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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躲过九十九次暗杀
的蚂蚁小朵》
庞余亮 著
孔巍蒙 绘
希望出版社
2019年1月出版

《躲 过 九 十
九次暗杀的蚂蚁
小朵》共有 26 篇
短篇童话，通过
小兔子、大狗熊、
蝴蝶、蚂蚁之间
发生的故事，告
诉孩子们亲情和
友情在生命中的
重要性。充满童
趣的故事，潜移
默化地让孩子知
道在成长过程中
所需要的自信、
信赖朋友、坚持
自我、不断努力
的宝贵品质的重
要性。文字细腻
温情、故事寓意
深刻，让孩子感
知爱与美、收获
梦想和勇气的力
量，追寻真善美，
感悟成长。

《黑月亮》
颜志豪 著
李若昕 绘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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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 评

耳朵眼儿森林科学童话
丛书
唐安兴 著
广西教育出版社
2019年3月出版

“ 耳朵眼儿
森林科学童话”
是一套颇为有趣
且寓含诸多科学
知识和生活常识
的 原 创 系 列 童
话。作者以其敏
锐的儿童视角、
严 谨 的 科 学 态
度、扎实的科学
素养，从孩子爱
问“为什么”的天
性出发，于物理、
化 学 、动 物 、植
物、人体、地球、
宇宙七大科学领
域中选取60个科
学主题，将科学
知识与故事的发
生发展水乳交融
地结合在一起。

《家住武陵源》
纪红建 著
希望出版社
2019年3月出版

作品以张家
界市武陵源区协
合乡杨家坪为坐
标, 记 录 了 一 个
土家族小姑娘花
儿眼中的贫困、
扶贫、脱贫，以及
美丽乡村建设和
乡村振兴。这是
一部以家为坐标
记录精准扶贫的
作品，也是一部
充满浓郁湘西土
家风情的作品，
更是一部充满家
庭温馨和希望的
作品。作者用平
实的语言述说着
生命的感动，告
诉孩子什么是贫
困，又该如何面
对贫困，激励孩
子 勇 于 面 对 困
难、乐观向上。

■新书快递

■阅读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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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鲁 黑月亮和白
月亮是一对双胞
胎。黑月亮昏暗
无光，白月亮美
丽，黑月亮不喜
欢白月亮高傲的
样子，又羡慕他
可以发光。有一
天，一道不知名
的 烟 火 划 破 夜
空，黑月亮为了
证明不只有白月
亮美丽，赌气飞
下来寻找烟火。
在寻找烟火的过
程中，黑月亮突
然得知，没有了
自己，星空只能
维 持 满 月 的 形
态，很多生物的
生活受到影响，
再这样下去会气
象大乱，黑月亮
决 定 返 回 星
空……

