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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周刊

国家一级作家、鲁迅文学奖得主
孙惠芬说“自己做梦都没有想到，有一
天会写一部童话”。然而，2020 年的疫
情使她的乡村采风从“人”转向了“自
然”，与蚂蚁、蜥蜴、松鼠等动物日益亲
密的关系不仅疗愈了她从小便有的对
大自然的恐惧、对各种动物的恐惧，
还催生了 《多年蚁后》 这部童话。她
坦承：“这部作品的灵感，就来自不与
人类之外生灵作对、在恐惧里看着恐
惧的时候。”

《多年蚁后》是一部叙事巧妙、充满
哲思奇想的童话作品，讲述了一个名叫
童童的男孩，偶然间与一只蚂蚁成为朋
友，获得抗拒孤独的力量，内心逐渐强
大的暖心故事。9 月 17 日，接力出版社
为孙惠芬首部儿童文学作品在现代文
学馆举办了研讨会。

巧合的是，著名作家赵丽宏儿童文
学长篇新作《树孩》（长江文艺出版社）

研讨会前一天在现代文学馆的隔壁鲁
迅文学院召开。这也是一个涉及自然、
生命、童真的故事，书写了黄杨树经历
山火焚烧后被雕刻家重塑为木雕——
树孩，并在人世间历经一段奇妙的旅
程，展现了作者对自然和生命的思考，
歌颂了勇敢、善良、坚韧的美好品质。

这两部儿童文学作品都是成人文学
作家的“跨界”之作，所不同的是，赵丽宏
2013年出版了首部童年成长小说《童年
河》，之后，又相继创作了儿童小说《渔
童》《黑木头》，以及儿童诗集《天空》。

孙惠芬的童年缺乏童话书籍的启
蒙，又因害怕各种昆虫、动物而阻碍了
与自然的交流，她自认为这也阻碍了自
己童趣的发散、发掘和想象。所以创作

《多年蚁后》的过程，让她感觉仿佛回到
了童年，重新活了一回：“我在路边跟踪
一个个推着粪球的屎壳郎、一队队搬家
的蚂蚁；我长时间在草丛里盯视鬼头鬼

脑的蜥蜴，树叶上一屈一伸的毛虫；一
条大狗朝我跑来时，我定定地站在那
里，屏住呼吸⋯⋯”

曾写过《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生
死十日谈》《寻找张展》等中长篇小说的
孙惠芬称自己是一个很笨的写作者，
她说：“我一直尊敬写作生命在身体里
的发声，这个东西来到我的生命里，
我就尊重内心的感受。”去年夏天从乡
下回到大连后，有一天早晨，她在家
里看到一只蚂蚁，她去卫生间它也去
卫生间，她去厨房它也去厨房。她就
想：“它是想告诉我什么吗？”这时，
她感知到她将把 3 个月乡下生活的所
见、所思、所感写成一本书。这便是
孙惠芬“闯入”儿童文学领域的机缘。

与孙惠芬不同，赵丽宏从小就和小
动物、植物打交道，把它们视作有感情
有灵性的生命和它们交朋友，他把这些
经历和思索作为灵感来源，经过多年构
思，创作了这部长篇童话《树孩》。作为一
名在诗歌、散文领域颇有建树的作家，谈
及近年的儿童文学写作，他表示，自己在
创作中真正变成了一个孩子，创作儿童文
学令他有返老还童的感觉，这种快乐是以
前的写作所没有的。

专业的儿童文学作家出现于 19 世
纪后半叶，此前，西方的儿童文学创作
者几乎都是成人文学作家或教育工作
者，如马克·吐温、斯蒂文森、吉卜林等
都是“兼职”的儿童文学作家。“二战”
后，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作为文化产
业的儿童文学出版日益繁荣，专业的儿
童文学作家队伍开始壮大。

21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后，张炜、马
原、阿来、虹影、周晓枫等越来越多的成人
文学作家开始为儿童写作，并成为一种现
象引起人们的关注。国际儿童读物联盟
中国分会原主席海飞认为，一批成功的

“大”作家为小读者创作儿童文学是我国
儿童文学“第二个黄金时代”的重要标志。

2012 年，著名作家、第八届茅盾文
学奖得主张炜出版了自己的首部儿童
文学作品“半岛哈里哈气系列”，2014
年，又推出小说《少年与海》。

2018年，散文作家周晓枫出版了自
己的首部童话作品《小翅膀》。由于之前
读过的一些童话充满了甜腻，她认为给孩
子读这样的作品是浪费时间、降低智商，
消耗精力，所以希望自己的童话更诚实，
能让成人和孩子一起读。她觉得文学创
作方式的转变如同把作家变成了一个陌
生的自己，虽然这个过程充满挣扎，但是
最终对自己的成长是一种肯定。

