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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

幸福的味道

■

资深出版人 纪秀荣

托莱摩斯是一个民风淳朴的

小镇，小镇上的很多人都把面包作

为自己的日常主食。博鲁特是一家

面包房的老板， 但从各个方面看，

我都觉得称他为面包师更为恰当。

在我看来，博鲁特真的是一个

很不错的面包师，他的许多创意和

我童年时的梦想不期而遇。他每天

早上

4

点就带领徒弟们开始工作。

他以创新为乐， 发明了土豆面包，

就是在面包里放一个香喷喷的土

豆；还有动物面包，就是把面包做

成各种动物的形状；还有白兰地面

包，呵呵，想一想这些面包的香味，

我的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这不禁勾起我童年时关于面

包的回忆。小时候，好不容易妈妈

才给我一角钱， 不要小看这一角

钱， 这可是我在家中老闺女的特

权，我的哥哥姐姐揣块儿馒头或者

窝头就去上学了，我拿着妈妈给的

一角钱， 飞一样跑到街边的食品

店， 去买我最爱吃的果子面包。果

子面包外皮包着一层油亮的、乳白

色的纸，面包松松的，长方形，上面

的部分圆圆的，零星缀着几块儿花

花绿绿的果脯碎粒。我通常是从面

包的底部开始吃，把果脯一直留到

放学时才吃掉。当时一个小女孩的

最大愿望， 就是果脯能够多些、再

多些。

或许，博鲁特起初只是在意面

包的创新和味道，它会让这个

30

多

岁、 胖墩墩的男人很快乐很快乐。

然而， 因为博鲁特的面包太好吃

了， 所以他连续几年蝉联了托莱

摩斯小镇第一面包师的称号。 这

带给他荣誉、 欣喜和满足感， 这

份满足感甚至超过了他做面包时

的快乐。

问题就在这里，当我们太在乎

成功和第一的时候，我们对做事的

幸福感就迟钝了。从博鲁特面包房

的对面出现了另外一家面包房开

始，博鲁特的心态完全变了，他每

天在意的是对面店的面包是不是

好吃，对面店里的客人是不是比自

己店里的多。纠结的博鲁特没有太

多心思放在面包上了，他每天痛苦

地想得到对面店的老板在制作主

食面包上的技术，可强烈的自尊心

又让他不好当面去问，不得已使出

了让徒弟乔装打探的下策。

故事充满悬念。博鲁特一直没

有得到自己徒弟的消息，在他的极

其忐忑和不自信中，又迎来了一年

一度的面包王大赛。果然，博鲁特

连前三名都没有进，他极度失望和

沮丧，这时他收到了徒弟卡鲁鲁的

信，一切真相大白。

面包要做得更好吃，可能并不

需要太高深的技艺，朴实的、普通

的水就可以提升面包的味道，这就

像人生，最朴素的东西才是最可贵

的。我们需要找到幸福的秘诀———

你喜欢做的事，就认真地、投入地

去做。水，看似平淡无奇，其实很珍

贵，也很关键。这就像一个人对于

幸福的感觉，有了对幸福的真切感

受，我们会以一颗朴素而感恩的心

对待他人，我们就可以克服很多人

性的鄙陋，以更加平和的心态去面

对成功与失败。最最重要的，你是

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你制作出的才

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味道。

期待有一天， 即使是白发苍

苍， 我还要拜访托莱摩斯小镇，找

寻果子面包的童年记忆。

《托莱摩斯的面包房》，

[

日

]

小

仓明著，

[

日

]

石仓欣二绘，侯鹏译，

新蕾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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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智商”也有一颗金子般的心

■

德国青少年文学奖评审委员会

你知道什么是“深智商” 吗？ “深

智商” 就是指那些“东西时常会从脑袋

里掉出来， 自己却不知道从哪儿掉出来”

