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书周刊 校园书香 主编：王珺 编辑：却咏梅 设计：丁京红 校对：赵阳
电话：010-82296631 邮箱：1365664999@qq.com· 2021年10月18日 星期一06

近年来，成人文学作家跨界创作
儿童文学的现象令人瞩目，成为当代
文坛的一大景观。在这批跨界儿童
文学作品中，用童话体裁来反映生态
内涵的作品格外引人关注，如张炜的

“兔子作家”“海边童话”等系列童话，
马原的《湾格花原》，徐则臣的《青云
谷童话》等，都聚焦于当下的自然现
状和生态境况，呈现出鲜明的生态意
识和丰富的生态意蕴。我们不妨把
这批作品称为“跨界生态童话”。

三位知名成人作家不约而同跨
界创作生态童话，这不是偶然的，而
是源于儿童、童话与生态三者之间的
必然联系。一方面儿童与自然、与生
态具备天然联系，如同爱默生所说，

“阳光仅能帮助成年人视物，却能深
入孩童的眼睛和心灵”。与成年人相
比，儿童对大自然有着更纯朴、更密
切的情感，因此，以儿童本位为原则
的儿童文学理应是反映人与自然关
系的最原始、最直接的文本。另一方
面，童话这一体裁在表达生态主题时
具备天然优势。童话因其想象、幻想
和拟人的特点，在表现自然时更贴近
生命的本质和原色，诚如儿童文学评
论家方卫平所说：“童话表现自然生
态意识的优势在于，它的泛灵思维特
征使作家的叙述得以自然地走入他
者生命的意识和立场上，从而较为自
如地完成相应的艺术表现。”在笔者
看来，三位作家的跨界生态童话创作
具有三个方面的重要价值。

一是聚焦生态主题，阐发生态整
体主义思想。张炜、马原、徐则臣这
三位作家在当代文坛上都取得过卓
越的文学成就，在以往创作的成人文
学作品中都不同程度地关注到生态
危机问题。因此，他们的童话也延续
了这一主题，聚焦反映“生态之痛”，
着力回答“生命之问”，扬弃既往的生
态叙事，展现了“生态整体主义”的生
态文明思想。三位作家通过童话万
物人格化的独特优势，赋予童话角色
以人类形形色色的性格特征，自觉地
探求人类、动物、植物、自然、宇宙等
一系列生命的本体意义，阐明了包括
人类在内的一切生命都是平等、神
圣、庄严的客观存在。同时，他们也
不断反思在维护生态整体系统平衡
的过程中人类应该具备的基本道德
责任，力图与自然建立一种新型的精

神联系。面对现代化进程对自然的
掠夺与戕害，隐居于万松浦书院的张
炜愤慨“时代的诱惑赶走了鲜花”，挤
挤歪歪的烟囱、工厂占领了原野；逃
离都市的马原披露“人类大范围污染
自身生命要素的行为”始于技术爆
炸；身不由己在大城市徘徊的徐则臣
形容进驻乡村的挖掘机“像一把攻无
不克的巨勺，一勺子夯下去，大地上
就出现一个血淋淋的伤口”。尽管三
位作家理解自然的角度和表现自然
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是从思想层面来
看，他们对于生态问题的关注，体现
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和坚定的精
神立场。他们的童话延伸了他们在
成人文学创作时对生态困境与现实
人生的深度思考，因而在探索人与自
然的关系上比现有的大多数生态童
话走得更远，在建构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生态理想上，也呈现出比现有童
话更为成熟和厚重的一面。

二是突破生态文学困境，建构生
态美学品格。重塑人与自然的关系
是生态文学表达的重要命题。此前，
成人文学在生态书写方面不断遭遇
思想和艺术上的双重困境，比如有学
者认为一些作家聚焦生态危机真相
并寻求解决办法，却忽略对生态观念
的艺术转化力，表现出模式化、概念
化的艺术瑕疵，也有论者认为这些作
品大多缺乏现实启示和文化思考，显
现出思想上的单一。

