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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态

好书精读

《《小翅膀小翅膀》》题名印象之细弱轻盈与其作品内题名印象之细弱轻盈与其作品内

涵之坚硬深刻形成鲜明对照涵之坚硬深刻形成鲜明对照。。作家周晓枫一出手作家周晓枫一出手

儿童文学便立意不凡儿童文学便立意不凡，，为原创儿童文学带来了绝为原创儿童文学带来了绝

对的新质对的新质。《。《小翅膀小翅膀》》书中主人公为书中主人公为88岁年龄段儿岁年龄段儿

童童，，面向低年龄段儿童的文学面向低年龄段儿童的文学，，其题材的限定性其题材的限定性

通常不太好突破通常不太好突破。。因为从一般儿童文学观念来因为从一般儿童文学观念来

看看，，孩子年龄的层级正好和写给他们的作品内容孩子年龄的层级正好和写给他们的作品内容

的复杂性成正比的复杂性成正比，，即读者年龄愈小即读者年龄愈小，，作家笔下的作家笔下的

文学世界便愈趋单纯明亮文学世界便愈趋单纯明亮，，愈趋于回避基于生活愈趋于回避基于生活

真实的真实的““灰质灰质””，，追求单一的美善世界的再现追求单一的美善世界的再现。。这这

是儿童文学价值维度的常态共识是儿童文学价值维度的常态共识，，很少有人敢去很少有人敢去

打破打破。。正是基于观念革新这一维度正是基于观念革新这一维度，，我们可以去我们可以去

考量与肯定考量与肯定《《小翅膀小翅膀》》的艺术开创性的艺术开创性。。

““小翅膀小翅膀””是一个专门负责为人类投梦的小是一个专门负责为人类投梦的小

精灵精灵，，不过他投的可不是不过他投的可不是““美梦美梦””，，而是而是““噩噩

梦梦””——就是那些只给我们带来恐怖就是那些只给我们带来恐怖、、害怕害怕、、不舒不舒

服感觉的不好的梦服感觉的不好的梦。。不要说孩子不要说孩子，，就是大人也不就是大人也不

喜欢噩梦喜欢噩梦。。如果哪天早晨起来如果哪天早晨起来，，发现自己做了一发现自己做了一

个噩梦个噩梦，，可能一天心情都会不好可能一天心情都会不好。。可是问题是我可是问题是我

们常常会做噩梦们常常会做噩梦，，尤其是白天遭遇了不好的事尤其是白天遭遇了不好的事

情情、、身心过于疲倦时身心过于疲倦时，，晚上做噩梦的频率就更高晚上做噩梦的频率就更高

了了。。““噩梦噩梦””与我们的生活如影随形与我们的生活如影随形，，它的象征语它的象征语

义甚至可以普及延伸至生活中我们所遭遇的所义甚至可以普及延伸至生活中我们所遭遇的所

有不好的事情有不好的事情。。这些事情没有人会喜欢这些事情没有人会喜欢，，都惟恐都惟恐

避之不及避之不及。。那么那么，，问题就出现了问题就出现了，，我们该如何引领我们该如何引领

孩子面对生活中孩子面对生活中““负面负面””清单上的东西呢清单上的东西呢？？是遵循是遵循

一般观念一般观念，，回避问题回避问题，，粉饰生活粉饰生活，，只呈现美好只呈现美好？？还还

是坦然承认面对的必然性是坦然承认面对的必然性，，尊重生活事实尊重生活事实，，以孩以孩

子能接受的方式寻找合理的解决途径子能接受的方式寻找合理的解决途径？？显然这二显然这二

