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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谈

《无尽夏》出版后，有采访者问我：您说

过“我是一个慢写论者，慢的好处和局限我

也一概领受”，您的日常工作状态可想而知

是繁忙和琐碎的，如此慢写作是对快节奏

生活的有意反拨吗？写作对你来说意味着

什么？

我老实回答：当然我也希望能写得又

快又好，但是快而不得，又对自己有要求，

“慢写”就成了我的命运。客观因素确是时

间上的捉襟见肘，我的本职是报社编辑，每

天有海量文字在眼前晃，还不断收到出版

社和作家们寄来的新书，我单位的办公室，

几个空座位都被我征用了，上面堆满了还

没来得及拆看的文学杂志和书。周一到周

四忙碌工作上的一应事务，尽量匀出周五

给自己，剩下的周六周日我已经累趴下了，

再也不能像多年前那样尚能“挑灯夜战”。

如此年复一年，时间纷至沓来，而我仍然只

是一个慢写者。

说到写作的快和慢，我比较赞同刘绪

源的观点，他曾奉劝年轻人“宁可惜墨如金

地少写，也不泼墨如水地多写”，你去书店看看，铺排的书，简直

让人眼花缭乱，有的写作者一口气推出几个系列，连书的封面都

是相似的，三胞胎四胞胎多胞胎的样子，这样的书，我连打开的

勇气都没有。我宁愿相信顾炎武的“文以少而盛，以多而衰”。

（《日知录》）有时候我们选择“不写”，实则是为了“写”。所谓厚

积薄发，我更欣赏这样一种写作姿态。与其为写而写，刷存在

感，书店里多一本掺水的书，不如慎待手中笔，少写无妨。

所以写作于我，其实是一种寻找和指认，寻找指认生活中那

些被忽略的、被遮蔽的、不被善待的、被遗忘和过滤了的种种，和

灵魂有关，和精神的浩渺有关，和自由、尊严乃至内心的安宁有

关。我写下它，感觉那道光影线就会往明亮处挪一挪。这么想

来，我是多么乐意做一个捕光者。

然而写这些字的时候，我不无哀伤地感到，我已离这个小说

远去，莫莉也好，老圣恩也罢，那一应从我脑袋里幻化出来的人

物故事，那个似有还无的海岛，那些草木，都生长在了纷纭的时

间里，和我渐行渐远，尽管时节上真正的无尽夏才刚刚开始。

关于小说，我无法再说出多少。那无法说出的，还会生长、

还在生长。“小说是另一种人生。”似乎我们一直被这样的一种声

音说服着，对一个还在成长中的孩子来说，有时相逢一本好书，

就是结识一个陌生的朋友，就像莫莉和老圣恩那样，这么说来，

小说确乎是一种有意味的人生。

有一种说法：给儿童以想象，少年以理想，成人以希望，这就

是真的文学。在中国，反而是学龄前的儿童最天马行空，最有想

象和探索世界的热情，一旦上了学，小学毕业升入初中，儿童拔

节成少年，本该最有创造力、生命力的阶段，却遭遇不同层级的

压抑和压制。投射到原创儿童文学的写作和出版，也是低幼和

儿童这两个阶段的绘本、童书最热闹纷呈，相对能与欧美青少年

文学比肩的优秀少年小说却寥落。

我尝试走进这一年龄段孩子的心灵。写成怎么样看运气，

门前冷落就算是自己和自己对话。小说里 10岁的女孩莫莉跟

11岁的老圣恩说：“我爷爷说，爱有很多种，父母之爱是最本能

最原始的，如果你有巨大能量，你可以创造和发明爱，这跟年龄

没关系，我觉得这话酷极了！”如果有一种写作，能够让这个年龄

段的孩子既能感受日常微物之美，又能贴近天地自然；有能力静

下来内观，学会和自己相处；能亲近善知识，看得见生命中的光

和亮，那么，这就是我心目中的“真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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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梅陆梅《《无尽夏无尽夏》：》：