张炜、马原、徐则臣三位作家跨
界生态童话的艺术价值主要表现为：
首先运用童话想象、幻想的特点，将
成人文学中尖锐直白的批判话语转
化为内容丰富的故事情节，突破了成
人文学在表达生态主题时受制于故
事的“真实性”而导致的题材的同质
化、情节的重复性、思想的趋同性等
一系列难题，走出了以往成人生态文
学“问题小说”式的表达模式；其次作
家一改成人文学在生态书写时一贯
追求的沉重氛围与苦难叙事，建构起
一种诗意、轻盈但同样意蕴深远的美
学品格；再其次试图打破儿童文学与
成人文学的边界，他们的童话承接了
其成人文学作品对社会现象的犀利
透视、对人生百态的深度思考，既拓
展了当代童话的题材内容，又深化了
当代童话的思想内涵，进而搭建起童
话世界与现实生活有效沟通的桥梁，

极富现实感染力。
三是发挥文学功能，开展生态价

值启蒙。在人类面临生态危机时，文
学应该如何反映生活、影响社会、关
照未来？周易曰：“蒙以养正，圣功
也。”其意是指教育要从娃娃抓起，对
少年儿童开展正确的教育，以传播正
知、弘扬正见、涵养正道、培养正行。
知名成人作家利用自己广泛的影响
力，开展生态童话创作，通过作品直
接影响儿童读者及家长，从而起到了
影响社会的作用。目前，国内已有一
大批作家创作了许多与生态相关的
儿童文学作品，这些作品或反映人与
自然的和谐关系，如对人与动植物，
人与山川河流，人与风雨雷电，人与
四时物候等的和谐关系的美好想象，

以此激发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或
反映人与自然的恶劣关系，如人对生
物与自然界的戕害、城市化进程中城
市对乡村的吞噬等，表达作家对生态
问题的控诉。它们从正反两个方面
对读者进行生态启蒙教育，已经成为
国内儿童文学创作的新型样态。与
成人文学作品的受众面越来越窄，影
响力越来越弱相比，跨界生态童话的
社会价值就在于拓展了文学的读者
对象，实现了生态文明建设这一宏大
叙事与童话这一轻盈表达的统一。
因此，从对儿童进行生态启蒙的意义
上来说，成人作家跨界童话创作的重
要性无论如何评价都不过分。

（作者系童话作家、南京师范大
学文学院博士生）

张炜 马原 徐则臣

跨界生态童话创作的深刻意蕴
张明明

当我在一种感动和压力持续交替的
状态下，完成小说《一起等春来》的写作
时，时间已经将 2020 年 3 月的春天推临
了窗外。之所以我和春天隔着一扇窗，是
因为彼时绝大多数的我们在全国“抗击疫
情”的号召下，将自己封闭禁足在各自家
里。全世界摁下了暂停键，人们在前所未
有的复杂心态中，关注着新冠疫情的发展
变化。

非常时期，教育部发出“停课不停学”
的号召，在一线教学 18 年的我和许多新
老教师一样，会准时准点地坐在家里书房
的电脑前，打开网课直播平台，开始对着
身在天南海北、处境复杂的学生们上课。

那时候，所有的校园静悄悄，万木如期
复苏，春天早就一如既往，如期而至，但校园
没有如期等来本应返校的老师和学生。而
师生们从最初“上网课”的不适感和新鲜感，
慢慢磨合，过渡到基本能将教与学的“常规”
搬上网课平台，比如照样早读、点名、提问、
讨论，照样布置作业、考试、讲评⋯⋯

有一天早上，对着电脑讲完了两节
课，我照例查看了一下直播平台的后台
数据，统计学生的听课时长等情况，并
和其他老师在微信群里交流班级网课情
况，发现有些学生不够自律，相当敷
衍，甚至会利用接触网络的机会玩游
戏，为此，老师们讨论了如何才能提醒
和带动这些学生专心向学。

