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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周刊
如果一个人的身边，有个最要好的朋

友，那就什么都不用怕。——在给一套系列
绘本所撰写的导读中，我写下了这样的开头。

那是一套从国外引进的、适合低幼儿童
阅读的绘本，故事单纯、明朗却又那么牵动
人心：一个小孩子和一个柔软的小玩偶，他
们形影不离，萌哒哒地一起经历了很多很多
有意思的事情。

这样的故事，在很多绘本里出现过，比
如说 《噢，美丽的巴拿马》 中，小熊和小老
虎用一段兜兜转转的巴拿马之旅，向我们证
明了这样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有个意气相
投的好朋友，就什么都不用怕。

高 居 豆 瓣 评 分 榜 首 的 韩 剧 《请 回 答
1988》，也正是用一大段让我们不断回眸的
时光，再次帮我们印证了心底最深的渴望与
柔情：和你、和你们在一起，真的、真的很
重要。曾经有段时间，在各种场合与机缘下
与 《请回答1988》 相遇。那时，我还没有看
过这部热播的韩剧，但听的次数多了，不由
得也从网上搜了简介来看，但看过后心中依
然纳闷：小儿女的青涩爱情，凡俗的人间烟
火，不过是影视剧里惯常表现的主题，何以
能引动如此的粉丝效应？

直到有一天，忘了是在怎样的驱动下，我
静下心来，点开了这部韩剧。谁知竟一发不可
收，已经轻易不再熬夜追剧的我，居然打破了
自己的惯例，一次次在静夜里热泪长流。

首尔市道峰区双门洞，五个家庭和五个
生于1971年的孩子，融洽的邻里关系，守望
相助的传统人情，生活的美好与艰辛里，是
少年们成长的隐微心路，而1988年汉城奥运
会的召开，则让十八岁的花季有了更加激动
人心的色彩⋯⋯

这般亲切的时光影像，让人不由得想起
属于自己的“1988”。十五六岁的年纪，开
始有了懵懂的渴望与热爱，也开始有了莫名
的烦恼与忧愁。在繁重功课的间隙，在无数
个课间和放学后的黄昏，我们也会像韩剧里
的少男少女一样，三三两两聚到一起，说什
么、做什么似乎都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
在这忙里偷闲的光阴里，心意相投的伙伴同
窗能够亲密地在一起。

不久前读到一篇高中生的文字，抒写的
是疫情期间的“孤独迷思”。从最初逃离喧嚣
世界后生发出的不必频繁地与人交往的“庆
幸”，到逐渐陷入郁闷与寂寥，体会到“只差
三两知心好友”的缺憾，及至终于认识到生
而为人社会性的根深蒂固，明了人间的情感
竟然是那样珍贵和必要——浓郁的文学性表
达，如藤蔓般滋生的情绪体验，传达的，是
这个特定年龄阶段的生命个体对于自我与他
人、自我与世界的关系的思考。

所以，疫情期间，当很多家长都在焦虑
网上学习效果不如现场教学时，儿童心理学
家所担心的却是：孩子们隔离在家的这段时
间，彻底没有了玩伴。而专家同时也告诉我
们，孩子们在彼此互动中所获得的思维锻炼
和精神成长，是老师和家长所无法给予的。

在我写下这些文字时，正值六一儿童
节。我所在的一个读书群里，群主发起了对
往昔儿童节的回忆。在“50 后 ”“60 后 ”

“70 后”的老阿姨们的回忆里，无一例外都
缺不了快乐的小伙伴，和伙伴们一起游园、
一起跳新疆舞，一起分享汽水和五分钱的红
豆冰棍⋯⋯标配应该是那首耳熟能详的 《让
我们荡起双桨》，或者罗大佑的 《童年》。

在后疫情时代的这个特殊的儿童节里，
读着这样的文字，才越发觉得有些珍贵的东
西，已经和童年一起远去，比如说那些可以
和小伙伴一起玩耍的自由时光。

在我撰写了那篇名为《和你在一起》的绘
本导读之后，编辑曾经专门和我商量，希望我
能从哲理性的角度来聚焦和诠释这套绘本，因
为用某个特定的主题来统摄丛书会更有“看
点”。我并非不理解出版界的“营销攻略”，但
是我也真的不想违逆本心去修改我的文字。
这套绘本最打动我的，不是所谓的“哲理”，而
是那份相濡以沫的深情，是一个初涉世的生命
对另一个生命的依恋与陪伴。