者有根本的区别者有根本的区别，，代表了两种有本质差异的儿童代表了两种有本质差异的儿童

文学价值观文学价值观。。前者立足于一个抽象的前者立足于一个抽象的、、观念想象观念想象

中的中的““儿童本位儿童本位””世界世界，，这个世界一片纯净没有渣这个世界一片纯净没有渣

滓滓，，其文学质地表现为纯理想性其文学质地表现为纯理想性；；后者主张在儿后者主张在儿

童生活的童生活的““真实性真实性””与与““社会性社会性””中形成文学中形成文学，，更在更在

意看取孩子无力应对的问题与生活困窘意看取孩子无力应对的问题与生活困窘，，不刻意不刻意

美化孩童世界美化孩童世界，，旨在引领孩子在旨在引领孩子在““接受接受””生活的姿生活的姿

态上睿智穿透生活态上睿智穿透生活，，最终张扬儿童文学必有的理最终张扬儿童文学必有的理

想性想性。。

因对周晓枫因对周晓枫《《小翅膀小翅膀》》的文本感悟的文本感悟，，我形成如我形成如

上两种价值观的概括分析上两种价值观的概括分析。。显然周晓枫的选择在显然周晓枫的选择在

第二种第二种，，显示出她对显示出她对““儿童文学儿童文学””这一特殊文类较这一特殊文类较

自主的认识自主的认识。。看得出看得出，，针对低龄儿童针对低龄儿童，，她不想写那她不想写那

种种““甜腻腻甜腻腻””的充满了成人拟态的的充满了成人拟态的““儿童腔儿童腔””的东的东

西西。。她想让孩子在她想让孩子在““回归回归””生活真实的起点上来品生活真实的起点上来品

味她的文字味她的文字，，她想让孩子始终能够更坦然地去面她想让孩子始终能够更坦然地去面

对自己对自己，，面对自己的生活面对自己的生活，，她想带着孩子重新打她想带着孩子重新打

量一些量一些““另类另类””的的、、““丑陋丑陋””的生命与生活现象的生命与生活现象，，最最

终她想让孩子明白终她想让孩子明白，，在在““阻滞阻滞””你行走的每一个你行走的每一个

““坎坎””的内部的内部，，其实就涌动着一条走向光明的坦其实就涌动着一条走向光明的坦

途途，，你所需做的你所需做的，，就是满怀热情地去迎面拥抱它就是满怀热情地去迎面拥抱它，，

而不是逃避与绕过而不是逃避与绕过。。

这是一个非常深奥的生活哲理这是一个非常深奥的生活哲理，，恐怕大多数恐怕大多数

成年人其实也并没有做到成年人其实也并没有做到。。因为能够驾驭因为能够驾驭、、胜出胜出

生活的人总在少数生活的人总在少数。。实际上孩提时期面对的生活实际上孩提时期面对的生活

问题与成人相比问题与成人相比，，究其本质来看究其本质来看，，并没有什么根并没有什么根

本的差异本的差异。。一个孩子害怕做噩梦一个孩子害怕做噩梦，，和一个成人不和一个成人不

愿担当某个重任愿担当某个重任，，有什么本质区别呢有什么本质区别呢？？其实质都其实质都

是对生活的逃避是对生活的逃避。。那么那么，，我们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我们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就是就是，，培养人们一种科学正确的培养人们一种科学正确的、、彰显人文情感彰显人文情感