就在这时，学校微信群里跳出一条消
息。那是一位班主任发的“美篇”，图文并
茂，讲述的是我校一名女生在疫情期间，
因乡村道路封锁而被迫困在山上老家，那
里没有网络，所以上网课时，她不得不借
助手机用流量坚持听课。班主任得知后
非常感动，进一步深入沟通，了解到山区
的条件相当简陋，该女生有时为了寻找手
机信号，不得不在山上任凭风吹雨打，甚
至家人为孩子搭起的阳伞帐篷也被倒春
寒风雨给破坏了，临时学习点不得不时常
转移，即便学习条件恶劣，仍然有其他山
里的孩子和这名女生一起坚持学习。

这条“美篇”一时间引来许多老师
的关注，大家都在为学校有这样一心向
学的好学生而赞叹不已，我也向身处各
地的两个班学生讲述了这个真实动人的
故事，希望他们能受到榜样力量的鼓舞
和感召。同时，一向坚持写作的我敏感
地发现这是一个绝好的写作素材，当天
下午就和远方的编辑老师联系，将材料

发给对方，期待一个临时出现的优秀选
题能开花结果。

果然，编辑老师也深深被这名学生的
精神所感动，并查寻了同时段全国各地的
网课情况，获知与之相似的、在艰难情况下
坚持网课学习的学生不在少数，比如有的
学生在悬崖边才能找到手机信号得以听网
课，有的学生得爬上雪山在冰天雪地中坚
持听网课，有的学生在父母工作的菜摊砧
板下点灯听网课⋯⋯多么令人动容。于
是，我在编辑老师的鼓励下，一边坚持在
上网课过程中收集素材，一边在感动和压
力持续交替的状态下开始写这个故事。

窗内，我在上网课时，窗外的城市从
未如此的安静，安静到令人难以置信，但
又确实发生。外在的安静加剧了人们内
心的不安，这种矛盾撞击的结果让人愈加
焦虑：疫情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工作什么
时候才能像往常一样开展？学生们什么
时候才能恢复上学？我们什么时候才能
走到外面去接触已经到来的春天？

网课进行一个多月后，我交出了书稿
《一起等春来》。这个书名的寓意，是我们
在等待明明已经到来的春天，但更希望能
等来如期开学的日子。终于，在全国人民
全力以赴共同努力之下，疫情得到很好的
管控。网课进行了三个月后，老师和学生
得以返校。仿佛阔别已久，师生共道“别
来无恙”，为此，大家无比珍惜这个“史无
前例”迟到的新学期。

当我收纳好“网课”那段时光时，这个
世界因为疫情影响已经发生了太多改
变。幸运的是，有了编辑老师与中国和平
出版社的倾情支持，这个被誉为“宝藏”的
美丽故事才得以跃上孩子们捧读的书中。

让我们一起珍爱世界吧，因为——没
有哪一个春天不会到来！

（作者系福建省泉州第一中学教师）

没有哪一个春天不会到来
——《一起等春来》创作札记

北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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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始终觉得，一个语文教师不读书，
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可思议也最令人恐怖
的一件事情。

我从 1990 年踏上讲台到现在，与 30
多年的教育教学历程相伴随的，是 30 多
年的读书过程。在大量的阅读中，我拓展
视野、汲取智慧、滋养情怀、培育哲思，艰
难而执着地提升着自己的精神高地。