看《请回答 1988》时，尤其羡慕阿泽家的
小聚会。每每阿泽比赛归来，或者过生日等重
要的时节，几个伙伴就会相约着，聚到阿泽的
小屋里。这时候，大人们还会善解人意地给孩
子们买来炸鸡，而阿泽也常常会慷慨地拿出自

己的奖金为伙伴们订购美食。大家一起听歌，
一起为周润发、张国荣着迷，或者一起分享烦
恼探讨爱情，还会一起乐呵呵地看不会跳舞的
德善跳舞⋯⋯每每想起这些场景，就会想起寒
夜里汩汩冒着热气的火锅，再冰冷再干涸的
心，也会在这样氤氲的暖意中被融化吧。

台湾女作家三毛给自己起了一个英文名
字“Echo”，它来源于希腊神话中的 Echo 女
神，而在英语里，“echo”是“回声”的意思。我
们中很多人，就像三毛一样，终其一生，都在苦
苦等待和寻求人世间那个可以回应到自己的
灵魂。从这个意义上说，《请回答 1988》中的
少年们是幸运的，他们在最好的时光里，收获
了最好的伙伴。在这部剧中，特别有一段诗
意的黑白影像，追溯了几个伙伴的人生初相
识。六七岁时候的德善，还是一个眼睛小小
的、有着婴儿肥的小胖丫头，当小阿泽骑车
摔伤，是小姑娘德善，用自己并不有力的臂
膀，笨拙而费劲地背起了这个怯生生的男孩
⋯⋯那一刻，小女孩已经化身为知心的小姐
姐、勇敢的小母亲。这段无声的温情讲述，
会让我们每个人瞬间回到小时候，想起大院
里、小巷中，那些亲爱的姐妹兄弟。

“真正的独立正是在孩子背对成人，走向
同伴的那一刻开始的。”——诚如斯言。

而多年以后，同样是这个看似粗心大意
的姑娘，陪同阿泽去中国参加围棋大赛并细
心地呵护照顾他。而阿泽这个从小失去母
亲、内心敏感的年轻的围棋大师，也唯有在
发小的照料下，才能够安稳地睡个好觉。因
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若干年后，
阿泽即便错过最重要的职业比赛，也要在那
个最关键的时刻奔跑着去寻找心爱的德善。

不由得又想起那套幼儿系列绘本中，有
一册是写孩子丢失了心爱的小玩偶，于是满
世界去寻找。那幅孩子跪在水池边，费劲地
用小棍子在水里搜寻小玩偶的画面，想起来
真是让人感动又心疼。人之初的良知与善
端，生命彼此的承诺与托付，就这样开启于
对一个小玩偶的牵挂与呵护中。

耳边仿佛回响起年少时听过的那首歌：
“落雨也不怕，落雪也不怕，就算寒冷大风雪落
下，能够见到他⋯⋯”和你在一起，真的很重
要！那些亲爱的人，总能让我们
一往无前、义无反顾。

（作者系北京师范
大学教育学部
副教授、文
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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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与童年
——以中国故事育养中国童心

一苇

封面·儿童节专稿

儿童几乎永远在渴望奇幻故事——为什么
呢？这是人类成长之路上的一个谜。

我记得童年时对民间童话的迷恋，那些故
事以开天辟地般的力量唤醒了我，给予那个蒙
昧天真的小孩最初的欢乐、最初的启蒙。

开始时，祖父给我讲 《罗隐的故事》。故
事是这么说的，罗隐原本长了一身皇帝骨，命
中注定是要做皇帝的。但他们家得罪了天神，
玉皇大帝派雷公下凡拆卸他的皇帝骨。当夜电
闪雷鸣，罗隐剧痛，生不如死，他的祖母顺手