成人文学作家的加入给儿童文学带
来了什么？可能正如浙江师范大学教授

韦苇评价张炜的《少年与海》时所说的：
“它对儿童文学创作者最突出、明显的示
范意义，就是语言的充分文学化。”北京
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陈晖在评价 《树
孩》 时表达了相似的观点：纯文学作家
对儿童文学最大的意义是提升作品文学
性表达的深切与厚重。她认为，《树
孩》 借助木雕，在文化印记上对中华的
艺术传统有很好的标识作用，让小读者
能够在成长性阅读上有所满足。看到孙
惠芬的 《多年蚁后》，中国作家协会副
主席李敬泽表示，为小读者感到高兴。
他说，对儿童文学来说，“爱”有着强
大的感染力和说服力，却也是最难写
的，能够把这样一个故事写得如此动
人，需要创作者的生命里有百感交集的
丰富层次。

儿童文学作为“儿童的文学”，创
作者被赋予了一种无法消解的关系，即

“成人”与“儿童”的关系。给孩子写
作，必须面对并处理好这一关系。这是儿
童文学研究者朱自强在《儿童文学概论》
中提出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优
秀的儿童文学作品是既单纯又深刻的。著
名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称赞《多年蚁后》
是一次成功的“浅语”写作。“没有一个
高深的字眼，平常到极致，但是表达了通
透的哲思。”他认为孙惠芬从成人文学那
里一脚踏入儿童文学，马上找到了叙述方
式和自洽的尺度。

文学评论家刘頲认为，优秀的成人
文学作家进入儿童文学写作，在做的工作
是恢复儿童认知和处理复杂关系的权利，
是对已有的儿童文学规定的拓展，或许会
成为当代儿童文学跨越式发展的契机。

说到为儿童写作的初衷，张炜曾
经说，他写儿童文学，不是成人文学之
余的放松和尝试，而是对自己个人文学
生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与博尔赫
斯“伟大的文学最终都趋向于儿童文
学”表达的是同一种判断与追求。

“我相信，不论成人文学还是儿童
文学，相比较于形式，我更在意心底的
感觉。我尊重自己的内心，努力放大自
己的感觉去触摸生命。”孙惠芬说。

跨界写作给儿童文学创作带来了
异域风景。曹文轩预言：未来可能会有
更多优秀的成人文学作家转移战场，进
行更持久的跨界亮相，无论如何这是值
得我们关注和称赞的事情。

有着儿童文学作家和出版人双重
身份的接力出版社总编辑白冰表示，欢
迎有丰富创作经验、适合儿童文学创作
的成人文学作家参与到儿童文学创作
中来，为丰富中国儿童文学宝库而共同
努力。

“伟大的文学最终都趋向于儿童文学”
——从《多年蚁后》《树孩》看成人文学作家的“跨界”写作

本报记者 王珺

封面·话题

如果犀牛没有角，它们还是犀牛
吗？图画书作家戴芸回想2016年9月
在肯尼亚看到犀牛苏丹的时候，它平静
地生活在专属于它的围栏之中，头上没
有完整的犀角，除了偶尔停留的飞鸟，也
没有其他任何野生动物为伴。饲养员
照顾着它的生活，持枪警卫整日巡逻以
保证它的安全，几乎每天都有游客从世
界各地赶来与它说“你好”和“再见”——
而这个“再见”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其实
就是永别。苏丹就在这样的极度孤独
和极度热闹中，带着“世界上最后一头雄
性北白犀”的标签，度过生命的最后几
年，于2018年3月19日去世。

“苏丹在这个巨大的标签之下，到
底存在过一个怎样真实的生命？如何在
一本小小的图画书里面，用孩子可以理
解的方式，讲述它传奇的一生呢？”这
是戴芸一直思考的问题，为此，她和画
家李星明去肯尼亚采风，拍摄视频并采
访了当地接触过苏丹的人。

最终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图画书
《苏丹的犀角》（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集团），以“犀角”为主线，讲述了世
界上最后一头雄性北白犀苏丹真实又
传奇的一生。故事中有三次断角：第一
次是它在童年目睹了妈妈被偷猎者断
角、屠戮的过程；第二次是它在捷克动
物园不小心撞断犀角，犀角重新长出
来，但是因为不需要挖草根、不需要战
斗，犀角慢慢老化成一个圈；第三
次是它回到非洲，自然保护区的
人为了防止偷猎者杀害苏丹，先
行锯掉了它的犀角。犀角具
有很强的象征意味：每一只
犀牛都是自己领地里的国
王 ，而 犀 角 就 是 它 们 的 王