读而有得，往往会化为文字，提炼归
纳自己的领悟，再跟学生作认真分享，这其
实就是我的引领阅读之法：《鲁迅与沈从
文》试图分析现代文学史上两座高峰的不
同与相同，解读他们在这些不同与相同背
后各自成才的秘密，以及两位大师因为种
种原因互不待见的遗憾；《现代文明面前的
两难选择》通过分析阿卡迪奥的言语行动，
揣摩马尔克斯对这一人物的复杂态度，似
乎并非全盘肯定，一味褒扬，而是肯定之中
有否定，热烈的褒扬中也夹杂着冷峻的批
判——肯定其积极进取、勇于向外域先进
文化学习的精神，批判其弃自己本土文化
如敝履，以至深陷“崇洋媚外”的迷狂而不
能自拔的态度；《穿着燕尾服的王小波》试
图阐发不修边幅的王小波字里行间渗透出
的熔透辟的说理与生动的故事于一炉的优
雅风度，解读崔卫平那句经典评论“王小波
的文字要躺在床上读”的由来⋯⋯

“事实上，阅读构成了我最重要的生
长经历。”这是广东作家筱敏写在她的名
篇《成年礼》里的一句话，这句话被我频频
征引，介绍给一届又一届的学生们。借助
阅读培养出来的独到的观察力和强烈的
责任感，她捧出了散发着思想光芒的散文
集《阳光碎片》《成年礼》，还有深沉厚重的
小说《幸存者手记》。

在云淡风轻的日子里，除了筱敏，我
还跟学生们分享过龙应台的犀利酣畅、
韩少功的从容睿智，分享过史铁生对生
命的执着追问，王开岭对古典之殇的无
限沉痛⋯⋯一个考进山东大学的学生，
为山大全面遗忘了束星北而愤愤不平，因
为我曾经与他们分享过《束星北档案》；一
个已然成为国防生的学生，经常发邮件与
我探讨国内时政热点；一个学生与我书信
往返十余次，就为了赵越胜和熊培云，前
者的《燃灯者》和后者的《自由在高处》《重
新发现社会》强烈地吸引住了她，她试图
通过解读它们，对知识分子的操守、对当
今时代有个更深切的了解，从而做一点儿
对将来产生积极影响的事情⋯⋯

因了这一切——我在阅读上给予学
生的引领以及这些引领所引发的积极结
果，我常常感到一种幸福，一种不阅读的
教师恐怕已很难享有的幸福。我喜欢对
学生们说：“语文是最贴近灵魂的一门学
科，老师我很享受语文教师这一职业。”

现在，考心理学方面的证书在许多学

校颇为风行，C 证啦，B 证啦，甚至还有 A
证。我倒觉得，一个喜爱阅读、具有人文
情怀的语文教师，不需要赶时髦地去读心
理辅导类的书，他（她）身上借阅读培养起
来的善良、体恤弱者、崇尚公平公正等情
怀，在抚慰学生的情绪、滋养学生心灵，乃
至修复某些孩子受伤的心灵方面，也能发
挥相当积极的作用。

因为，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本身就包
含许多心理学的精髓：《伊利亚特》让我们
明白什么叫勇敢以及对勇敢的崇仰，《哈
姆 雷 特》中 的 一 句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a question 让我们明白果
敢与软弱正是潜伏在我们内心深处的一
对孪生兄弟，《复活》让我们明白什么叫忏
悔以及忏悔可以产生怎样的力量；弗洛伊
德最为折服的长篇小说是《卡拉马佐夫兄
弟》，在这部卓越的小说中，陀思妥耶夫斯
基对笔下人物进行的一次次灵魂的捶打
是多么结实有力！当然，优秀的心理学著
作，从来不应也不会被一个热爱读书的教
师排斥，相反，它们与历史学、哲学等各领
域的优秀著作一样，是构成一个教师整体
人文素养的重要部分。

多年来，作为一名阅读者，我一直坚持
这么走着：享受阅读，然后以自身感悟来引
领学生们的阅读。如果说长期的阅读确实提
升了自我的精神高地，那么，当我以自身感悟
来引领学生阅读时，我感受到了“一棵树摇动
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的幸福——
这里的“摇动”和“推动”，是双向的。

（作者系浙江省德清一中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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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武忠