的思维方的思维方式式——战胜你所惧怕的力量最有效的战胜你所惧怕的力量最有效的

方式就是你去积极地亲近方式就是你去积极地亲近、、同情同情、、理解它理解它。。这其中这其中

最关键的障碍就是你的自我中心与固执的价值判最关键的障碍就是你的自我中心与固执的价值判

断断。。焦点是我们要以焦点是我们要以““多元多元””视点看待世界视点看待世界，，解释人解释人

生生。。这是一种博大的融通生活与自我的能力这是一种博大的融通生活与自我的能力，，其前其前

提解决的依然是提解决的依然是““他人他人””的问题的问题。。周晓枫的深刻之周晓枫的深刻之

处就在于处就在于，，她知道教养儿童的真正难点其实就是她知道教养儿童的真正难点其实就是

这个这个““多元多元””视点与挑战自我的能力视点与挑战自我的能力。。如何面对他如何面对他

人人，，如何面对自己如何面对自己，，这绝对涉及根本的价值观念这绝对涉及根本的价值观念，，

同时兼及生活的方法论同时兼及生活的方法论。。我们的儿童文学要触碰我们的儿童文学要触碰

的重大命题不就是要从这里起步吗的重大命题不就是要从这里起步吗？？

但这个命题解决起来其实很难但这个命题解决起来其实很难。。周晓枫完全周晓枫完全

将其还原至孩子的生活内部去打量透视将其还原至孩子的生活内部去打量透视。。她找到她找到

了一个很好的点了一个很好的点，，就是就是““做梦做梦””。。““梦梦””的来历原本的来历原本

虚无缥缈虚无缥缈，，无从掌控无从掌控，，所以更别提所以更别提““噩梦噩梦””的出处的出处

及应对方法了及应对方法了。。但她设置了送梦的小精灵但她设置了送梦的小精灵，，当然当然

““送梦送梦””这样的想象其实并不新鲜这样的想象其实并不新鲜，，因为很多童话因为很多童话

都是这样处理的都是这样处理的。。但周晓枫的机智在于设置了送但周晓枫的机智在于设置了送

梦的小精灵原来也是梦的小精灵原来也是““各司其职各司其职””，，送送““噩梦噩梦””的是的是

倒霉蛋倒霉蛋，，但别无他法但别无他法，，这与人类生活中的这与人类生活中的““不圆不圆

满满””是精神同构的是精神同构的。。我们故事的中心人物我们故事的中心人物““小翅小翅

膀膀””就是这样的一个倒霉蛋就是这样的一个倒霉蛋，，但他的与众不同之但他的与众不同之

处在于处在于，，他总想通过自己的努力使他总想通过自己的努力使““噩梦噩梦””向好的向好的

方向发展方向发展，，其实这也就是周晓枫创作这部作品的其实这也就是周晓枫创作这部作品的

宗旨宗旨：：““噩梦噩梦””是不好的东西的典型代表是不好的东西的典型代表，，但其内但其内

部存在着转换为部存在着转换为““好好””的能量的巨大可能性的能量的巨大可能性，，且其且其

特别珍贵特别珍贵。。小朋友如果能接受这一点小朋友如果能接受这一点，，这其中的这其中的

价值引导有多大价值引导有多大？？

于是于是，，浆果的故事浆果的故事、、打打的故事打打的故事、、小帕的故小帕的故

事事、、阿灯的故事……四个角度各异的故事便陆续阿灯的故事……四个角度各异的故事便陆续

登场了登场了，，它们都很有趣它们都很有趣，，内容差异度很大内容差异度很大，，但都与但都与

““噩梦噩梦””相关相关，，中心理念贯通一气中心理念贯通一气。。四个孩子均在四个孩子均在

与与““噩梦噩梦””的亲密接触中健康成长的亲密接触中健康成长。。原来当我们不原来当我们不

以以““成见成见””去对待梦中的去对待梦中的““怪物怪物””时时，，做做““噩梦噩梦””竟是竟是

一件很有趣且很有意义的事情一件很有趣且很有意义的事情。。因为正是噩梦才因为正是噩梦才

可以让我们遇见可以让我们遇见““不一般不一般””的人与事物的人与事物，，正是这些正是这些

““异端异端””情境可以启迪我们反向思考情境可以启迪我们反向思考，，扩展多元视扩展多元视

阈阈。。正像周晓枫在文中所说正像周晓枫在文中所说：：梦梦，，让我们领略奇迹让我们领略奇迹

和灾难和灾难，，见识英雄和魔鬼见识英雄和魔鬼，，就像妈妈爱他们的孩就像妈妈爱他们的孩