冠。苏丹最大的悲伤，就是象征它身份
和骄傲的犀角，不能和它的身体完整地
共存。

色彩可以说是这本书最好的情绪
渲染，画家主要运用了橙红、灰蓝和黄
绿三种色调：橙红代表温暖的母爱，展
现年幼的苏丹与妈妈在一起的往日时
光，同时用红色代表偷猎者的残暴；蓝
色表达苏丹到了捷克动物园后，失去自
我和自由的悲伤；黄绿则主要描绘苏丹
在肯尼亚的老年生活，慵懒地躺在充满
尘土气息的草地上晒太阳，安逸地度过
余生。李星明说：“最后一页是我自己
想象的：粉色的夕阳是梦境的颜色，传
达苏丹想作为一只真正犀牛的美好夙
愿。我们都不忍心在结尾写下苏丹离
世、这个物种行将灭绝的事实，这美丽
的颜色是我给苏丹最后的补偿。”

在戴芸看来：“北白犀的灭绝不是
物竞天择的结果，完全是人类为了获
取犀角牟取暴利而导致的。犀角是犀
牛的魔咒，如果犀牛没有角，也许它们
就可以逃脱被滥杀的命运。但是，犀
角是犀牛生命的象征，定义了它们最
原始、最本真的生存方式。”

近日，“第七届丰子恺儿童图画书
奖”揭晓，《苏丹的犀角》获得“首奖”，

评审委员一致认为，这是一本充满思
考深度和张力的优秀图画书，故事行
文在虚构与纪实之间，既不失真，亦有
情，作家与画家合作无缝地把生命的
经历、岁月的流转、环境与季节的变迁
转换，通过简洁而优美的文字结合温
暖而有力量的图画共谱生命之歌。

正如评委会主席、浙江师范大学
教授方卫平所说，图画书不仅体现一
种艺术手法，也传递了创作者对时代、
童年和人生的体验。在“第七届丰子
恺儿童图画书奖”发布会上，《苏丹的
犀角》作者与获得“佳作奖”的《生日快
乐》《纽扣士兵》《小熊，快跑》《粪金龟
的生日礼物》作者、绘者一起，分享了
自己的创作经历。

《小熊，快跑》脱胎于史雷 2014 年
为《儿童文学》杂志写的一篇散文：清
明时节一个阴雨天气，男孩跟随妈妈
去赶场，意外碰到一只小熊，男孩一路
追随，直到目送小熊回归山林。作家
以冷静、干脆的文字，简单几句讲出孩
童对动物的喜爱之情；画家则以勾线
及淡彩的绘画技法将烟雨蒙蒙的南方
山野刻画得惟妙惟肖，让人仿佛身临
其境。史雷说，自己的童
年在四川西部山区生活，

接触过很多小动物，也目睹了人类对
动物的戕害及对自然环境的破坏。这
种童年经历始终影响着史雷，促使他
在创作中一直关注动物，希望通过作
品让小读者学会尊重不同物种，保护
生态环境。

九儿的《纽扣士兵》用一个温情的
故事，演绎了一枚纽扣的勇敢征程：一
枚从衣服上脱落的纽扣，辗转于拥挤
的人流、疾驰的车轮底下、臭烘烘的垃
圾堆⋯⋯历经风霜雨雪，直到有一天，
一个善良的小男孩拾起了它，如获至
宝地带回家，从此这枚平凡的纽扣迎
来了崭新的使命⋯⋯也许，每个人的
心里都会有这样一颗“纽扣”，是别人
不曾察觉的微不足道的存在，但在我
们心里，它是一颗好吃的糖、一首动听
的歌、一段记忆⋯⋯平凡却闪闪发光，
就像作者九儿的那枚纽扣，连着她和
外婆在一起的温暖时光。

戴芸说，在肯尼亚，她看到过一座
小小的“土堆”。不过，这个“土堆”并不
是由土堆成的，而是105吨象牙和1.35
吨犀角焚烧之后留下的灰烬。这些象
牙、犀角，已经和滋养它们的6500头大
象以及 450 头犀牛各自安息。“我留不
住这些生命，但是可以借《苏丹的犀
角》，努力留住它们的故事。相信读者