的人。 里克就是这样一个“深智商” 的

孩子， 尽管如此， 他所在的特殊教育学

校的老师还是给他布置了一个写假期日

记的作业。 虽然里克脑袋里的东西有点

儿乱， 患有注意力缺陷障碍的他想起事

情来也比常人要慢， 但是他对自己周围

的事物观察仔细， 讲起故事来让人拍手

叫绝。

他和他的妈妈塔妮娅·多雷蒂住在柏

林的迪芬巴赫街———一条又直又长的大街

上， 因为里克没有方向感， 左转还是右转

是他永远无法破解的谜题， 所以他的妈妈

选择搬到这条街住， 希望省去里克找路的

烦恼。 体贴的妈妈总是尽其所能， 希望能

够避免周围人嘲笑、 歧视这个智力有障碍

的孩子。

里克可以说是儿童文学作品中与众

不同的主人公形象， 这一形象的绝好反

例就是奥斯卡———个子矮而且胆小的奥

斯卡脑子里五花八门的知识多得都快装

不下了， 他是个绝对的“高智商”。 奇怪

的是， 奥斯卡和里克在一起时就不那么

害怕了。 里克则很高兴有奥斯卡作伴，

这样他就不会迷路。 于是， 他俩组合在

一起就天下无敌了。

作家安德里亚斯塑造了这样两个可

爱至极的人物， 头脑简单的里克和绝顶

聪明的奥斯卡就像两个磁极， 既相互排

斥， 又彼此吸引。 通过他们的眼睛， 我

们看到了日常生活中多姿多彩而又充满

趣味的画面。 听他的故事， 看他笔下人

物的敏感和幽默如何跃然纸上， 就是一

种纯然的享受， 这是一个聪明、 丰满、

独一无二的故事。

侦探故事的情节只是作者精心编制

以娱乐观众的， 它并不是整部小说的重

点， 真正出彩之处其实是作者对社会环

境的描写以及塑造的众多人物。 安德里

亚斯的人物刻画入木三分， 他巧妙地选

择了一栋有众多租客的公寓作为故事发

生的场景， 这对于缺乏方向感的里克相

当有利。 公寓里的每个人， 无论角色多

小， 形象都很丰满， 个性十足， 不可替

代。 我们可以看到陷入中年危机整日沮

丧烦恼的女邻居、 在超市肉品专柜卖肉

的达灵太太， 她对里克的友爱让人理所

当然地想到她的名字 （达灵， 和英语

“亲爱的” 同音）。 还有里克的妈妈， 安

德里亚斯没有在她身上多费笔墨， 可是

通过里克的眼睛我们却看到了一个生动真实

的她。

当然还有里克本人： 他是个“深智商”，

他患有多动症。 可是他很自信， 渴望知识

（他甚至编了一本自己的字典）， 爱思考———

虽然有时花的时间长了点儿， 但很独立。 他

对人友善， 有一颗金子般的心灵。 安德里亚

斯对环境的描述一旦通过里克之口就变得非

常独特， 既没有对人物的苛责， 也没有对青

少年读者的过度说教， 总是精准而又充满温

情。

安德里亚斯在描写环境时注意到了很多

细微之处， 这在后文描写里克拜访索菲娅时

体现得尤为明显———索菲娅所处的世界与里

克完全不同，虽然里克的家有点儿不够传统，

但却充满关爱， 而她的家里每立方厘米里都

充满了贫穷、寂寞和缺乏交流的味道。里克让

读者感受到了他的同情，让读者，哪怕是儿童

读者， 也能够懂得生活在索菲娅的世界里意

味着什么。

最终将人物和环境统一，使这本为儿童而

写的当代社会小说成形的，是安德里亚斯的语

言。 为了能够从里克的视角来讲述这个故事，

他创造了大量丰富的词汇，描述里克对世界的

感受。 安德里亚斯深入里克的内心和外在世

界，不带任何美化地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新的世

界，为儿童文学设置了新的标杆。

这是一个关于如何理解那些看似无法适

应效率社会的“异类”的故事，它明白地告诉

我们，每个人都有权赠予和接受，因为每个人

都有他的独特之处。通过里克这个“深智商”，

安德里亚斯让我们看到，一个人的价值不应

以是否健康并完美无瑕来衡量。

“宾果男孩日记” 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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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里亚斯·施泰恩胡弗著 ， 接力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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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玲叮当的故事魔法