作者亲笔信

阅读王棵的《风筝是会飞的鱼》
过程中，有一个真实的故事不断浮现
于我的脑海。

2020 年 6 月 15 日，我国西部边
境，陆军某部营长陈红军奉命带队前
往一线紧急支援，在加勒万河谷同印
军的惨烈搏斗中英勇不屈，为捍卫国
家领土主权壮烈牺牲，被追授“卫国
戍边英雄”称号。今年 7 月，中国人
民军事博物馆展出的陈红军烈士的
工作记事本上，记录着他生前每天常
做的一些事情。

和平时期戍边军人的生活，在很
多方面其实极为相似，像离家万里之
遥，与至爱的亲人聚少离多，工作环
境恶劣，手头的事务琐碎单调，等等。
在《风筝是会飞的鱼》中，南沙某个礁
盘上守礁的海军军官冯加友——因为
他爱笑，有一张太阳一样的笑脸，被战
友们称为“冯太阳”——几乎是另外
一个陈红军。他的任务是戍守中国
的南沙岛礁，他所坚守的日常，是极
度孤寂、枯燥和乏味的，但他有想法，
爱说爱笑，会讲故事，能苦中作乐。
有一天，他在突如其来的危机事件中
牺牲了——为了救助遇险的渔民，其
时，他妻子的腹中已经有了一个小宝
宝⋯⋯对于像王棵这样一位在南沙

守过礁的作家来说，很多刻骨铭心的
感受，一个特定群体的生活形态和生
命价值，可能需要一次更为内在的书
写，或者说需要一种特殊的文学转
换，才有可能在精神上真正自我“完
成”，才有可能彻底释然吧？如此，就
有了《风筝是会飞的鱼》这样一本让
人心动的、充满了爱的书。

粗略地说，《风筝是会飞的鱼》属
于书信体小说，不过，当我们读完这
部作品时，就会发现，王棵在小说的
叙述方法、时空观念，以及语言风格
上的把握是十分恰当的。因为，大到
对中国南海概念的表达，小到对南沙
礁堡内中国军人生活细节的呈现，都
更需要某种现实性或者是精确性的
描述。小说中除了交代天候气象，动
植物生存条件，也会在写到枪支与子
弹使用情况时暗示读者，那里一直维
系着和平的，其实是无处不在的“敏
感”，备受国际社会关注的南海海域
诸岛礁，关乎中国真实的海洋权益，
而非鲁滨逊随随便便登上的什么乌
托邦荒岛。另一方面，从人的情感的
发生发展看，从更加人性的方面考
察，小说亦有必要公允落笔。作家写
道：“看来，给艾齐写信，不仅仅是因
为这位南沙守礁军人觉得艾齐需要
有人给他写信，给他讲讲外面的世
界，还因为这位军人也需要向人倾
诉。”这当然更符合真实的情况，没有
比一个数月时间都被“禁锢”于茫茫
大海中一块不足篮球场大的礁盘之
上的人更需要倾诉了。表面上看，

《风筝是会飞的鱼》是一个施爱者、资
助者，与一个因父母不幸过早亡故而
整天郁郁寡欢的孩子之间的故事，实
则是一次关于心灵交往、情感教育，
关于人的精神之成长、健全与自足的
深情叙述。

少年艾齐以及为他读信的另一
个少年夏树，他们与守礁军人冯加友
之间的交流是双向互动的。冯加友
写信时，一直在想象艾齐的模样，所
以，艾齐从每月一封的远方来信中感

受到的，显然并非一般资助者的客套
话，而是恳切、深情、细腻的絮叨，几
乎面面俱到，冯加友已然将艾齐视若
己出。而在艾齐这边，冯加友则是

“以爸爸的形象住进了艾齐的心里”，
缺乏父母关爱的艾齐，对这个南沙守
礁军人渐渐有了某种精神依恋。冯
加友喜欢做风筝，他寄给艾齐一个用
鱼皮做的风筝，艾齐通过这个形状酷
似一条飞鱼的风筝，在一次又一次的
放飞中，真切地感觉到了“南沙爸爸”
的存在。同时，因代为读信而成了旁
观者的少年夏树，也被带入到对守卫
海疆的军人生活的无限想象之中，并
最终在考入大学后入伍，选择去南沙
做一位守礁军人⋯⋯儿时偶然飘落
进心田的一粒种子，在合适的土壤、
阳光、温度和气候条件下，就会发芽、
生根、成长。生命因互相激发、砥砺
而获得生机，生活也在不断的探究发
现中寻求到意义。我们可以说，《风
筝是会飞的鱼》正是在这一点上赢得
了自己的读者。

