源，包括国家课程资
源、社会资源、图书馆资源（校本资
源）等，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学科
相关阅读材料，尝试将学科阅读融
入课堂教学。使学生通过阅读，
找出问题的主要信息及特征，加
深对于概念、规律的理解及应用。

“学校情景下的阅读教学应当
拓宽阅读内容，并不只有文字需
要读，图片和表格同样需要阅读
能力，所有与视觉相关的读都是
阅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春密
提出，“我们的教学应该向游戏学
习。游戏之所以吸引人，因为它
有很强的情景感，而且里面设置
了相应的等级，使人体验到克服
困难、过五关斩六将的成就感，
这些也给我们的教学一些启发和
思考。”

如何提升全学科阅读素养？
本报记者 却咏梅

蔓玫是“90后”作家、知名插画师。曾
被评为知乎 2014 年度荣誉作者，因为用
清丽流畅的文字、清新可喜的插图、渊博
而丰富的知识进行专业的植物学科普，而
被网友称作“知乎花神”。但正如她在新

书《抑郁生花》中所说的：这并不是全部的
她。她在18岁时被确诊为重度抑郁症，在
最好的年华里，她一直在与这个自己形容
为“恶鬼”的疾病缠斗，有过起落与反复，
终于获得与“它”的和解。而这本书便是
这一场战争结束、硝烟弥散后，她写下的

“心灵自传”。
在书中，她以令人惊叹的诚恳和勇气，

写下了罹患重度抑郁症期间的挣扎与感
受、治疗过程中的痛苦与煎熬、家人朋友网
友甚至专业的大夫对这一病症的误解等。
除此之外，原生家庭关系的紧张与关切、亲
密关系中的距离与信任，以及自我实现的

路径与压力等都在探讨范围之内。这些既
是带有作者印记的独家记忆，亦是很多人
可能面临的心灵困境与成长缩影。

有人问她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在近日
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举行的《抑郁生花》新书
发布会上，蔓玫坦言：“如果我不去说，不去
想清楚这一场大病的前因后果，那么我的
心仍是不健全的。只有彻头彻尾把它们搞
清楚，说服我自己，我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
的‘好’了。”对于她个人而言，这本书既是
倾诉，也是对自己、对生活的审视。

矢泽爱的动漫《娜娜》中有一段话在
蔓玫最难过时支撑她走过来，“我的人生

本来就是三流电视剧，别人怎么添油加
醋，传说我黑暗的过去都无所谓。只是，
迈向光明未来的剧本，我要亲自来写”。

在如何面对抑郁症或者个人情绪问题
上，蔓玫认为：“没有什么比你自己觉得‘好’
更重要。你首先得接纳这种状态，接纳你自
己身上有你控制不了的地方和负面情绪。
很多人喜欢说，你‘战胜’了你的抑郁情绪，
你打败了它，但我不觉得是这样。”

蔓玫将自己和抑郁症的关系描绘成
和解而携手同行。事实上，每个人都需要
跟自己内心的困境和解，真正地接纳自
己，方能从阴影里，向着阳光生长。

没有什么比你自己觉得“好”更重要
李明

阅读推荐

2019年11月16日，由二十一世
纪出版社集团主办的舒辉波生命成长
系列《天使的国》新书分享会在上海
国际书展上隆重举行。著名儿童文学
评论家徐德霞，著名儿童文学作家、
评论家李学斌，全国“百班千人”读
写计划导师曹刚和本书作者、著名儿
童文学作家舒辉波出席了发布会，《少
儿文艺》执行主编、儿童文学作家谢
倩霓担任主持嘉宾。与会嘉宾以“生
命中的轻与重——我们该给孩子什么
样的生命教育”为主题，结合《天使
的国》艺术特色与思想价值，就生命
教育的重要性、如何引导孩子构建成
熟健全的生命观等方面的内容展开了
热切的探讨。