■

儿童阅读推广人 王林

晓玲叮当之于儿童文学界， 既熟悉又

陌生。 说熟悉，是因为她作品甚多，创作丰

厚，曾获过“冰心儿童图书奖”、“全国优秀

少儿图书奖”等荣誉；说陌生，是因为儿童

文学评论界似乎很少关注到她， 她也很少

参加新书发布会、 作品研讨会， 很少去发

言、打笔战、出席饭局。 她知道她的生命场

在小读者那里，在孩子们身边。 所以，在一

些场合，我见到的晓玲叮当完全是两个人，

面对孩子的时候，她神采飞扬，滔滔不绝；

而在一些所谓的“圈子”的场合，她沉默、低

调———她本质上是一个安静的人。

或许，评论晓玲叮当，最恰当的方式还

是回到她的作品，探寻她的创作历程，了解

她的创作风格。 不知道晓玲叮当是什么时

候开始童话创作的， 早年的她在西域独自

歌唱， 突然全国各地的书店都能看到她的

《写给小读者》了，突然有很多读者在读她

了。 这个“突然”其实并不“突然”，花开之

前、蝉鸣之前，谁能了解它们曾经历过怎样

的努力和挣扎？ 晓玲叮当现在去学校演讲，

面对小读者最常谈的是“抓住梦的翅膀”，

谈自己的筑梦与追梦之路。 这不是浅薄的

励志，而是生命绽放的体悟。

从《写给小读者》到《魔法小仙子》，晓

玲叮当的创作理念是一致的， 用童话的形

式阐释美德。 在这个“美德”快成为贬义词

的年代， 告诉家长要把他们的孩子带进美

德花园，是一件多么不讨喜的事。 家长要的

是成绩以及成绩后面似乎看得见的“成

功”。 我想，晓玲叮当创作这些童话时，并没

有想到“铁肩担道义”，她只是凭直觉感知：

难道美德不是成功的基石吗？ 难道快乐不

是另一种成功吗？ 是的，成人世界的权谋、

肮脏、俗气，孩子们终会习染，那就用文字

暂留这一份简单的纯真吧。 所以，在晓玲叮

当的作品中， 美德的阐释不是为了意识形

态的安全与正确， 而是想要在价值观混乱

的年代把孩子“抢夺”进美德花园。

把自己的创作目的直接呈现在作品中

的儿童文学作家并不多， 因为很多人担心

得到“教育儿童”、“主题先行”的评价。“儿

童文学是教育儿童的文学”，鲁兵先生说过

的这句话，在“新时期”的儿童文学中已经

是被唾弃的观点（是否应该被唾弃，我们应

当反思）。 可是，教育本身并不是问题，问题

是怎么教育， 放在创作上就是如何写———

你的创作理念传达得好不好， 孩子爱不爱

听。 晓玲叮当担任少儿节目主持人的工作

经历，对她的创作有一定影响。 她知道用什

么样的姿态同读者说话， 知道怎样用故事

抓住读者。 她的口语体语言就如同在麦克

风前给孩子讲故事：

也许你会问， 仙子如果就在我们的周

围，我怎么看不见他们呀？

告诉你吧，仙子们会好多好多魔法呢，

其中就包括最简单的隐身法， 只要他们念

一个咒语，你就别想看见他们了。

———《魔法小仙子·变大变小咒》

这种口语化的叙述方式，并不影响晓玲

叮当作品的唯美风格。 这种风格并不是用语

言的优美建构起来的， 而是用童话的意境构

筑起来的。晓玲叮当不会时髦的“穿越”，也很

少让童话照进现实。所以，她的童话中的人物

都是仙子、巨人、巫婆等“标准”的童话人物，

她似乎想用密集的意象修起一道童话之墙，

告诉读者：这一刻，让我们安心幻想吧！

坦率地讲， 晓玲叮当在如何讲魔法故

事上还未臻成熟， 故事中人物众多让读者

感觉有点乱，还缺乏性格鲜明的主人公。 不

过， 这都不影响对晓玲叮当是一位优秀的

童话作家的判断。 童话，这个有200多年历

史的文学样式， 已经被灿若星辰的作家们

推到了相当高的高度， 突破和创新谈何容

易？ 晓玲叮当不会用“首次”、“第一”、“震

撼”等词来修饰自己，她的创作动力来自于

她的童年阅读经验，她对童话的直觉理解，

她对孩子本能的爱。 这个故事魔法，晓玲叮

当还在修炼中，终有一天，她会像那位花衣

吹笛人一样，拿出童话的笛子轻轻一启唇，

孩子们就浩浩荡荡地跟在后面……

“魔法小仙子” 系列 （升级版）， 共

10

册， 晓玲叮当著，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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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出版

经典阅读作家故事

任溶溶：耄耋长者 超级顽童

■

儿童文学理论家 孙建江

在中国儿童文学界， 恐怕很难再找出

一位像任溶溶先生这样译作蔚为大观、创

作成就卓然，且超级风趣幽默、玩兴十足的

大师级人物了。

我曾在不同场合问朋友， 如果只选一

位， 你认为谁是中国最可爱的儿童文学作

家。朋友皆笑曰：“那还用说，当然是他啦。 ”

