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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建筑奇迹》
【法】卡米耶·冯·罗森柴
尔德 撰文
【法】玛丽·卡尤 设计
【法】奥利维耶·沙博内尔
制作
戴欣怡 译
新星出版社
2018年6月出版

《世界建筑奇
迹》是一本融知
识、趣味于一体的
立体书，通过将不
同国家的代表性
建筑立体地展现
在纸面上，让孩子
了解英、美、法、日
等国的多元历史
文化，跳出一时一
地的时空局限，从
世界了解中国、自
己和他人，开拓了
孩子的视野。

《走出“孤岛”》
陈华清 著
希望出版社
2018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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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骥才语文课》
冯骥才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8年4月出版

近年来，中
小学课本多次改
版，冯骥才的作
品依然活跃在教
科书中。该书编
选 了 冯 骥 才 近
20 多 年 被 选 入
课 本 的 文 章 。
冯 骥 才 创 作 了
大 量 的 精 短 文
章和小说，内容
精 彩 ，通 俗 耐
读，大多涉及中
国 的 传 统 文 化
和普世生活，向
读 者 传 递 了 正
能量。

《乌头花开》
张菱儿 著
科学普及出版社
2018年1月出版

故事讲述了
曾经无忧无虑的
伊敏，从小与慈
爱的外婆在乡间
生活。乡间绚烂
的花园是她很喜
爱的地方。到了
学龄的伊敏被父
母接到城里。陌
生的校园环境和
外婆的突然离世，
让伊敏心情沉重，
而校园欺凌更让
伊敏变得郁郁寡
欢；一只小狗成
了伊敏心灵的寄
托，却又遭到校
园 小 霸 王 的 威
胁 ……《乌 头 花
开》以细腻的笔
触关注到孩子们
的青春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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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书房

书籍，生活里的光
□张贵勇

《走出“孤岛》
围绕主人公夏多
吉从一个轻度自
闭症患者成长为
一个渐渐融入到
社会、有爱心的阳
光少年这一主线
展开，塑造了不同
类型的少儿群像。

小说不是停
留在关注自闭症
患儿的层面，而是
以“爱与成长”为
主题，通过故事的
演绎、人物命运的
推进，让人们对自
闭症常识和自闭
症儿童的状况多
些了解，呼吁全社
会给予自闭症儿
童特殊的爱。