生命成长是儿童文学不
变的精神底色

徐德霞：虽然舒辉波这些年的作
品在题材上差异性很大，但是看到他
这部新作 《天使的国》，我才清晰地意
识到，其实他一直以来都在关注孩子
的成长，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人生命运
和人类的精神世界。《天使的国》 不是
一部简单的成长小说，内涵很丰厚，
涉及细腻丰富的少女情感世界，真诚
积极的心灵救赎，对命运不屈的抗
争，对人生对命运多层次多角度的解
读。在这里“爱”不是一个简单的符
号，作者赋予了“爱”深刻的内涵、
丰富的层次、形象的表达。不只适合
少年阅读，也适合成年人特别是家长
阅读，不同层次的人会有不同的感受。

曹刚：当下的教育更多的是一种
强调自信的教育，这种教育没有告诉
孩子学习技能和知识是为了什么。但
是对于一个人而言，他还有更重要的
东西需要明确：我为什么在这个世界
上，我是谁，我应该怎么活在这个世

界上，我该如何让自己的生命活得更
精彩。这就是生命教育。然而，实际
上没有一门课也没有一门具体的学科
在讲生命教育。我在读舒老师的 《天
使的国》 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深切的感
受，如果说我们的孩子能够觉察到自
己的生命不仅仅是为了职业发展，还
有比分数更重要的事情，那么，这个
生命是更有意义的。我觉得生命教育
有两个基本的维度：首先是孩子要觉
察到自身；其次在觉察的过程中，孩
子要学会反思自己的日常行为。我觉得
文学有一个重要意义，就是通过看见他
者来发现自己，明白原来我在这样一个
生命过程之中还有那么多同行者。

谢倩霓：要建构健全、成熟的生
命观，其中一个更好的办法就是让孩
子们认识到各种生命的状态，让他们
深入体会这种生命状态中真切的情
感。这种情感不管是痛苦的、绝望
的、悲伤的，还是快乐的、明媚的、
向上的，孩子通过自己的直观感受、
比对自己的生活以后，他们才会慢慢
拥有一个开阔而睿智的生命观。生命

成长与精神成长是舒辉波作品中永恒
不变的底色，他的作品情感饱满、真
切感人，总能在富有智慧的阅读中引
导孩子体验生命的丰富与宽广，让孩
子和大人都受益匪浅。

舒辉波：生命既有长度，也有宽
度。生命的长度是用时间来标量的，
因而生命长度实际上是差不多的，但
是每个人的生命宽度是不一样的。所
谓的生命宽度，我想应该是一个人的
人生阅历以及生命的活动范畴。在我
们这样一个和平的年代，我们的人生
经历其实也是差不多的，那么如何来
增加我们的生命宽度呢？我想更好的
成长途径就是阅读。阅读有两个作
用，一是通过体验和想象不同的人生
经历，让我们自己也变成一个丰富的
人，有丰富的情感，有细腻的心思，
能观照自己，也能体察别人。二是在
阅读中发现自己，发现自己到底喜欢
什么，想做什么样的人，并且在这样
的阅读中，渐渐地形成自己对这个世
界的看法。如此，我们的生命从横向
上来说，它其实是宽阔的、厚重的。

我们既能够认真地对待自己的生命，
思考自己人生的意义，也会善待他
人，对这个世界怀有悲悯之心。

苦难书写是儿童文学无
法回避的艺术命题

徐德霞：在这部作品中，我们看
到生活充满了磨难和变故，生命是沉
重的，精神是痛苦的，但是作者却以
艺术之轻举起了生命之重，让我们看
到青春的、轻盈的、跳跃的、升华
的、不断焕发华彩的生命活力是如何
对抗这生命之重，并最终化解它，消
融它，把苦难伤痛化为精神成长的动
力，这也正是这部作品积极明朗的主
题所在。