拿过一块马桶盖，吩咐他紧紧咬住。雷公怕
脏，没有拆他的嘴巴骨。就这样，罗隐成了

“乞丐身皇帝口”，金口一开，说的每一句话都
成了真。有一回，罗隐腹中饥饿，来到一块水
稻田，向农夫讨饭吃。农夫同意给他一碗面
条，但要他下田插秧。等农夫端来热腾腾的面
条，发现罗隐懒洋洋翘着二郎腿坐在田头，一
棵秧苗都没有插。农夫生气了，面条也不给罗
隐吃了，一反手倒进水田。罗隐又饿又恼，自
知理亏，不敢骂农夫，只好咒那碗面条：“变

牛蜞！变牛蜞！”（牛蜞即蚂蟥）。话音刚落，
面条一条条在水田里活过来，变成了牛蜞。从
此，水稻田里就有了牛蜞。

听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只有三岁，正在学
说话。听着故事，我平生第一次感受到了语言
的神奇力量。后来，家中长辈多次描述我小时
候听这节故事时的欢乐场景。他们说，我要求
祖父一讲再讲，每每听到罗隐诅咒面条，面条
变成牛蜞，我就欢欣无限，手舞足蹈，又唱又
跳。

神话与童话——神奇故事是童年的秘密，
同时是成年人进入儿童心灵的绿色通道。

我在小学与初中工作多年，曾经任教小学
四年级、五年级的语文课并担任班主任。对于
母语与外语的学习，我有一个理念：母语的重
要性应当在外语之前。一个中国孩子，在语言
能力最强的学习敏感期，学习外语之前，有必
要先学好中国语文。对于神话与根源故事的普
及，我也有一个理念：中国故事的重要性应当
在外国故事之前。一个中国孩子，在形象思维
最发达的故事敏感期，接触其他文明的神话与
根源故事之前，有必要先接触中国神话与中国
根源故事。

国际儿童文学研究者韦苇教授认为：“国外
儿童文学作品如潮水一般向我国的孩子涌来，
孩子们的思维就被多侧向打开，这是非常好的
一件事⋯⋯然而，我们需保持一份清醒：中华民
族的文化根系是埋扎在东亚这片土地上的，我
们祖祖辈辈是黄河和长江的水与神州大地的土
地滋养长大的。我们只有把双脚稳稳支撑在自
己的土地上，一切从这里出发，才能向世界辐射
我们的影响力⋯⋯数典忘祖的人，注定是失根
的人，很难拥有心灵深处的慰藉。”

我曾在小学开设故事课，每周给孩子们讲
述中国故事。有一回，开主题班会，主题是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诚信”和“友善”。我搜集
了一些名言警句，但觉得不够。如何让四年级
的孩子理解诚信与友善，并落实践行于日常生
活当中？如何把诚信与友善这两个理念转化为
难忘的故事意象，让孩子们铭记？

我想到了《范丹问佛》这个故事——故事
里的范丹，不正是诚信与友善的践行者吗？于

是我把那节主题班会课也变成故事课，给孩子
们讲述了范丹的故事。

范丹是个穷叫花子，一天夜里，白老鼠告诉
他：“你命中注定八合米，不能让你积满升。”范
丹下决心去西天见佛，问一问自己什么时候时
来运转。一路上，他接受别人的帮助也乐于助
人。蔡家庄的蔡员外有一个问题请范丹问佛：

“我闺女十六岁了，为什么还不能开口说话？”黑
风山的土地公公有一个问题请范丹问佛：“我
当了 500 年土地公，什么时候才能升迁当城
隍？”通天河的大鼋也有一个问题请范丹问
佛：“我修炼了 1500 年，什么时候才能得道成
仙？”范丹到了西天，见到佛，先为别人问问
题，然后再问自己的问题。结果佛拒绝了他：

“问人不问己，问三不问四。范丹，你回去
吧。”范丹一路往回走，帮助通天河大鼋、黑
风山土地、蔡家庄蔡员外解决了问题，而他自
己的问题也在这个过程中迎刃而解。

我并不曾在故事里提及“诚信”与“友
善”这两个概念，孩子们听完故事，自发把这
个主题概括了出来。我向学生提问：“你喜欢
范丹吗？为什么？”

孩子们第一时间发现范丹诚信且友善，一
个孩子说：“我喜欢范丹，因为他待人友好，
说话算数。”