近来持续关注了汤素兰的童话创作，从

“笨狼”“小朵朵”等系列童话，到“南村”那样的

长篇童话，再到《时光收藏人》这样的短篇童话

集，每每被汤素兰童话中某种独特的气质所吸

引。汤素兰的童话，处处显示出对童话文体的

敬意，常于创作中与童话史上的经典之作遥相

呼应，这种呼应，既源自对文人童话经典的挚

爱，更含有对民间童话的敬意。这种呼应，有时

是叙事手法的借鉴，有时则是让经典童话中的

人或事“互文”于自己的新童话之中。与此同

时，作家致力于对童话文体本身的建树，以另辟

中国童话之径的努力，以自己不断出新的童话

文本，丰富着属于中国本土的现代童话样貌。

短篇童话集《时光收藏人》，一个充满惊奇

感的书名，藏着一连串富于惊奇感的故事，也

藏着美好的童话情结。《一本书书店》里，多年

没有进山采蘑菇的“我”，在一片生机盎然中，

拎起小竹篮，走进了山林。透过轻灵美好的文

字，我们仿佛再次看到活泼的”小红帽“，被又

大又鲜的蘑菇吸引着，深入林中，也走进了民

间童话的情境，再抬头时，便什么神奇的事

情都可能发生了。《月光天鹅湖》中，一只叫

“丹梅”的天鹅，让人遥想那只诞生于丹麦童

话世界的天鹅。《我的影子人》中，安徒生童

话《影子》延伸于故事之中。《一本书书店》

里，借矮个子老爷爷之口，重温了“狐狸”与

“小王子”的经典对话：“有些事情，眼睛是看

不见的，要用心才能看见。”《时光收藏人》则

沿用了民间童话典型的“报恩”模式，善良的

小女孩因为帮助老爷爷推车，得到了一片神

奇的魔法花瓣。

在这样的经典童话情境中，作者又自觉

选择了民族化、个性化的突破。在汤素兰的

童话之林里，不会遇到巫婆，没有西方童话范

儿，而是滋味纯正的中国味道，作品中出现了

《山海经》中的精灵，将先民想象中的精灵世界

写得活灵活现。《桥姥爷》中，用童话的方式生

动讲述中国的神如何在民间产生，《一本书书

店》里，土地公公化身神秘的书店主人。整册

《时光收藏人》，正像《月光天鹅湖》的创意一

样，是一个从童话的惯常结尾——“从此过上

了幸福的生活”开始讲起的故事，既有经典童

话精神的接续，更显示了作家主体的独立出

新。技术层面，汤素兰也始终力图以自己的创

作，拓展童话的文体之美。传统的童话，常聚

力于以单纯简明的线性情节推进故事，不在人

物与环境上过多着墨。而汤素兰的现代童话，

则在着重“故事性”的同时，融入了小说的写作

手法。作品中，人物的形象更加清晰，内心更

加灵动，并常以精美细腻的笔触描绘自然之

美。景与物的描写，又均非闲笔，而是为着童

话的闪亮开幕，迅速而集中地将读者带入了美

好的童话情境。

《时光收藏人》是一部色彩丰富的短篇童

话集。其中既有《小老鼠的中秋节》这样的拟

人体童话，引领读者体味万物和谐，更有中国

风范的超人体童话，如《桥姥爷》《巧星和仙

月》，为读者活化了中国民间的超能力神仙。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当下童话创作中，像《皇帝

的新衣》那样的常人体童话数量较为稀有，集

子中，令人颇为惊喜地读到了当代的常人体童

话——《小魔术师珊诺》。作品中，“珊诺”竟然

是可大可小的孩子：去公园采集落叶标本时，

变得很低，因而发现了好多其他孩子看不到的

美；可为了看树上的鸟窝，又忽然变得很高很

高，太高了，高得只能仰躺着，“像在游泳池里

仰泳一样一下一下把自己移进了教室”。充满

童趣的故事中，珊诺的腿就这样可长可短地变

化着。可“珊诺”屡屡正名自己不是“魔法师”