们可以在画面中感受到生
命的壮丽，并愿意成为

这些生命的守护者。”
苏丹已逝，但

是地球上仍有万千
物 种 ，生 生 不 息 。

一个故事种一
颗种子，等到
种子成荫那一
天，愿地球上
每一个生命的
标志都能够与
它所代表的生
命同在。

一个故事种一颗种子
——第七届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的背后

本报记者 却咏梅

“查”词典是使用词典的通常说
法。“查”为“查阅”“查寻”“查考”之
义，故对词典常有“有疑而查”“以备
查考”“案头必备，以备查阅”之说。

“查”词典突出了词典的应用性和针
对性，固然是好事，但存一疑解一惑
的使用习惯其实有诸多不妥。或是
明其表而暗其里，只用到了词典的明
处功用，而没有用到暗里的功用；或
是少得而未多得，收获了小的少的益
处，而没有得到更大更多的益处；或
似是而非，看上去是用对了，实际上
却是用错了。细细辨来以下五点不
可不察。

一、词典中的词条不是一条条孤
立存在的资料，而是知识系统中的一
个有机成分。一部词典对它反映的
领域来说是一个有着密切联系的知
识系统。词典对内容的收录是慎之
又慎的，在规模、宽严、深浅上都颇有
讲究。一条资料为词典所收是入

“典”，在知识的代表性上获得了一般
书籍所没有的权威性。这种慎之又
慎，就是严格甄别，左右平衡。比如
人们通常会说到什么是词，什么不是
词，什么是通用词，什么不是通用词，
都是易说难做，而到了具体词典中则
一切都变得可把握可操作了。如《现
代汉语词典》（第 7 版，下文简称《现
汉》）收了“白肉”“大肉”“精肉”“皮
肉”“血肉”，而没有收“猪肉”“羊肉”

“牛肉”“鸡肉”“鸭肉”，更不用说收
“兔肉”“鹿肉”“禽肉”了，可见《现汉》
对词语的收入与否是看重词语内部
的凝固度，看重词义是否发生了引申
化合等转化关系，而对见字明义的词
一般是不收的。要识别某个学科中
哪些术语是最重要的，也是可以通过
词典收了哪些词，给了怎样的解释来
观察到的。

二、词典语言并非如一般叙事
文体，语白意浅，可以一目十行，
而是有着精练严谨的语言表达，字
少意多，词简识密，非多读细读不
可尽得，唯有多读细读，方能在安
静而沉浸的阅读中体会到词典传递
的更多信息。如“生”字，意义丰
富，构词能力极强，仅从它那“生
长”义就构造出了许多粗看相同、实
则有别的词语，如下面的词语可分为
三组：“卵生”“胎生”“野生”“次生”；

“伴生”“腐生”“共生”“横生”“簇生”
“环生”；“对生”“互生”“轮生”等。《现
汉》对这些词语的释义很值得玩味。
它将“卵生”组词释为形容词中的属
性词，如“【卵生】形属性词。动物由
脱离母体的卵孵化出来，这种生殖方
式叫作卵生。卵生动物胚胎发育全
靠卵中的营养”；将“伴生”组词释为
动词，如“【伴生】动一种事物伴随着
另一种事物一起存在（多指次要的伴
随着主要的）”；将“对生”组词释为动
词，如“ 【对生】 动 叶序的一种，
茎的每个节上长两个叶子，彼此相
对，如槭树、丁香等的叶子”。

后两组词之间又稍有不同，如
“对生”组的第一句是“叶序的一种”，
表明它属名词义。这在“叶序”词
的释义也能得到证明：“ 【叶序】 名

叶在茎上排列的形式，常见的有互
生、对生、轮生、簇生等。”而“对
生”“互生”“轮生”几词却标为动
词，它们的释义突出的是“茎的每
个节上长两个叶子，彼此相对”“茎
的每个节上只长一个叶子，相邻的
两个叶子长在相对的两侧”“茎的每
个节上长三个或更多的叶子，环列在
节的周围”的动词义。而在“伴生”

“腐生”“共生”“横生”“簇生”“环生”
几词的释义中则显示了“伴随⋯⋯一
起存在”“分解⋯⋯摄取⋯⋯”“生活
在一起”“杂乱地生长”“聚集成团或
成堆地生长”“一个接一个地发生”等
动词用法。如此精微的语言表达只
有在词典中才能见到。词典对语言
准确、精练的讲究，达到几乎无以
复加的程度。对如此用心写就的著
作怎能不仔细阅读品味。