科幻小说是200年前出现的一种小说类

型。1818年，英国作家玛丽·雪莱创作了《弗兰

肯斯坦》，这是一部讲述科学家怎么在实验室创

造生命的传奇故事。在那样的年代里，科学、科

学家都还是新颖的东西，但文学家已经敏锐地

捕捉到这些事物，并设想了它们的未来。科幻小

说携带着时代的精神，因此受到读者的热烈欢

迎。自玛丽·雪莱之后，科幻作品逐渐在世界各

地发展。1902年，中国的梁启超在他主编的《新

小说》杂志上也开始发表科学小说。他所说的科

学小说，就是今天的科幻小说。

看科幻小说时间长了，你会发现，这类作品

中的故事多数发生在我们不熟悉的世界里：遥

远的过去、被改变的现在、还未到达的将来。因

此科幻小说虚构的成分更多，其中饱含了人类

的期盼和愿望。我们希望科学带给我们一个美

好的未来，也对科学发展可能造成的种种风险

怀有警惕。因此，在建构的同时批判，又在批判

的同时建构，是科幻小说的故事核心。乌托邦描

述人类的理想世界，反乌托邦说人类想要逃离

的世界。这就是为什么有人说，科幻中可以读到

乌托邦，也可能读到反乌托邦。

科幻小说读多了还能发现其他一些有趣的

东西。例如，我们的世界其实处于永恒的变化之

中。在 17世纪，天文学家开普勒撰写了小说

《梦》，在这个作品中，人类可以通过“鬼魂”进行

太空飞行。因为在那个年代，人们真的认为鬼魂

是存在的，还能升空。

在今天的科幻小说里，飞向太空的方法多

数是用火箭或者飞船。这些飞行器通过喷气推

进。也有的作家走得更远，设想用引力波或者空

间弯曲来飞行。飞行方法的变化，反映了人类科

技的变化。同样，在19世纪凡尔纳的《环游地球

八十天》里，绕地球一圈要接近三个月。但今天

的科幻作品中，喷气式飞机用不了一天就能完

成这次旅行。如果改用《哆啦A梦》里的任意门，

一瞬间就可以到达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再举

一个例子，20世纪初俄国作家别利亚耶夫撰写

了一系列关于永生的小说，那时候我们还完全

不知道基因的存在，永恒的方法纯粹是表面的

推测。但今天的科幻小说中充满了以调整基因

序列或修复带病基因来抗拒衰老、延长寿命的

方法。1978年作家叶永烈发表了《小灵通漫游

未来》。后来他说，没有提到电脑网络真是一个

失误。今天的小说中，微信、微博、VR（虚拟现

实）等社交方式随处可见。

有人说，变化不是我们世界的常态吗？是

的。但如果变化太快，人就无法适应。举个简单

的例子。当下知识更新速度太快，我们学习到的

东西很快就会过时。如果不会新的技能，你后面

的人生之旅将怎么顺利通过呢？再举个例子。机

器人技术的发展已经可以取代大量蓝领工作，

而人工智能的发展可能使律师、金融投资专家

甚至教师和医生都统统失业。这就是快速变化

给我们造成的危机。我们必须学会预学习和预

创新。而所有这些在科幻作品中都提到过。科幻

作品是未来的风向标，是适应未来的练习本。

当然，最重要的是，读科幻小说让我们思

考：我们是谁？我们将向何处去？科学带给我们

怎样的未来？我们是否需要这样的未来？如果不

需要，我们该怎么行动？读科幻小说还会让我们

更深入了解社会生活，更理解课本上的知识。我

在人大附中听过他们的科幻物理学课程。教师

通过科幻作品，真正把物理学投射到社会生活

之中。“超人有多大力气？”“蜘蛛侠的行走方式真

的更快吗？”看似天马行空，却是真实世界的物理

学。我还在其他地方听到过如何用《饥饿游戏》

《移动迷宫》《分歧者》等小说分析现实的研究。

科幻小说能够增进我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作家异想天开的故事、令人深思的情节、多种多