而是“魔术师”。阅读中，始终无法推知这个小

小的“关子”意义何在，甚至会有些不以为意。

可大可小，不是魔法又是什么？而直至结尾处

才大出意料，珊诺竟然是一个失去双腿的孩

子，有着好几副长短不同的假肢。孩子那面对

厄运、阳光灿烂的态度，让我们瞬间融化在这

篇常人体童话传递的暖意之中。

除却这些外围的特征，汤素兰童话最动人

的力量，源自她童话的精神内里。汤素兰是有

着写“哲理童话”大愿望的作家。她的童话，既

有诗意，又兼具寓言味道，常能于轻灵短小的

故事中，蕴含耐人寻味的意蕴。《时光收藏人》，

以一去不返的“时光”为题，想象出一位神奇的

老爷爷，替别人收藏美好的旧时光，在人们失

意懊恼时，引导人们重温生命中的美好，看淡

眼前的不如意，重拾信心，走向未来。多么美

妙的想象，多么博爱的愿望，即便仅仅是有这

样的愿望存在，都让人深感时光的美好、生活

的美妙。《一本书书店》讲另一种珍视，讲万物

有灵，对抗人类对自然的无情入侵和对生物种

群的霸道灭绝。《月光天鹅湖》同样是一个指向

人类杀戮与贪婪的故事。在尾声处，童话以自

己能做的、理想化的手法促成了两只相爱的天

鹅在天堂相会。然而，现实中的美已经陨落。

《我的影子人》里，只要小心地沿着脚跟裁下自

己的影子，影子就会变成另一个无所不能的

“我”，甚至逾越道德的边界。“影子人”浓郁的

隐喻意味，既捕捉了孩子自由无羁的心灵期

待，更隐喻了人性中的阴暗面。作家以童话的

形式让孩子们在实现愿望的“过瘾”之后，意识

到过度自由的危害，也意识到“影子”的控制

权就在“自我”手里。《银狐和女孩》中，为相遇

的银狐和女孩设计了一个美妙而神奇的魔法

瞬间，女孩用手轻抚银狐的脑袋时，女孩的脸

深深地印进了银狐的心田，女孩听懂了银狐的

话，银狐也听懂了女孩的话，并由此学会感知

无功利的美好，体会离别的伤感，品尝等待的

滋味，拥有情感丰富的心灵。作品的创作灵感

有时也来自生活中一个引发遐想的瞬间，如

《一朵开心的大笑》，作者煞有介事地描写了

“一朵开心的大笑”，赋无形的想象之物于有

形。眼疾手快的“我”捕得一朵大笑，把它装进

瓶子里带回了家。神奇的笑之花，同样成为一

个独特的意象。当一场交通事故引发的口角

即将升级时，“大笑”破瓶而出，让在场的所有

人想起生命中最快乐的事情，从心底放声大

笑。借助童话，作家讲述了一种相处之道。

在汤素兰的童话里，幻想不是目的，而是

手段。借助这样的手段挣脱现实视域的束缚，

甚至脱开自我视域的束缚，进入一片开阔澄明

的世界，重新细细地打量人类，打量自我。轻

灵、毕肖的语言与久远、经典的童话气质相互

契合，冲破传统定势的童趣、理趣辅以想象之

翼，为我们带来了神奇的阅读体验。

生命之树常绿。
这是庆云老师至爱的佳句。很早

之时，她就把此话铭刻心上、写在书里。
“生命之树常绿”，这是一种积极

的生活誓言，是一种不懈的生命追
求。98岁高龄的庆云老师，是长青藤、
是不老松、是那棵常绿的生命之树。
经过近一个世纪的风雨洗礼，生命之
树依然枝繁叶茂、生机勃发，这真是
一个奇迹。

记得2015年我去香港看望她，刚
一见面，她就笑眯眯地抢先开口对我
说：“真好笑，真好笑。昨天晚上又发
梦了，梦见自己在写儿童诗了，所以
今天一早起床写诗了”。脸上流露出
一种说不出的幸福和快乐。90多岁的
老人，还在发那么温馨的梦，那是儿
童才有的梦幻。更难得的是她一早起
床后，赶快回忆起梦中的诗，一句一
句记录下来，多么可爱的老人，充满
童真童趣的老人，这样的老人永远有
一颗年轻的心。

庆云老师一辈子浸润在儿童文
学的天地里，年轻时创办了《新儿

童》，退休前又创办了《少年文艺报》《少男少女》杂志，平
生著书158种，其中多数为儿童文学，她的著作还被翻
译成多种文字在国外出版。她把为儿童创作当作自己毕
生不可动摇的事业，为孩子奉献精美的精神食粮，感到
无比的满足快乐，这是她的人生追求。在当今物欲横流
的社会，她像一股流出深山老林的清泉，是那么明净又
是那么清澈。

她笔下的故事、童话、童诗、童谣，像美妙神奇的种
子，撒播在孩子们的心田，感动一代又一代的小读者和
大朋友，激励他们在人生道路上，永远不懈地去追求真
善美。我有幸成为其中的一个。

对她的大名我早就有所耳闻，对她的儿童文学作品
也有所接触，但却无缘与她认识。直到“文革”结束后的
第二年，我调到广东省少年宫去主持文艺组工作，创办
了少年文学讲习所，这在全省乃至全国，当时都是一个
闻所未闻的新鲜事。我冒昧请她来为文学少年讲课，心
中还揣揣不安生怕受到婉拒，谁料她非常亲和喜悦，一
口应诺，现在我还记得她当时说的一句话：我们想到一
块儿了。

孩子们也为有慈祥的作家奶奶来讲课，感到非常兴
奋，学习热情明显高涨。此后，她和我们的文学少年交上
朋友、成为忘年交。她看孩子们写的稚嫩文章，为他们的
作品集作序，还引荐了秦牧、郁茹、陶萍、杨羽仪、关夕芝
等文学名家来与孩子们见面互动。孩子们幼小的心灵
里，从此播下文学的种子。