无论在中国还是外国，都有许多女作

家，对草木和花事有着特殊的迷恋以及独特

的感知与描绘能力。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

伍尔芙曾选中一座据说是15世纪僧侣避难

所的老房子作为自己的寓所和工作室，只因

为老房子前面有一个花草茂密的花园,传世

名作《一间自己的屋子》就是在这个“百草

园”里完成的。伍尔芙去世后，她的丈夫、文

学评论家李欧纳把她的骨灰埋在花园里的

两株根须盘结、枝干交错的榆树下，夫妻俩

曾为这两株榆树分别取名“维吉妮亚”和“李

欧纳”。另一位天生丽质、偏偏又红颜薄命的

英国女作家凯瑟琳·曼斯菲尔德也是植物

迷，有一天在花园里散步，看见了一株美丽

的棕榈树，她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我觉

得，我是在和一株树恋爱了。”美国女作家、

《汤姆叔叔的小屋》的作者斯托夫人，也是一

位花草迷，马克·吐温曾是她的“芳邻”，每当

写作写累了，吐温就会散步到她的花园里，

采摘一大把鲜花带回家，插在客厅的花瓶

里。写过《葡萄卷须》和《花事》的法国女作家

科莱特更是一位擅写花事的“圣手”，她的经

典散文集《花事》写的全是自己所挚爱的花

事与花语，如玫瑰、百合、雏菊、勿忘我、郁金

香、风信子、罂粟、蜀葵、紫藤等。后人评价

说，科莱特的一生就像植物一样“浸透了土

地的汁液”，所以她的所有文字“就像人们呼

吸那样自然”。

陆梅也是一位超级花草迷。她的小说新

作以“无尽夏”命名，我特地查询了一下相关

知识：原来，无尽夏是绣球花的一个种类，因

花期从晚春到夏秋绵延不断而得名。据说20

世纪80年代里，美国一位年轻的苗圃园丁在

明尼苏达州圣保罗郊区一个花园里，首次发

现了一种能在嫩枝上分化出花芽的绣球花，

但当时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直到2003年，

人们才引进和培植了这种独特的绣球花，并

命名为“无尽夏”。因为它的花色是纯白和淡

粉色的，所以又称为“无尽夏新娘”。无尽夏

的花语是：希望，忠贞，美满和永恒。

从一朵花、一棵树、一株植物的茎叶里

去发现你自己，从日常微物之美去贴近天地

自然，去学会安静和内省，去亲近和发现生

命中的光和亮。我想，这几乎也是世界上所

有杰出的儿童文学的共性。几年前，我去俄

罗斯外国文学图书馆访问时，当地一位女作

家、俄罗斯国家奖和布克奖获得者玛格丽

特·赫姆琳女士带来几种旧物件给我看：一

个几十年前的儿童布偶小熊、一瓶属于旧俄

罗斯时代的香水、一条同样属于过去年代的

旧披肩，还有一个已经洗得有点发白的旧枕

套。她用这些散发着往昔年月的童年芬芳和

日常生活气息的旧物品，说明了自己的一个

文学主张：作家应该尊重和善待自己的祖国

与民族的历史。最好的儿童文学往往能从某

个年代的看似微不足道的小物件入手，层层

生发开去，寻绎出完整的故事和曲折的人物

命运。这位女作家认为，透过文学作品里最

小的细节描述，可以解读出大时代的特征乃

至整个时代和社会风貌。

从微物之美呈现儿童文学的诗与真的

大境界，由沉静的草木和纷纭的花事衬托和

暗喻着故事里的几位主人公春花秋月般的

人生际遇。素处以默，妙机其微，小说《无尽

夏》处处花语流转，生气远出，作家把绵密的

文思皆托付于无声的花草精神了。所以我觉

得，《无尽夏》不仅是一部文心独具的少年哲

思小说，也是一部葱茏芬芳的草木之书。

故事的主人公之一、11岁的女孩“老圣

恩”和她的作家妈妈，我们在陆梅的前一部

小说《像蝴蝶一样自由》里已经熟悉了。在

《无尽夏》的这个夏天里，小女孩已经小学毕

业。她跟着妈妈来到海边的一座小岛上，租

住在位于花园街157号的一个深阔的莫家花

园里。她们将在这里度过一个自由而快乐的

暑假。妈妈将在这里写她的新书，老圣恩将

在这里恣意地漫游，享受她童年时代最后一

个曼妙的“无尽夏”。因为过了这个夏天，童

年就会远去，她将迈入自己的少年时代。

陆梅的写作，除了在对花草植物的迷恋

上，更与伍尔芙、科莱特等女作家有着某种

精神联系，她们都属于“智力型”的女作家，

她们的灵魂，好像都是同一种料子做成的。

想做她们的读者，都需要首先准备好自己的

智力，而不仅仅是柔软的心灵与感情。与一

些单纯地去讲述故事的传统小说不同，陆梅

的小说里总是有一种哲思，注重“诗与真”的

探究，喜欢沿着诗人里尔克所指引的方向，

向着内心走去。有人曾把这类小说，视为一