样的人物，以及无法想象的结局，常常会令我们

掩卷遐思。小时候读凡尔纳的作品，常常会为了

寻找故事中的位置去打开地图。跟随主人公的旅

行其实是一种心灵上的发现、想象中的漫游。阅

读威尔斯的小说，既能让我们在大脑中构筑起四

度空间的神奇形象，也能构筑起建设公平社会的

蓝图。任何一个阅读阿西莫夫、海因莱因、布拉德

伯里、克拉克作品的人，其创造和想象的热情都

会被激荡起来。和他们一样去创新科技、去建构

未来，是许多科幻迷的美好愿望。

今年夏天我在硅谷出差，听到不少这里的

创业大佬爱读科幻的故事。像谷歌的创始人拉

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像微软的创始人比尔·

盖茨和保罗·艾伦，像亚马逊的首席执行官杰

夫·贝索斯，像脸书的发明者马克·扎克伯格，他

们从童年就开始大量阅读科幻作品。在这个队

伍中还有PayPal（贝宝）的创始人彼得·蒂尔。

据说他的发明来自科幻小说《编码宝典》。特斯

拉公司的埃隆·马斯克要用自己的飞行器奔向

火星的呼吁，也来自他喜欢的科幻作品。在中国

各地也有许多科技企业家大谈科幻小说的妙

处。联想的创始人柳传志、小米的创始人雷军、

百度的创始人李彦宏、360的创始人周鸿祎都

是代表。他们无一例外都喜欢刘慈欣的小说《三

体》。据说，雷军还让公司里的所有员工都熟读

这一作品，原因是作品中包含了高科技企业的

创业法则。

科学家对科幻的热爱，丝毫不逊色于企业

家。美国航空航天局的工程师维纳·冯·布劳恩、

杰弗里·兰迪斯、弗诺·文奇、安迪·威尔等都写过

脍炙人口的科幻作品。天文学家弗雷德·霍伊尔、

卡尔·萨根等更是人尽皆知的科幻大师。行为主

义心理学家斯金纳也写过科幻小说。还有人工智

能专家马尔文·明斯基。中国的水利专家潘家铮、

生物学家王立铭等都写过很好的科幻小说。

收录在《少年科幻大奖书系》中的作品，是编

者从过去多年阅读的优秀科幻小说中精选的。全

套一共四册，分别为《探索者》《创造者》《勇敢者》

和《倾听者》。我个人的建议，应该从《探索者》读

起。因为探索是发现之母，没有探索也就没有创

新。第二本应该读《创造者》，在探索的基础上创

造出改变世界的方法。如果说探索者需要灵敏的

感官，那么创造者需要强大的思想，需要永葆变

革的心态。无论是探索还是创造，都需要勇敢，因

此第三本要去看《勇敢者》。没有勇敢者，人类不

可能走向宇宙，也不可能洞察宇宙深处的结构和

生命的最终奥秘。即便我们能在这个宇宙中立

足，也不能忘记和轻视大自然。第四本看《倾听

者》吧，这本书讲述了更加高等的生命存在。与

《三体》所讲的故事一样，人类必须成为一个好的

倾听者，战战兢兢地、小心地发现宇宙的奥秘，才

能保证我们自己更好地发展。

少年科幻小说大奖书系：

为什么读科幻为什么读科幻？？
□□吴吴 岩岩

科技时代的精神追问
——读马传思《图根星球的四个故事》

□乔世华

在每个孩子的成长过程

中，都有可能遇到一些负面的、

沉重的和悲伤的时刻。如何让

孩子直面诸如此类的伤痛、破

碎、沉重和冷冽，这是“生命教

育”所不能回避的课题。我们既

要引导孩子们去看到生命的诞

生、奔跑、鲜活、明亮和温暖的那

一面，同时，也不能绕开生命中

的脆弱、困境、忧伤、甚至死亡

的那一面。

外国的图画书中，像瑞典

图画书作家爱娃·艾瑞克松的

《爷爷变成了幽灵》，西班牙图

画书作家卡门·凡佐儿的《强强的月亮》，德国图

画书作家尤塔·鲍尔的《爷爷的天使》，德国作家