文学希望在少年，后来庆云和郁茹两位老人，策划
创办了《少年文艺报》。当时她们手下只有关夕芝一位干
将，希望能调我来协助工作。记得好几次，庆云老师约我
到仑前街她家里，与钢鸣先生一起，给我谈办《少年文艺
报》的意义，征求我的意见。我何曾不想在老师身边工作
呢！但我深知教师调动的困难，庆云老师并不气馁，多方
协调，终于如愿把我调动到作家协会。当时有人说，看不
出温柔的庆云大姐却有一颗坚强的心。

此话一点儿也不假。
正当《少年文艺报》紧锣密鼓准备创刊之时，想不到

与她几十年风雨同舟的钢鸣先生溘然逝世，庆云老师悲
痛万分。我们料想《少年文艺报》创刊号肯定会推迟了，
但她强忍着失去亲人的痛苦，仍然以巨大毅力投入筹备
工作，《少年文艺报》终于如期于“六一”创刊。

温柔的背后，她有着一颗百折不挠坚强的心。《少年
文艺报》虽说创刊了，但困难像涛涛巨浪迎面扑来，庆云
老师没有被压倒，带领我们迎难而上，经过几年拼搏，在
省委和省作协支持下，终于把《少年文艺报》办成在全国
都有影响、深受小读者欢迎的少年文艺读物。

生命之树常绿，也许有许多奥秘。但有一点却是不
容置疑的，那就是不断创新，不断更新思想，如此才能永
葆岁月葱茏。

记得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我曾写信给庆云老师，感
叹“儿童文学，不好过的日子”，诉说儿童文学成了“六一
文学”，只是儿童节前后被用来点缀一下，平常想发表
难，想出版更难，信中充满悲观情绪。很快她复信给我，
很客观地分析了儿童文学面临的情势，她让我不要泄
气，更不要绝望，“把‘不好过的日子’当穷日子来过，穷
则变，变则通”。她特别提到，希望年轻有志者发扬“献身
于这块园地的精神”，殷切之情由此可见。

信中，她鼓励我要多学习。她说：“我自己也常常在
学习中有所收获，笔可以停几个月，学习却一天也停不
得”，“如果悲观失望，停止了学习和开拓，那才是真正的
山穷水尽了”。

这信无疑是一位睿智者与迷惑者的对话。
话语中肯，说到点上，让人警悟，振奋精神。我的消

极悲观情绪，在她言传身教的影响下也逐渐消退。于是
我就在“不好过的日子里”（指儿童文学）坚持下来，十
年、二十年、三十年……直到现在。现在儿童文学也成了
我终身的事业，情有独钟不离不弃，我要感谢庆云老师
的教诲，引领我坚守着儿童文学的阵地。

庆云老师重视学习，满怀深情投入事业，总是不断
去追求人生中最美好的理想。她为儿童文学呕心沥血，
一辈子坚守不起眼又无比神圣的岗位，笔端不断涌出
激动人心的作品，用主旋律去鼓舞小朋友，激励小读
者。

她创作的长篇小说《红苗》，反映省港大罢工时期，
中国第一代红领巾——劳动童子团的精神风貌，让当代
少先队员铭记这段岁月，为红领巾过去的光辉历史感到
光荣和骄傲。她创作的长篇传记文学《刑场上的婚礼》，
用28万字记录描写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领导
的革命者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以及共产党人陈铁军、周
文雍视死如归的豪迈精神。接着又把它改编成广播剧，
随着电波的传播震撼千万小读者心灵。她创作了中篇小
说《从小跟着共产党》《闪闪的红星》《白虎连里的小英
雄》《活跃在粤赣湘边区小鬼连》……用革命战争年代小
英雄的光辉形象，激励少年儿童发扬红领巾光荣传统，
从小跟着共产党，去开创祖国美好的未来。

从慷慨激昂充满正能量的红色经典作品中，可以看
到老作家的革命情怀和使命感。她还创作了大量不同风
格的抒情优美、寓意隽永的作品，故事、童话、童诗、童
谣，既温柔又温馨，既甜蜜又甜美。把深刻寓意藏在故事
形象里，让你慢慢去咀嚼品味，润物细无声。把浪漫情怀
写在字里行间，让你从中去感染诗情画意，寓教于文艺。
如《金色的童年》《彩虹孩子》《彩色的风》《英雄树唱歌》
《恐龙蛋的梦》《和妈妈一起说故事》《亲亲小时候》《天鹅
哀歌》等作品，就像漫天繁闪星烁光亮，进入孩子的梦
境，伴随他们的成长。让我们满怀敬意，感激常绿的生命
之树吧，愿它永远郁郁葱葱枝繁叶茂。