这个“他”就是任溶溶先生。

的确，他是一位很可爱、很好玩、很随

和的人，但越是这样，你越是感到他的了不

起和他身上的那份稀有性。

任先生通晓英、俄、意、日4种外语，译

作达数百种之多。 他翻译过伊索、科洛迪、

安徒生、普希金、巴里、罗大里、达尔、林格

伦、 米尔恩等人的作品。 大家耳熟能详的

《木偶奇遇记》、《假话国历险记》、《长袜子

皮皮》、《小飞侠彼得·潘》、《女巫》、《伊索寓

言》、《安徒生童话全集》、《普希金童话诗》

等都和他有着密切的关系， 有的作家作品

几乎就是经他译介后才广为中国读者所熟

知的。

任先生的儿童文学翻译数量大，涉及语

种多，遵从信、雅、达，注重儿童的阅读感受，

特别受小读者欢迎。 其成就及巨大影响力，

除了叶君健先生，大约无人可与之比肩。 也

许正是因为任先生的翻译成就太大， 他的

创作反倒不太为人们所重视了。 我们过去

对任先生的创作，当然也有好评，但远没到

位。 目前流行的几种以作家为线索的儿童

文学史著作就不曾专门讨论过任溶溶及其

创作的重要性，其实，他的创作绝对是中国

儿童文学的重要资产。

在我看来， 任溶溶的最大贡献恐怕要

数他为中国儿童文学带来了久违的游戏精

神和幽默品质。 在任溶溶之前，张天翼创作

了热闹夸张、风靡很久的《大林和小林》等

童话。 张天翼与任溶溶同属热闹一派，不难

发现，后者受前者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但任

溶溶与张天翼的不同也是显而易见的，张天

翼的童话更强调“讽刺”，任溶溶的童话则更

注重“幽默”，而“游戏”和“幽默”恰恰是中国

儿童文学长期缺位的品质。 也正因为如此，

他的《没头脑和不高兴》、《一个天才的杂技

演员》等几篇童话成为了中国儿童文学发展

史上绕不过去的存在。

任先生曾说：“自己天生应是儿童文学

工作者。 根据我的性格、爱好，我应该做这项

工作。 ”为儿童服务、为儿童写作，可以说是

他的生活乐趣之所在。 他的这种天性和他的

国际观、国际视野，使他对外国儿童文学中

尤为注重的nonsense（有意味的没意思）有

一种天然的默契感和认同感。 在他看来：有

人认为nonsense没意思，那只是那些大人们

觉得没意思而已。 nonsense是一种童趣，当

然有意思。 对儿童来说，nonsense不只是有

意思，而且它本身就体现了一种游戏精神和

幽默品质。 在任溶溶的作品里，nonsense可

以说是一种非常自然的存在。 也正是这种写

作的纯粹性， 使得任溶溶的作品跨越了时

代，影响了一代又一代读者。

好些年前， 我陪任先生去广州出席一

个活动。 班马教授前来探访，我和班马当着

任先生的面开玩笑说：“任先生啊， 您好像

本来不应该出现在中国呢。 ”任先生听后哈

哈大笑。 这话的意思当然要反过来理解，无

非是说像任先生这样才华出众、 满腹经纶

又天生乐观通达、玩性十足、真正富有童趣

的人在中国实在不多。

任先生可以说是我认识的儿童文学作

家中最好玩、最有趣的一个人，真不知道这

样的人以后还会不会有，要有，我想至少也

是很稀少很稀少吧。

任先生喜欢看电影。 年轻时去电影院

看，现在在家里看碟片。 除了悲剧，他几乎

什么都看，艺术片、情节片、枪战片、武打

片、搞笑片、动画片……他都看。 他说，悲剧

不想看，看了要流眼泪，太难受。 还是喜剧

好，看了开心。 他还很乐意和大家分享看片

心得，和青年人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会兴致

勃勃大谈看过的片子，而这时，大家总不免

会有些惊讶：“哈，老爷子还真潮，这么新的

片子也看过啊。 ”