艾蜜丽·弗利德与插画家杰基·格莱希创作的《爷

爷有没有穿西装》等，都是讲述小孩子该如何面

对亲人死亡的故事的。在这些图画书故事里，一

个冰冷和沉重的问题，大多被图画书作家们智慧

地讲述得十分平常、温暖、明亮，最终，小主人公

们都能够勇敢地接受亲人永远离去了的事实，乐

观地放下对亲人的牵挂和悲伤，开始用一颗平常

心来铭记他们、怀念他们。

“魔法象图画书王国”2018 年出版的一本重

要的原创图画书，是曹文轩创作故事、日本著名

插画家和歌山静子绘画的《守夜》。这也是一本讲

述亲人离去故事的图画书。曹文轩主要的儿童文

学成就也许并非在图画书领域，但是近年来他与

国际上许多杰出的插画家合作，陆续出版了《羽

毛》《柠檬蝶》《烟》《夏天》《鸟和冰山的故事》等获

得了众多好评、产生了国际影响力的图画书，被

誉为“中国种子世界花”。有的专家评价曹文轩的

图画书题材多元、叙事手法多样，具有苦难美学

特征、跨国合作、图画书与小说的“互文”等特点。

《守夜》可以说是把这几个特点都集中在了

这一本书上：题材独特，是涉及“死亡”的；讲述奶

奶一生的艰辛和悲苦和两个孩子从小失去父母

的生活故事，可谓“具有苦难美学特征”；绘画者

是日本插画家，是为“跨国合作”；这个故事的文

本，比一般的图画书故事的文字要多得多，显然

是一篇细节丰盈、结构完整的儿童短篇小说，也

就是图画书与小说的“互文”。

《守夜》讲的是兄妹两个孩子大鸭和小鸭，从

小失去了爸爸，妈妈也离开了他们，再也没有回

来。他们小时候一直和自己的奶奶相依为命。可

是，奶奶毕竟很老很老了。故事一开头就直接告

诉了我们：“奶奶丢下大鸭和小鸭两个娃儿，死

了。”是的，世界上最疼爱他们的那个人，从此就

永远地离开了他们，再也看不见了，两个孩子当

然是十分悲伤的，甚至还有些害怕。因为，作为奶

奶惟一活着的亲人，他们要遵守一个古老的习

俗，为死去的奶奶“守夜”。

奶奶静静地躺在那里，好像睡着了一样。蜡

烛一滴一滴地淌着烛泪，橘黄色的烛光照耀着奶

奶的脸，奶奶脸上好像闪动着光彩，因为有大鸭

和小鸭小兄妹俩为她守夜，她感到心满意足。小

兄妹俩一动不动地坐在奶奶身边，望着奶奶安详

的脸，在长长的静夜里一一回想着和奶奶一起度

过的许多难忘的时刻……

这时候，无论是作家的文字，还是插画家的

色彩，都是那么温情，那么温暖，那么依依不舍。

祖孙两代的怡怡亲情，就像最温暖的春风吹过深

夜里的小村，吹过小兄妹俩的心头。

奶奶永远是最疼爱他们的那个人。即使已经

很老很老了，奶奶仍然起早贪黑，挑水，种菜，每

天给大鸭和小鸭做出香喷喷、热腾腾的饭菜。可

是，所有的老人都会老的。有一天，还会永远离开

这个世界的。奶奶也是这样。到了奶奶实在走不

动、做不动的时候，奶奶就静静地躺下了，再也起

不来了。奶奶走了，永远地走了。

在故事最后，我们看到，大鸭和小鸭想起奶

奶曾经说过的话：人死了，就会去到一个“好地

方”，那里长着许多花。那么，奶奶也是一样，奶奶

累了，要“享福”去了。

想到这里，大鸭和小鸭不再那么悲伤了。兄

妹俩遵照另一种古老的习俗，找来五颜六色的彩

色纸，剪成一盘碎纸片，就像彩色的花瓣一样，轻

轻地撒在奶奶身上。我们看到，图画中除了美丽

的纸花瓣，还有暖暖的橘黄色的烛光，也在抚慰

着、温暖着和照耀着奶奶。在这个被芦苇围绕的

水乡小村里，在这个寂静的深夜里，“他们静静地

睡着了，奶奶好像也睡着了。蜡烛流完最后一滴

烛泪，火苗跳动了一下，无声无息地熄灭了……”