汤素兰汤素兰《《时光收藏人时光收藏人》：》：

““收藏收藏””美好的童话美好的童话
□□崔昕平崔昕平

上高中的时候，我很偶然地

结识了一位笔友。成为笔友的原

因，是因为我俩都喜欢马克·吐

温，都爱极了他笔下那个善良而

自在的哈克贝利·费恩。但我们

不在一个城市，因此整个高中三

年，我俩几乎每周通一封信，聊着

马克·吐温，聊着小说、阅读，也聊

着无处倾诉的青春。

因书而结友，成为我枯燥的

高中三年难得的美好回忆。同样

的桥段，也发生在《柠檬图书馆》

中。作者科特里尔以书为主题，

讲述了一个很有张力的故事：母

亲早逝、与父亲一起生活的卡吕

普索，在同学眼中是一个很古

怪、不好相处的人，她没有朋友，

没有课外生活，几乎把所有的时

间都用在阅读母亲留给她的书籍上。那些书帮助内向的卡吕普索打

开心扉，找到自我，并得到了同样爱阅读的转学生梅的友谊。

因此，疗愈主人公母爱之殇、成长之痛的，与其说是梅的友谊，不如

说是阅读的力量。两个少女因书而越走越近，拥有了共同的精神家园，

找到自己的生活节奏，彼此慰藉，相伴相知，触摸到友谊的温暖，也体味

到书籍对于心灵世界的营造。尽管有着各自的生活困扰，但她们最终

守住了书籍的一方天地，战胜自我，走出困境，未来的日子一点点地变

得鲜亮起来。

实际上，有关阅读主题的儿童文学故事并不少见，但《柠檬图书

馆》却有着独特的青春韵味：此阶段的孩子渴望友谊又害怕被拒绝、

渴望得到他人认同又不想失去自我、渴望与人分享秘密又希望保持

一点儿神秘，喜欢通过阅读来探寻世界却不想被同学认为是书呆

子……种种矛盾在许多青少年身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乔·科特

里尔深知这一心理与困扰，直面这种青春的迷茫，也给出自己的应

对之策——深入阅读，从书籍中发现生活的光芒，汲取成长的力量。

科特里尔之所以能将有关友谊、有关成长的故事讲得如此生动、吸

引人，得益于她丰富的工作经历：她当过演员、音乐家、报刊销售，但对

她写作帮助最大的是她的教师生涯。她喜欢给所有年龄段的读者写故

事，也常去学校与学生们探讨书和阅读。此种经历使她更懂孩子，更了

解青少年的心事，更能把握自己的叙事节奏与语言风格，从而与其他儿

童文学作家区别开来。

在叙事时，科特里尔没有采取全能的上帝视角，而是站在看似孤僻

古怪的卡吕普索的角度，带读者透过现实的庸常，走进青春期少女的内

心世界，明白阅读之于友谊的内在关联，之于一个人、一个家庭的重要

意义。书中那些耐人寻味的人生哲理，如“人是相互需要的。不能因

惧怕受到伤害而把自己隔绝起来。那样意味着你已经受到伤害。”

“内心的力量不是为自己准备，而是为他人”，无不与故事紧密结合，

是情节发展的自然流淌，让青少年读者明白，借助经典的、有爱的书

籍与故事，一个人不仅能收获友谊，还能找到生活的乐趣，坚定未来的

方向。

《柠檬图书馆》的书名亦有着特殊用意。在西方文化中，柠檬的

寓意是开不了口或无言的爱。书籍，无声地讲述着过去、现在、将来

的故事，实则就是一种无声的爱：书中有先贤对后世满满的热忱，有

哲人对生活、生命的深切感悟，也有丰富多彩、催人奋进的故事。这

些文字能抚慰青少年的烦恼与忧伤，帮助他们学会面对成长中的

痛。说到底，亲近书籍，坚持阅读，就是追随生活里的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