李学斌：《天使的国》 以其理性而
简约的情节架构为原创儿童文学的

“苦难书写”增添了一抹亮色。作品透
过两个女孩面对母亲逝去、父亲沉沦
等现实苦难时，由悲伤、迷茫、失

落、逃避，到勇敢、乐观、坚定、自
信的情感转型和精神蜕变，不仅写出
了童年和成年、孩子与家庭、苦难与
成长之间唇齿相依的关联，而且还借
女孩吴安琪心灵挣扎、情感释放、自
我救赎的过程，呈现了现实童年斑驳
而沉重的一面。小说不避人性之脆弱
芜杂、直击生活之迷离真相，既体现
了儿童文学反映生活所应有的题材宽
度，也在一定程度上抵达了少年心灵
成长的意涵深层。

曹刚：《天使的国》 直面苦难与死
亡，而抵达精神高位。面对人生，面
对苦难，我们都要学习并且从中觉知
到如何通往“更好的世界”。《天使的
国》 中安琪发现原来包括像陈千一还
有很多人都有各种各样的苦难，她通
过共情别人的苦难来慢慢地消解自己
的负面情绪，并体悟到生命当中有那
么多的不容易。在这个作品里面，所
有生命都有一些负号，通过不断看见
的过程，她慢慢就借由这些负号来转
化成正号。这样大家才敢于去面对其
背后存在的光亮。

谢倩霓：死亡是儿童文学里面比
较忌讳的话题，一般很多作家都不敢
涉及，而且会有很多的声音觉得不应
该让孩子接触这个主题。而舒辉波是
一个非常有力度的现实主义作家，他
的作品经常直面各种困境、窘境。《天
使的国》 就是在讲述至亲的死亡对孩
子造成的影响，孩子在巨大的阴影之
下应该怎样继续自己的生命旅程，这
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不惧现实的阴晦才能获
得精神世界的成长

徐德霞：《天使的国》 中这两个处
境相同、性格迥异的女孩儿，其实都
有各自心灵之痛。命运不是和她们开
玩笑，而是带着狰狞的面目在捉弄她

们，在青春成长之中，在人生的十字
路口，她们没有犹豫徘徊，更没有走
向邪路，而是顽强地向上、向前。安
琪在妈妈的国、爸爸的国里，精神得
到极大的滋养和升华。这才在“安琪
的国”里，迅速成长起来。她独自外
出寻找离家出走的爸爸，面对精神分
裂的爸爸和生病的爷爷，用稚嫩的肩
膀勇敢地扛起了家庭的责任。安琪的
成长是那么真实，那么动人，那么令
人振奋。就像看着一棵本来含苞待放
的花树，一夜之间繁花似锦，开出了
如此绚烂耀眼的花朵，这是生命的唯
美华章。

李学斌：小说里，陈千一和吴安
琪在家庭遭遇变故时从迷茫、悲伤、
失望、逃避，到通过不懈努力完成了
自我救赎，不仅仅是精神成长，也是
生命主体性的体现。她们以自己的方
式直面成长中的苦难，建构起了属于
自己的幸福。故事里，这样的情节无
疑写出了都市家庭结构中孩子独特
的、不可或缺的支撑力量。这种力量
是积极的、充满正能量的，它代表了
童年成长的正确方向。故事末尾，吴
安琪家的老房子要拆掉了，他们全家
即将搬入新居，开始新的生活。这个
情节颇具象征意味。这喻示的不仅是
现实生活环境的转变，更是心灵层面
的情感解脱和升华。

曹刚：作者通过安琪与千一两个
少年形象，让我们窥见到当代中国都
市少年，生命的觉知力与可贵的行动
力可能实现的境地。她们不再是传统
校园小说里“优秀”的学生或落难的

“公主”；她们在现实中所面临的挑
战，也不再仅仅是校园生活、家庭矛
盾、情感关系等。她们有其自身的精
神生命，在故事发展的过程中，她们
的精神与思维逐渐清晰、清醒，有觉
察，有判断，有行动。更重要的是，
她们的觉察与行动归源于自己的心灵
与独立思想，且通往生命本当指向的
光与自由。

生命中的轻与重——该有什么样的生命教育
——舒辉波《天使的国》新书分享会纪要

舒辉波 （左二） 在《天使的国》新书分享会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