再见，奶奶！再见，悲伤！小兄妹俩勇敢地面

对着黑暗、孤独和死亡的悲伤与恐惧，好像一夜

之间长大了！

图画书带给我们的感动，是温暖而丰盈的。

在小兄妹俩为奶奶“守夜”的同时，我们似乎也感

受到了，作家和插画家也在用他们温暖的文字和

画笔，抚慰着和守护着安详的、逝去的生命，也温

暖着、守护着孩子们幼小的心。那无处不在的、温

暖的橘黄色光芒，是爱的光芒，是对生命的悲悯、

感恩、敬畏、包容与知足的光芒。

“陪伴虽有期限，爱却会永恒。”这句话是

《守夜》的“导读手册”里的一篇柳漾、周英、石诗

瑶“三人漫谈”的标题，概括得十分精准和恰当。

是的，每一个人，即便是孩子，也都会经历

最亲爱的亲人的离去，直面与最亲近的人永别

的某些悲伤的时刻。爱一位亲人，不仅要爱他陪

伴在自己身边的那些日子，还要勇敢地去接受

和面对亲人的远去和永远的离开。

安徒生童话里有一篇《小枞树》，他用一棵

小枞树的故事告诉人们：生命不仅仅是对“过

去”的回忆和对“未来”的憧憬，更重要的是对

“现在”的珍惜和珍爱，是拥有把握和参与“现

在”的生活的力量和信心。只有认清和弄懂了这

个道理，人们才会真正地去善待生命和成长，去

实现和完成生命与成长的价值。

作家马传思出道以来的诸多作品

差不多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特别

喜欢讲述发生在外星球上的人的故

事。在我看来，作者可以借此把自己对

人生的观察体悟放置到一个有着更大

发挥空间的场域里展开，实质上，其对

未来、对幻象或者对异类的描绘和讲

述，归根结底还是与最当下的生活、地

球人息息相关，还是通向对人类命运的

关切和思考。马传思的新作《图根星球

的四个故事》（大连出版社2019年6月

版）就是如此。

在图根星球上发生的前三个故事

分别是一位少年的寻亲之旅、一桩牵连

了青年艾玛和老年萨布的关乎图根人

族群命运的绑架案、一位负伤的壮年士

兵对和平方舟的深夜造访以及自述。

这四个主人公的择取显然是经过精心

考虑的，因为他们所在的四个人生不同

时期，一旦整合起来便是一段完整的生

命。少年马塬、青年艾玛、老年萨布、壮

年士兵，尽管分属于不同族类，拥有不

同身份和阅历，抱持的观念和信仰也各

异，但都一致地行走在寻找的路上，寻

找亲人、寻找真相、寻找新生、寻找美

好。就拿少年马塬来说，他之所以能义

无反顾地踏上寻找父母的不归路，是因

为有爱和信仰来支撑着他的旅程的，纵

然前方布满艰难险阻，他也决不放弃。

其他三个人物如青年艾玛对新的生活

新的出路的探寻，壮年士兵对价值和神

秘的寻找，老年萨布对美好和永恒的追

求，也都是在自觉不自觉的寻找过程中

逐渐明晰起来的。

无一例外地，随着寻找之旅的展

开，他们现世的人生目标变得不那么重

要了——生命的脆弱会让一切努力和

收获最终烟消云散，倒是他们对自我的

确证和发现变得越来越坚定，他们对精

神、信仰的执著可以穿越重重屏障而得

到不折不扣的传袭。要知道，这三个各

自独立成篇的故事，彼此相互联系和缠

绕，后一个故事是对前一个故事的补

充、延续和发展，而前一个故事中的主

人公则对后一个故事中的主人公发生

着深刻的精神影响。

在阅读这部作品时，我头脑里不自

觉地蹦出昌耀的一句诗来：“一个挑战

的旅行者步行在上帝的沙盘”。的确，

少年马塬、青年艾玛、壮年士兵、老年

萨布，甚至还包括那个倾听士兵遭遇

的马修医生，他们都是命运的挑战者，

虽说也曾有过怀疑和犹豫，但到后来

都坚定了自己对这颗星球上最美好和

神秘的生物“希尔”的信念。小说的悲

壮之处在于：图根星球的前三个故事

中的这些人物起始就是在“上帝的沙

盘”上步行的，人工智能程序“后羿”牢

牢把控着他们的人生轨迹。也就是说，

当马塬们甫一开始自己的探索之路时，

他们最终的结局就已经很悲哀地被设

定了。

说到底，图根星球的前三个故事都

终结于第四个故事“孤独的创造神”：具

有着无边法力的“后羿”，可以把星球变

成自己手中的一颗泥丸随意揉捏成自

己想要的模样，它几乎调集了所有梦境

元素来营造自己的梦境大楼，让前三个

故事中的一切随着故事线的发展得到

其所期待的最妥当的安置。这多少让

人感觉到深深的悲哀，这悲哀也应该是

宣称“不反智更不反对技术”的马传思

的。不过，马传思还不是一个彻头彻尾

的悲观主义者，小说结尾，他以“后羿”

思维模块上的异常能量扰动让我们看

到了另外一种可能：“起死回生”的马塬

的故事还将继续下去，他将会在图根星

球南极之巅的群山中揭晓未来无数种

可能的面貌。

这样的开放结局无疑是富有光彩

和希望的，显然，在科技高速发展无孔

不入的时代，作家还是愿意相信着一些

东西的，譬如精神、譬如理想、譬如信

仰、譬如爱。作者写作《图根星球的四

个故事》其实也是在完成“一个崇高的

使命”（安徒生语），不仅仅是要讲述一

个又一个惊险故事，带给儿童阅读的愉

快和兴趣，同时也要带给儿童一些有质

量有深度的思考。

马传思还想把他在科技时代的一

些思考、对生命对宇宙世界的终极追问

同时带给成人读者。这正应了新美南

吉说过的那句话：“我向来主张童话作

家首先必须是成人文学的作家，而成人

文学的作家首先必须是一个卓越的、具

备各种常识的人。”和马传思此前的作

品有着很大的不同，《图根星球的四个

故事》是一部需要读者放慢阅读步伐用

心智来追索的作品，深者可得其深，浅

者可得其浅。这不仅仅是就这部作品

所传递出来的哲思而言的。这部作品

同时也有小说家马原“先锋”时期对设

置叙事圈套的那种执著劲头，“你”、

“我”、“他”这三种人称叙述的并置以及

“罗生门”式的讲述方式都让人感觉到

一些扑朔迷离的色彩，需要读者有耐心

地对作者提供的一个个片段辨伪存真

并最终拼接成完整的图案。

《图根星球的四个故事》显然是马

传思文学创作转型时期的重要作品。

至于他接下来还会有怎样的创作，我们

充满了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