一个聪慧的女孩联想到 《西游记》 唐僧过
通天河的故事：“我喜欢范丹，因为他比唐僧
守信用，范丹记得帮大鼋问事，而唐僧只顾取
经，把大鼋的事忘记啦！”

另一个孩子告诉我：“我喜欢范丹，因为
他能为人着想，故事里的其他人都第一时间关
心自己。”

这节主题班会课增强了我给孩子讲故事的
信念，与其把大道理灌输给孩子，不如给孩子讲
故事。故事的力量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在不知
不觉之间就渗透了孩子的心灵。一般情况下，
孩子们听完一个故事就能讲述一个故事，有些
孩子听故事过耳不忘。故事有一种特殊的禀
赋，它们能成为孩童内心深处的宝藏，对某些孩
子来说，小时候听过的故事是一生一世的财富，
长大后也不会忘记，甚至直到老年也一直记得。

中国根源故事的人物形象是典型的，故事
情节很经典，这是因为它们历经长久的流播，由
一代代民间故事家的智慧浇铸而成。中国故事
是中华民族集体潜意识的容器，蕴含着传统文
化的基因。愿新生一代的中国孩子，可以自由
浸润在迷人的故事时光里，生成新一代的中国
心灵，成长为未来的主人翁。

（作者系广东省东莞市低涌中学教师、《中
国故事》作者）

以中国故事育养中国心灵

多年以后，我长大成人，思考罗隐故事对童
年乃至一生的影响。瑞士心理学家荣格说：“儿
童经常忘记一些成年人看来似乎印象深刻的事
件，反而对一些别人不注意的偶然事件或故事有
着生动的记忆。”儿童的思维方式和心理结构与
成年人迥然不同，孩子较难理解抽象的逻辑、概
念化的道理，却能直接把握象征与隐喻，孩童确
实拥有一种超能力，能与生动的童话对话。

为什么故事特别适合于小孩子？因为儿童
形象思维发达，童话语言正是儿童语言，是“原始
人”的语言，是周作人所说的“小野蛮”的语言。

这几年，我给很多人讲过罗隐的故事，不少
成年人认为它荒诞不经，但是那些天真天然的小
孩子，他们一致被故事吸引，感受到语言的神奇
力量，并为接触到这种巨大力量而欢欣鼓舞。

那么，罗隐的故事究竟在言说什么呢？难道
像一些成年人所理解的那样，它是一个诅咒的故
事？难道民间故事家是为了抹黑唐代诗人罗隐
而编造出这个故事？不，我要说，完全不是这
样。罗隐故事所携带的隐喻是多重的，在“乞丐
身皇帝口”这个层面，它隐喻着古代中国某类知
识分子怀才不遇的命运。这不难理解，“皇帝口”
喻指真正有价值的禀赋，“乞丐身”正是命运不济
的象征。而在更本质之处，这个故事言说的是人
类语言的伟大力量。好比仓颉造字，“天雨粟，鬼

夜哭”，罗隐的“金口成真”揭示了人类语言的另
一个真相。用语言把一件事表述出来，是一个从
无到有的过程。语言之前空无一物，但是，只要
用语言把一个事件说出来，写出来，在某种意义
上，这个事件就存在了。在人类的意识领域，语
言是一种内心的真相。所有的神灵都产生于语
言并在语言中继续存活，神秘迷人的故事、流传
于世的历史也都产生于同样的语言机制。什么
是语言？语言意味着一语成活。盘古、女娲是这
样活过来的，孙悟空、哪吒是这样活过来的，贾宝
玉、林黛玉是这样活过来的，就连诸葛亮、关云
长、宋江、鲁智深也是这样活过来的。

童年时代，我不仅迷恋罗隐开金口，还着迷
于《封神榜》里神通广大的姜子牙，向往过《太阳
山》里硕大的皇帝谷——那一袋被煮过的稻种撒
落水田，只长出一株稻子，长得比树还高，结出来
的稻谷比石榴果还要大⋯⋯除此之外，我还曾惊
奇于《狗耕田》里的神犬，神犬被坏人害死，坟头
长出了一棵摇钱树⋯⋯

这些故事中的每一个，都经得起心理学与人
类学最深邃的分析与研究。中国根源故事是老
祖宗为中国孩子留下的珍贵遗产，是一库无价的
宝藏。故事里神奇的情节与意象绝不是古人胡
编乱造的，它们是中华民族宏伟想象力的结晶，
是一代代中国心灵所铸造的艺术精品。