任先生爱吃会吃是出了名的。 有一次

他来杭州，我请他在楼外楼用餐。 还没等我

点菜， 他老人家便抢先点了：“先来两份东

坡肉吧，你一份我一份，楼外楼的东坡肉老

地道了。 解放前，我常从上海坐火车来这里

吃东坡肉的。 ”说罢，呵呵笑了。

任先生还有一个习惯，就是不喜欢吃水

果和蔬菜。 有时候，大伙聚一块总免不了有

水果和蔬菜，任先生就会说：“我也知道水果

和蔬菜有利于健康，但就是不爱吃，从小就

不爱吃。 没办法啊，你们年轻人可是要多吃

点。 你们吃，你们吃啊，我看着你们吃，很开

心的。 ”不过，近些年来，在医生和家人的强

烈要求下，他偶尔也吃上一点果蔬。

我每次与他外出， 他必做的一件事就

是寻觅当地的特色小吃， 而且越是稀奇古

怪的东西，他越来劲。 有一次，他点了一种

我从没听说过的小吃， 我说：“这东西好吃

吗？ ”他答：“我也不知道。 ”我说：“那您还

点？ ”他答：“这你就不懂了，常吃的好东西，

回到家里就吃得到， 没吃过的不吃就吃不

到了，很可惜的。 ”原来，任先生钟爱特色小

吃， 是因为他对我们这个未知世界有一颗

强烈探寻的好奇之心啊。 打那以后，凡是有

机会与任先生一同外出觅食， 我都会主动

对服务生说：“先来两盘本地特色小吃！ ”任

先生听了很满意：“嗯，学得蛮快啊，以后一

起外出点餐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

虽说任先生很喜欢玩也很喜欢吃，可

一旦工作起来，就非常投入。

2005年，为迎接安徒生诞辰200周年庆

典， 任先生足足花了一年多时间对自己近

百万字的《安徒生童话全集》 译稿进行认

真、 仔细的全面修订和增补， 其时， 任先

生已是80多岁高龄的老人了。 我见过任先

生的修订原稿， 上面涂满了改动的文字和

符号， 任先生不用电脑， 不少页面上还有

多种颜色的笔迹并存 （显然是不同时间数

次修改后留下的痕迹）。 任先生翻译时的

严谨态度也让人难忘， 有时为了核实安徒

生作品中的某一提法、 某一注释或增补某

项内容， 任先生总是不厌其烦、一遍又一遍

地翻阅资料，直至满意为止。 比如，安徒生

的《没有画的画册》， 有的原版书为33个故

事， 有的原版书为32个故事。 任先生初译

稿所依原版书为32个故事， 这次为了补全

整个故事， 任先生经过反复查找比较勘正，

终于如愿以偿地将另一个故事补入了修订

本中。

七八年前， 我和任先生一同受邀去香

港参加一个两岸三地的学术研讨会， 鉴于

他年事已高， 会议组委会知道我年轻又深

得任先生的信任， 便让我和他同住香港教

育学院一幢日常生活用品俱全的公寓式住

所，以便照料任先生的起居。对我来说，这

岂是任务？而是我求之不得的学习机会，事

实也的确如此。 在和任先生朝夕相处的七

八天里， 除了近距离见识任先生与生俱来

的豁达、开朗和幽默，更真真切切见识了他

对工作的认真与投入。我没想到，一位80多

岁的长者， 有时晚上睡得比我这个晚辈还

迟。 每次我去他房间给他请安， 都见他在

伏案工作， 我总是说： “任先生， 您该休

息了。” 他则回答说： “就睡就睡。” 可

是， 过了好一阵子也不见他房间熄灯。 有

一天， 我问任先生： “您昨晚拿着一堆地

图研究，是想去什么地方走走吗？”他笑曰：

“香港我来过多次，解放前就来过，很熟悉，

我是在研究香港地图上那些地名的来历和

语义。” 说着， 他从桌上拿起一叠研究成

果给我看。 本子上画满了中文、 英文、 粤

语注音符号。 他说， 香港有些地名如果单

从英文字母来拼很别扭， 用现在的中文语