子子，，我们也应该爱各种性格的梦我们也应该爱各种性格的梦。。以以““爱爱””结题结题，，帮帮

助孩子建立一种勇敢开阔的生活态度助孩子建立一种勇敢开阔的生活态度，，这就是稚这就是稚

嫩的嫩的““小翅膀小翅膀””的善良愿望的善良愿望。。““小翅膀小翅膀””意象之轻与意象之轻与

其含义之重为本文形成了巨大的审美张力其含义之重为本文形成了巨大的审美张力。。周晓周晓

枫将如此重大的人生命题交予枫将如此重大的人生命题交予““小翅膀小翅膀””，，其实骨其实骨

子里真正体现出的是她的子里真正体现出的是她的““儿童本位儿童本位””。。因为她知因为她知

道比之一个张牙舞爪的大人道比之一个张牙舞爪的大人，，一个小巧可爱的一个小巧可爱的

““小翅膀小翅膀””更易进入孩子们的心灵更易进入孩子们的心灵。。

更有趣的是更有趣的是““小翅膀小翅膀””的双重身份的双重身份，，或者也许或者也许

是多重身份是多重身份。。他一边帮助孩子们成长他一边帮助孩子们成长，，其实同时其实同时

他自己也在成长他自己也在成长。。因为帮助别人因为帮助别人，，他最终承受了他最终承受了

最大意义上的最大意义上的、、最大程度叠加的最大程度叠加的““噩梦噩梦””，，但奇异但奇异

的是极的是极““噩噩””之后的崩裂境界居然是焰火般美丽之后的崩裂境界居然是焰火般美丽

的花香和虫鸣的花香和虫鸣。。““噩噩””成为真正的美善之源成为真正的美善之源。。这其这其

中的哲学思辨是用有趣的童话故事发现与呈现中的哲学思辨是用有趣的童话故事发现与呈现

的的。。周晓枫深知周晓枫深知，，伟大的生活辩证法伟大的生活辩证法，，从孩提起的从孩提起的

引导是必需的引导是必需的。。

周晓枫触碰了儿童文学创作的难点周晓枫触碰了儿童文学创作的难点，，她突破她突破

了针对低年龄段儿童创作的了针对低年龄段儿童创作的““禁区禁区””，，直面问题并直面问题并

将其升华将其升华。。延伸至整体的即针对所有年龄段的孩延伸至整体的即针对所有年龄段的孩

子的儿童文学子的儿童文学，，题材的题材的““禁区禁区””绝对会是当下及未绝对会是当下及未

来原创儿童文学发展的焦点问题来原创儿童文学发展的焦点问题，，也是瓶颈问也是瓶颈问

题题。。其指涉的核心要义是其指涉的核心要义是：：提供给孩子接受的提供给孩子接受的““社社

会生活会生活””真实真实，，其尺度或边其尺度或边界究竟在哪里界究竟在哪里？？针对针对

年龄的层次性年龄的层次性，，我们究竟如何去合理解放我们究竟如何去合理解放““禁禁

区区””的限制性的限制性？？20112011年年77月月，，在澳大利亚布里斯在澳大利亚布里斯

班召开的班召开的““第第2020届国际儿童文学研究会学术会届国际儿童文学研究会学术会

议议””的主题便是的主题便是““儿童文学中的恐惧与安全儿童文学中的恐惧与安全””，，大大

会认为从最早的童话开始算起会认为从最早的童话开始算起，，儿童文学的创儿童文学的创

作者们在坚持提供安全作者们在坚持提供安全、、希望的精神世界和颂希望的精神世界和颂

扬人性精神的同时扬人性精神的同时，，已经开始富有创造力地演已经开始富有创造力地演

绎着社会更为阴暗危险的一面了绎着社会更为阴暗危险的一面了。。由这一主题由这一主题

我们可以窥见国际儿童文学的未来发展趋势我们可以窥见国际儿童文学的未来发展趋势。。

毫无疑问毫无疑问，，儿童文学儿童文学““演绎恐惧与黑暗演绎恐惧与黑暗””这一主这一主

题是最难的题是最难的，，但也是最具创造力的但也是最具创造力的。。藉由藉由““噩噩

梦梦””，，周晓枫已周晓枫已经开始涉足这一前瞻领域经开始涉足这一前瞻领域，，这也这也

许与她此前主导的面向成人写作的身份不无关许与她此前主导的面向成人写作的身份不无关

系系。。相遇相遇《《小翅膀小翅膀》，》，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她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她