三、词典对词条的释义并非只是
用文字来作单一的呈现，一部好的词
典还有着设计精巧的多种标注形式，
以最大限度地细致、详尽地呈现词语
的意义、功能与用法。这些匠心独具
的词典表达形式在应急式的“查询”
中自是难以尽现的。如《现汉》注重
对词语的比喻义的反映，根据比喻义
的稳定和独立程度使用了多种表示
方法，而对例句中的比喻义则用棱形
符号“◇”来表示，如“【奔腾】动（许多
马）跳跃着奔跑：一马当先，万马～◇
思绪～丨黄河～呼啸而来”。“◇”符
号的使用，使得规范性词典对现实语
言生活的反映，提前到了新用法新色
彩的前期阶段，更充分地展现出词典
对语言生活的关注和指导。这样有
很高语用指导价值的标注符号，如果
不仔细阅读，就难以有效提高语用的
准确性。

四、词典并非是词条的简单编
排，还会根据不同的内容和特点，追
求最佳的词典表达形式。例如词表，
一般都是将所有的词条按音序排列，
以方便查询。这一做法实际上是只
看重了单个词语的语音关系，而忽略
了词语之间的语义关系。《义务教育
常用词表（草案）》有“音序表”和“义
类表”。“音序表”中在每个词语后除
了有“拼音”“词性”“词级”等信息外，

还有一个“义类码”的信息。根据“义
类码”可以迅速在另一个词表“义类
表”中找到这个词的所在义类，查到
与它同在一个义类的词语。如“音序
表”中的“【推迟】/tuīchí/2/动/柒
三 Eb”，根据编号“柒三 Eb”就能找
到它在“义类表”中的位置以及同在
一组的其他 6 个词：“推 2、延 2、推迟
2、延期 2、延迟 3、延缓 3、推延 4”，每
个词后面的数字表示词级。这 7 个
词按词级升序排列，分别对应小学的
第1学段、第2学段、第3学段及初中
的第4学段。“义类表”的最大好处是
将词表中所有词语按语义关系编列
成一个大的语义系统，大大方便了学
生的学习和理解，这是词表整体编排
形式的一大进步。词典的编排形式
已成词典内容的一个有机成分，深深
影响到了词典内容的构成和呈现。
没有系统阅读是难以做到对词典内
容准确理解和正确使用的。

五、词典内容不是静态不变、超
稳态的，而是与时俱进的。当只把词
典当作查询对象，关注的只是一条条
具体内容，“顾其一点，不及其余”，其
潜意识是把词典内容当作静止不变
的知识。而实际上词典是与时俱进
的，它的内容总是处在变动之中，每
一次新版的问世，都是词典编纂者们
殚精竭虑，对现实生活中语言使用点
滴变化的用心考察、甄别筛选的结
果。如有一个常用词【奖券】，不同时
代《现汉》版本对它有着不同的释义：

《现汉》试印版（1960年）：“旧社
会里资产阶级骗人的赌博性质的证
券。票面编有号码，以票面价格出
售，以实得的款中提出一部分充作奖
金，分成几等，然后从全部号码中抽
出若干号码，抽中的按等级领奖，不
中的完全作废。”

《现汉》第 2 版（1983 年）：“旧时
金融机关为了骗钱而发售的一种带
赌博性的证券，上面编着号码。奖券
按票面价格出售，发售者从售款中提
出一小部分为奖金，分做若干等，中
奖的按等级领奖，不中的完全作废。”

《现汉》第3版（1996年）、第4版
（2002 年）：“一种证券，上面编着号
码，按票面价格出售。开奖后，持有
中奖号码奖券的，可按规定领奖。”

《现汉》第 5 版 （2005 年）：“一
种证券，上面有图案、编号等，多
在游艺、销售等活动中抽得。开奖
后，持有符合中奖规定奖券的可以
领奖。”

《现汉》第6版（2013年）、第7版
（2016年）：“商家作为奖励赠送给消
费者的优待票券。”

在半个多世纪的不断变化中不
仅能看到“奖券”一词的政治属性、价
值判断、情感色彩的变化，就是对它
客观属性的描绘中，看到词义不断地
简化和集中，越来越突出了词义的区
分性特征。

“读书”“读书”，凡书皆可读，凡
书皆应读，词典是书的一种，也在须

“读”之列。由于词典内容浓缩而集
中，词典语言简洁而凝练，词典形式
系统而规范，词典内容与时俱进不断
更新，更需要我们静下心来慢读细
读。唯有如此，才能真正走进人类知
识精华的结晶——词典；才能在真正
需要释疑解惑时，一查中的，左右贯
通，上下串联，全面融汇。

（作者系厦门大学教授、厦门大
学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教育教
材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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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丽宏说：“我不是在文字里装腔作势取悦小孩，而是在创作中真正变成了一
个孩子。”（图片选自《树孩》）

书海观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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