义也无从解释， 得从粤语的流变和香港殖

民史的角度切入才解释得通。 我又长了见

识，真是处处见学问，事事有兴趣啊，任先

生兴趣之广、学问之深、工作之投入，由此

可见一斑。

任先生今年90岁了， 真为我们有这样

一位学问精深、成就斐然，又风趣幽默、童

心永驻的长者而高兴、而庆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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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与文学】

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

■

于美艳

在童年的所有记忆里， 最难忘的莫

属小人书。 那时候爱极了看小人书，家

里的看完了，就跑到同学家里、邻居家

里看， 有时候整个下午都赖着不走。常

常拿着一块橡皮或一支铅笔去换小人书

看。很多年后，给4岁的儿子淘回“三个淘

气包”系列，他爱不释手，读得废寝忘食，

或许，这是我们共有的“小人书情结”。

这套书讲述的是小贤、 小浩和久美3个

人的冒险经历。无论是玩游戏，还是恶作剧，

3个人总一起，因此邻居们叫他们“淘气包三

人组”。有时看似枯燥的事情，孩子们却会认

真对待，努力思索，并且乐此不疲，这也许是

大人们不能理解的，但对孩子来说却是感受

不一样东西的好途径。

“淘气包三人组” 富有想象力的探险

经历不只让孩子沉醉于美妙的梦想世界，

那些温暖的画面也让我们禁不住想起童

年的自己。 捉迷藏、 堆雪人、 装鬼吓唬

人、 玩沙子、 游泳、 过家家……那些藏

匿在我们记忆中的游戏， 是一代一代孩

子快乐的成长记忆。这套书在带给孩子快

乐的同时也激发了他们的好奇心，它告诉

每一个看图画书的孩子： 只要你敢想，一

切皆有可能。

也许，我们会问，当孩子看完这些故

事后能学到什么？ 有什么深刻的寓意吗？

他们会记住什么？或许，他们什么也没记

住，但他们一定记住了快乐。快乐需要理

由，这些书就是让他们快乐的理由。这些

书将永远和孩子的童年连在一起，给孩子

一个有故事的童年，一如我们小时候关于

小人书的记忆。 也许有一天他们的生活会遭

遇寒冬， 但他们可以用童年时这些图画书的

温暖来抵御， 在绝境中仍能看到图画书在心

中留下的希望。记住这些快乐，回忆时便知道

生命中有更多值得怀恋的事情。 记住这些曾

经读过的书， 学会用一颗温暖的心去感受身

边的幸福与快乐。

新西兰图书研究专家多罗西·怀特说：

“图画书是孩子在人生道路上最初见到的

书， 是人在漫长的读书生涯读到的最最重

要的书。 一个孩子从图画书中体会到多少

快乐， 将决定他一生是否喜欢读书。 儿童

时代的感受， 也将影响他长大成人以后的

想象力……”

“三个淘气包”系列（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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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溶溶是一位很可爱、很好玩、很随和的人，但越是这样，你

越是感到他的了不起和他身上的那份稀有性。 孙建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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