必将有更多儿童文学佳作问世必将有更多儿童文学佳作问世！！

周晓枫周晓枫《《小翅膀小翅膀》：》：

观念革新观念革新：：儿童文学如何儿童文学如何
引领孩子面对生活真实引领孩子面对生活真实？？

□□李利芳李利芳

洪永争作品暨文学地理学视阈下

的儿童文学研究学术讨论会举行

不少作家专注于动物小说的热门选题，散

文作家韩开春却独辟蹊径，热衷以写动物散文

为乐。他以独特的视角写瓦片下、泥土里的昆

虫的散文集《虫虫》获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此

次又转换视角关注起家门口的动物：鼠、蝙蝠、

狗、猫……写出了《与兽为邻》。

读过《与兽为邻》，我被韩开春对动物的感

情和怜悯之心打动。他有一种能很快原谅别人

的不是的憨厚，同时又有一种不为人察觉的机

灵。即使他在写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时，也能写

到《广异记》里老鼠告知了地震，鲁迅养过的一

只吃墨水的老鼠，家喻户晓的米老鼠，以及动画

片《猫和老鼠》中聪明伶俐的老鼠杰瑞……这证

明老鼠也有不一样的闪光点。

读韩开春的动物散文，能看出他是一个真

性情的汉子。《狗》中写到与赛虎的感情，令人

情不自禁地落下泪来。“卡车快要通过高松河

桥的时候，赛虎追了上来，它一定是有什么预

感，一边狂叫着，一边紧追不舍……我跳下车

厢抱着赛虎跟它说，我们要出趟远门，等过段时

间就回来带它走，也不知道它有没有听懂，可说

也奇怪，等车子再次发动的时候，赛虎居然不再

追了，只是一直站在桥上眼巴巴地望着卡车开

远……在他（四舅）临来前的这一个月，赛虎就

不回家了，整天就趴在高松河桥上……直到最

后把自己饿死在了桥上，临死头还朝着车开走的

方向……”