我向来认为，童书写作须格外谨
慎，思想上要清澈、透明，讲述时须专
注、诚挚。以上述标准来看，王棵的

《风筝是会飞的鱼》在方方面面也都
做到了。南海的阔大、邈远，守礁军
人在风雨和孤寂中的日日夜夜，那里
曾经发生的战事、早期的高脚屋以及
无时无刻的警惕戒备，在书中都得以
详尽呈现。不仅如此，这本儿童小说
对同情、理解和爱意的转达，对心灵
之间相互倚靠、共同成长的探究，更
是严谨到位，令人信服，作品行文中
充满了淡淡的诗意，全书有一种朴素
的浪漫和恬静之美，有对中国边海防
军人生命节操的诚实讲述，而这一切
都与作家王棵对细节的倚重有关。

在《风筝是会飞的鱼》的开篇，我
们就看到对南海的与众不同的描述：

“没有一丝风的晴日里，舒展平滑的
海面像一块基底深蓝色、表面敷着薄
薄一层炼乳的大玻璃⋯⋯晴日里的
阳光再繁密、再有力，却也只能在抵

达海面时瘫软为一层炼乳状的虚
光。”这样的细节描写，很显然建立在
深切体验与长时间观察的基础之上，
没有与大海朝夕相处，就不可能获
得。如此精微、细致、生动和一丝不
苟的描写，在书中可以说俯拾皆是。
在冯加友写给艾齐的信中，南沙守礁
的军人们，除了要面对高温、高湿、高
盐，以及台风和暴雨这样的严酷自然
环境，还要面对极度的孤独和寂寞。
海防战士们的“寂寞”“苦累”和“牺牲
精神”，该如何向一个孩子讲述呢？
王棵同样是求助于诚实与客观，不事
任何煽情或夸张。冯加友在信中告
诉艾齐，当南沙的阳光照射在人身上
时，“裸露的皮肤所能感觉到的是千
万根细小的针向他扎来”，而南沙的
风，“会让我想到一堵流动的墙，这墙
无所不在地堵在我们周围，让我们感
觉压抑”。这些感受，非实地体验肯
定是无法获得的，而这得益于王棵曾
经的守礁生活经历。我想，恐怕只有
当作家沉浸于某种特殊经验，然后又
以孩子们听得懂并且能够理解的方
式“倾诉”时，南海、南沙、礁堡，以及
守礁军人的生活世界，才会呈现为真
确可靠的鲜活内容，而非刻意营构、
先入为主的崇高象征之类。

让一个人的自我充分地打开，有
能力去拥抱和接纳，同时也获得感
动、相互的怜悯和亲情一般的关联，
这是爱的方法而非“叙述”的魔力。
在这个意义上，《风筝是会飞的鱼》超
越了一般意义上的英雄叙事，书中人
物，从冯加友、夏树、艾齐到孔飞，再
到秦少校和蒲老师，都是如本文开篇
所提到的陈红军及其妻儿那样的寻
常人物。我们在阅读这本书时获得
的，是了解南沙普通守礁军人生活常
态和具体样貌的“教科书”，而在另外
的意义上，王棵其实是向我们提供了
关于儿童心灵建构、精神成长及生命
理想塑造的一部清新图谱。他的探
索无疑是成功的。

（作者系《解放军文艺》副编审）

两个少年与守礁军人的南沙情缘
——评《风筝是会飞的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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