故事有无尽的蕴藏

鲁迅先生在童年时代，也曾深切感受过中
国故事的巨大魅力，他一再提及小时候对神
奇故事的真挚渴慕。在《阿长与〈山海经〉》中，
鲁迅先生写道，他曾长久渴求一本绘图的《山海
经》。事情起源于一位叔祖：“他说给我听，曾经
有过一部绘图的《山海经》，画着人面的兽，九头
的蛇，三脚的鸟，生着翅膀的人，没有头而以两
乳当作眼睛的怪物⋯⋯可惜现在不知道放在哪
里了。”后来，长妈妈为鲁迅买来《山海经》，鲁迅
先生深情地写道：“那是我至为深爱的宝书。”

为什么《山海经》强烈地吸引着童年鲁迅？
一个天性自然的孩子，内心世界与“原始人”相
似，充盈着各种各样的意象和原型。周作人认
为，就儿童而言，“在他想象力发展的时代确有
这种空想作品的需要”，“儿童生活上有文学的
需要”，这种需要从古至今存在，而满足这种需
要的中国神话、中国童话也从古至今在创造，在
流传。

人面的兽，九头的蛇，三脚的鸟，长翅膀的
羽人，没有头而以两乳当作眼睛的刑天⋯⋯这
些神奇的故事形象对处于故事敏感期的孩子来
说，是心灵深处的真切需求，是不可替代的精神

粮食。荣格认为，孩童生活在无意识中，理性思
维需要经历漫长的成长时光，才从无意识的深
海慢慢长成，并渐渐占据主宰地位。对孩子来
说，神话、童话的神奇形象不是虚无之物，而是
他们心灵结构中的真实存在。

孩子拥有得天独厚的形象思维，他们能以
纯洁童心与故事对话，并在这种对话中获得发
展。真正有益的故事能够引领孩子成长，赐予
孩童心灵以丰沛的感情、丰饶的想象力以及强
劲的创造力。好故事在孩童的成长过程中确能
起到奠基的作用。因而，甄选真正有价值的中
国根源故事，送给新生一代的中国孩子，是一种
必要。

然而，正如著名童话《小王子》所说，所有的
大人都曾经是小孩子，可惜的是，他们当中记得
这一点的并不多。

鲁迅先生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写
道，有一天，他带了一个问题去请教寿镜吾先
生。

“东方朔也很渊博，他认识一种虫，名曰‘怪
哉’，冤气所化，用酒一浇，就消释了。我很想详
细地知道这故事⋯⋯‘先生，怪哉这虫，是怎么

一回事？⋯⋯’我上了生书，将要退下来的时
候，赶忙问。‘不知道！’他似乎很不高兴，脸上还
有怒色了。”

寿镜吾先生是一位受人尊敬的老师，学识
广博，品格方正，然而他也不理解处于形象思维
关键期的孩童对神奇故事的渴求。

心理学家和哲学家有一个共识——何谓智
慧？真正的智慧其实是臻于成熟的童心。一个
拥有童心的成年人富有无穷创造力，是可以与
天地通融的赤子。德国大文豪歌德童年时爱听
神奇故事，成年后，他书写经典巨著《浮士德》，
谁能说童年故事不是这部巨著原初的种子？木
心先生认同这一点：“歌德⋯⋯幼时爱听母亲讲
神话——最初的家教，感慨啊！以前母亲、祖
母、外婆、保姆、佣人讲故事给小孩听，是世界性
的好传统⋯⋯这种非功利的教育，渗透了孩子
的心灵。如果这孩子天性高，这就是他日后伟
大成就的最初种子。”

假设孩童都能在故事敏感期接触到足够多
足够有益的根源故事，其童心就有望获得充足
成长，其心智就有望发育得更完整，而育养心灵
完整的新一代孩童，正是教育者的职责所在。
心灵发育完整的孩童，他们将成长为真正的赤
子，能够承担责任并永葆初心。畅想一下，如果
能为未来中国塑造一批这样的中国心灵，将创
造何等美丽的新世界。

故事与童年遥相呼应

选自《中国故事》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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