韩开春内心深藏的柔软以及他对动物的独

特的感情，读者能够透过这些至真率性的文字体

会到吧。

《与兽为邻》中的至真
□殷建红

■短 评涂晓晴的长篇科幻童话《蓝蓝和外

星人》带给我诸多欣喜。

一是科幻题材。儿童文学作家拥

有科幻创作意识很有必要，当今时代正

在走向智能化，科幻主题契合了时代发

展的需求，可以促进中国儿童文学走向

丰富和前沿。在近些年的江苏儿童文

学创作界，基本没有产生科幻类作品，

《蓝蓝和外星人》可以说是开辟了江苏

儿童文学的科幻题材领域。作品糅合

了科学幻想和童话幻想，并且将科幻、

童话和孩子的现实生活融为一体，这在

少儿写作中颇为难得。作品前半部分

更像童话，地球上的蓝蓝和永恒星上的

纳瓦之间，通过许愿来相互联系；后半

部分更多体现科幻性，星球访客、飞船、

星际旅行等科幻元素纷至沓来。在当

代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界，写作童话的人

才济济，但是敢于并乐于写作科幻的寥

若晨星，尤其是女性作家。科幻写作对

于作家而言具有一大挑战，那就是需要

具备丰厚甚至较为专业的科学性知识、

眼光和思想。涂晓晴的科幻创作虽然还

不很精到，但这种尝试显示了她的勇气

和智慧。

二是主题方面，涉及对于地球生态

问题的思考、对于辽阔宇宙的观照、对

于人类生存的体察。书中有一个细节，

外星人纳瓦带来一颗石子给蓝蓝，告诉她这是他居

住的星球上的，蓝蓝由此而生的顿悟颇为深刻。书

中有诸多动人心弦或催人深省的细节，如蓝蓝想要

变成风，自由自在地去往想去的世界；守护永恒星

的星之子纳瓦的身世、对自身星球和家人的挂念；

外星人对地球的好奇、探索、夸赞，地球人对外星人

的友好接纳等。作者思索的是星球之间的关系，宇

宙中的和平共处。看得出，作者有这方面的艺术才

情和抱负。作者对宇宙万物总是心怀爱意，投射在

作品中，字里行间到处都洋溢温暖、流淌爱意。益

智性的元素和暖心的情感让读者不仅仅读到引人

入胜的故事，还不时触发人生体悟，包括对于宏观

的星球和微观的个体之思。

三是作者在表达“宇宙意识”之际还融入了“家

园情怀”，前者显大气，后者则接地气。家园情怀和

宇宙意识的结合是其新颖之处，童话类、科幻类的

文学作品中，少有将切实可感的家园风物写进故

事，增加地域风土文化的质感。作者将抒情品质的

文字和故事相融合，有些章节处理得特别漂亮。作

者写扬州的老城区、老街区，在“风婆婆”带着蓝蓝

的那段旅行中，变成风的蓝蓝俯瞰扬州城。蓝蓝变

成猫后，和老师同学一起爬到屋顶上去看风景那段

也写得特别细致动人，雨老师是土生土长的扬州

人，她怀想儿时的扬州。作者还写到了扬州各种各

样的小吃，色香味俱全地一一表现。要真正把食物

的妙及对食物的爱写得淋漓尽致，作者还需要继续

努力，比如写包子时，能把磨成面粉之前的小麦接

受阳光雨露的滋长、散发的清香用恰当的文字表达

出来，那就更添跳荡和延展之美。

四是作者在主题表现上，有一种非常美好的愿

望，要把好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都注入作品。

她的写作宗旨是：“希望能用爱和善、美与真，奉献

给我深深热爱的母亲城”。她将“风婆婆”和“自然

神”的有长度的人生放进儿童的生活，

这些长者充满感情的教导传递了生活

的重要感悟。自然神的形象定位是：

“他的胸怀可以装下整个世界，他的智

慧超越一切。”对儿童读者来说，这是对

他们精神和心灵成长的滋养。不过由

此带来的一个问题是，教育主旨似乎太

频繁，较明显，多个人物负载了教育传

声筒的作用。作者似有无尽的感受和

教导要对读者诉说，略显沉重和密集的

隐含“说教”的语言可以少一点，使整个

作品基调变得轻松、俏皮，纹理会更加

自然且有弹性，就像阳光和微风在原野

上徜徉那般，让读者欢快自在、无拘无束

地游历其中。儿童文学中的教育性是备

受争议的双刃剑，教育是需要的，但何种

教育内涵、如何“寓教于乐”、如何“化教

于美”，则需要费心思量和经营。

作者在叙事和抒情的交融中，还重

视喜剧性的情节，蓝猫帕颂变来变去的

身份中有很多喜剧性的描写。儿童文学

需要幽默，但真正的幽默表达是有难度

的，当代儿童文学作家努力在往幽默路

上走，但十分熨帖地把握幽默的内涵、程

度、表现方式则很难，处理不好的作品

会流于低级的搞笑、油滑甚或肤浅、庸

俗。真正高超的幽默需要智慧，而且也

需要善意和爱，要从审美立场去巧妙地

表现。在《蓝蓝和外星人》里，有些地方幽默感人，

比如艾玛和帕颂之间的关系等。艾玛的龅牙作为

喜剧元素，也被处理得较为深情，令人笑过之后却

两眼含泪，这是一种高级的幽默。作家不仅要写出

儿童内心真实的情感，他们的向往、激情、苦闷以及

悲伤，还要以儿童的心灵映照整个人类的灵魂。

一般科幻小说更重情节编织的曲折离奇，以匪

夷所思的情节来震慑人心，往往不太注重抒情，但

该作品十分看重抒情性，作者有着强烈的引导意

识，希望通过故事去告诉孩子们应该如何热爱生

活，热爱地球家园和宇宙。作者努力地想把心中的

一团火变成一朵朵小小的火星或火花，星罗棋布，去

照亮每个角落。阅读作品的时候，能感觉到渗透在

文字里的灵魂的热度和光芒。作者有丰富的想象、

饱满的情感。作品后半部分加入了“爱情”元素，虽

然使得故事更为多情，但过多运用则会导致重复雷

同，且因多种杂糅而情味不够醇正。即便是科幻作

品，也要时时处处讲究情感的真实、真诚与真切。

儿童文学中的科幻创作固然要追求引人入胜

的故事，也要蕴藏丰润充盈的情感，而且要把幻想、

思想和理想相结合，去点燃孩子对于浩瀚而神秘的

时空宇宙的探索热望，去思考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

和作为，让宇宙成为万物共同生存的亲切美好的家

园。涂晓晴创作《蓝蓝和外星人》不光是给儿童看

的，也是给成年人看的。这是一部“解放儿童”、激

发儿童游戏天性的童话，更是一部教育成人如何做

一名合格的“地球人”的暖心故事。

作者选择长篇，是非常有雄心的创作，花了很大

的耐心，故事一个接一个，颇费心思。写作长篇的毅力

可嘉，但长篇更考验对结构的驾驭能力，尤其要注意

节奏的安排，这一方面尚需仔细考量。优秀的儿童文

学是自然而生、讲究而为，它要发自作家心底，要表现

得生动贴切，也要运用精湛的技巧，且又不露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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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5日，洪永争作品暨文学地理学视阈

下的儿童文学研究学术讨论会在广东佛山举

行。韬奋基金会理事长聂震宁、广东文学院院

长熊育群、《河南日报》中原风副刊主编冻凤

秋、儿童文学作家肖定丽、广东省文艺评论家

协会专职副主席梁少锋、佛山科学技术学院教

授巫小黎等来自全国的30余位作家、文学研究

者探讨了广东省青年作家洪永争的长篇小说

《摇啊摇，疍家船》在美学、叙事以及地域文化等

方面的特点，并讨论了文学地理学视阈下的儿

童文学创作和研究。讨论会由佛山科学技术学

院、佛山岭南文化研究院、佛山市艺术创作院、

南海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等联合主办。

洪永争的长篇儿童小说《摇啊摇，疍家船》

描写了广东阳春一带的水上人家——疍家人

的生活，讲述了10岁的疍家男孩水活的成长

历程，疍家男孩水活生活在一个贫穷家庭，靠

阿爸打鱼为生，阿妈生病卧床，水活在姐姐的

照顾下长大。在适应了姐姐出嫁后的生活之

后，水活日趋平静的生活又起波澜，他发现自

己是被阿爸阿妈收养的，在出生后不久就被亲

生父母抛弃，亲生妈妈病重想见他一面，阿爸

又担心养育了10年的儿子会被带走，水活陷

入了亲情的矛盾之中。小说的题材独特、语言

流畅、情感真挚，获得第二届“青铜葵花儿童小

说”奖大奖“青铜奖”。

与会者认为，《摇啊摇，疍家船》的内容朴

实、感人，与惯常的都市化儿童文学不同，叙述

语言和所描写的风土人情、自然环境、民俗民

谣等，都具有浓郁的粤西地域特征。作者把鲜

活的地方经验融入到作品中，通过对生活环

境、精神风貌和风俗习惯的描述，展现出广东

疍家人群体的充满流动性和漂泊性的深层文

化特点。同时，作者并没有局限在描写地方性经

验，而是将其上升到亲情、成长等主题，写出了

具有普遍性的生活经验和情感体验，是对地方

性经验的超越和提升。与会者还谈到，作为一部

儿童文学作品，《摇啊摇，疍家船》着重表现了成

长的这一主题。少年水活的生活中面临着来自

物质层面、文化层面和亲情矛盾的多重困境，也

正是在情感纠葛和内心的激荡中，水活经历了

蜕变和成长，逐渐获得了对于身份和文化的认

同。作者在小说中写出了生活的不易和艰辛，这

是孩子们也可以感知到的，在直面现实的同时，

作者关注儿童心灵，将发自内心深处的纯粹的

童真传递给读者，特别是作品中关于亲情部分

的描写，闪耀着人性的光辉。让孩子们在了解到

生活艰辛的同时又能充满希望和勇气地去面

对，这是作者通过小说做出的可贵尝试。

与此同时，与会者还就作品语言、结构、情

节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建议和改进意见。

周晓枫周晓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