种足以和学问相媲美的“思想术”，一种作家

在文字中进行的“精神冒险”。所以，《无尽

夏》仍然不是一部可以轻松阅读的少年小

说。莫家花园虽然不大，却也如博尔赫斯笔

下的“小径分岔的花园”一样，线索叠加，视

角交叉，满纸“机关”与“埋伏”。

如果说，老圣恩和莫莉两个同龄少女的

相逢相识与心灵激荡，是整个小说的叙事主

线，那么，与这条主线同时展开的，还有几条

“潜线索”：一是作为作家的妈妈，对她心目

中的文学的反思，以及与正在创作的故事和

主人公的剪不断、理还乱的审视与回望，包

括她的童年的山冈，她的一生都在守护着那

些无名的坟丘的爷爷；二是莫莉的爷爷与会

算命的瞎眼老婆婆，还有在莫家花园干活的

周姨这一代人曲折的人生遭际与命运纠葛；

此外，小说里似乎还有一条潜线索，就是作

家对少女莫莉欲说还休的身世故事的寻绎。

每个人的故事，与其说是在作家的笔下叠加

和交叉着，不如说是被真实的生活和命运之

手揉碎了，然后又被重新拼接和重新开始。

作家在复原故事的同时，也被迫着要说出生

活的真相与命运的重量。

小说里的哲思是冷静和理性的，但是构

成每一章的细节和故事却是扎实和丰沛的。

你们看，老圣恩的妈妈是那么喜欢站在树下

冥想，只要是有树的地方，她就会怔怔地站

半天，感觉那深茂浓密的天伞一样的大树里

藏着她不可知的神灵，而她自己也恍惚化身

成了树的一部分。这与凯瑟琳·曼斯菲尔德

觉得自己是“和一株树恋爱了”何其相似，她

们的灵魂仿佛是同一种料子做的。也只有这

样耽于冥思的作家，才能对自己正在从事的

文学创作，做出那样冷静的、大段大段的反

思，才能写出这样的小说开头吧：“当你可以

清醒地看待自己生命的时候，生命中最美好

的时光已经流逝……”

还有老圣恩第一次来到莫莉家，看到她

家有着四面书墙的大书房，以及桌上一个大

玻璃瓶里插着大朵蓝色绣球花的那种兴奋。

接下来，两个好奇而敏感的少女，从各自喜

欢的书开始了她们单纯的友谊和心灵的激

荡。陆梅在她的故事里，有意“植入”和“闪

回”过包括《格子的时光书》《像蝴蝶一样自

由》在内的一些小说里的少女形象：米舒欣、

小美、沙莎、格子、安妮等“尽是十一二岁的

少女，那样活泼泼地向她走来，眼神清澈，笑

意盈盈。她确乎感知到了她们，一个一个鲜

活美好的生命，她们的长相、发型、癖

好……”作家也许是在用这种方式向单纯和

好奇的童年致敬，向这些有如莹莹青草般清

新而蓬勃的、正在长大的少女致敬。正如在

《像蝴蝶一样自由》里老圣恩和安妮的对话

一样，在这个海边的暑假里，她又与莫莉惺

惺相惜，互相吐露了各自的好奇、爱好、烦恼

和惶惑。两个青涩、茁壮而互不设防的生命，

好像身上到处都开着洞，以便外面的东西可

以进去。女作家也借助两颗心的碰撞与激

荡，尽情地表达了自己的童年美学、成长观、

文学观和价值观。

莫莉的爷爷、瞎眼老婆婆，还有妈妈正

在写的小说里的“另一个爷爷”等形象，在故

事里虽然着墨轻重不一，但是读来却能感受

到，这些人物在作家的心中和笔下，都是鲜

活而完整的，是栩栩如生的。如她写那位老

婆婆的一个细节，“手不停地抹泪眼，整个人

就跟一棵狂风暴雨击打后的老芭蕉似的”；

“老婆婆仙逝后只有一个心愿，就是希望生

生世世不离开渔村，她的骨灰就埋在院子

里。一院子的绣球花守着她”；还有莫莉和爷

爷“夜谈”那一章，祖孙两人的对话，在揭秘

主人公的身世故事的同时，几乎也是爷爷给

莫莉讲述的一堂冷静的“生命教育课”和“成

长课”。

小说里有一首被莫莉视作“爷爷的歌”

曾反复出现，或许也可看作陆梅为这本小说

选定的主题歌：“我将走自己的路，这是浪漫

史的结束。我将走自己的路，爱只是蹒跚的

舞步。我将面对未知的一切，我将构筑自己

的世界。没有谁比我更明白自己……”正如

贯穿在小说始终的默默无声的绣球花，还有

诸如阿拉伯婆婆纳、紫茉莉、桔梗、彼岸花、

看麦娘……这些花草的生命里原本就蕴含

着孤独与永恒，它们也许只愿意向着那少许

几只不肯离去的蜜蜂绽放。

好书精读

一部小径分岔的哲思小说
□徐 鲁

■动 态 彭学军《黑指》研讨会在南昌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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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中国作协定点深入生活办公

室、江西省文联、江西省作协、二十一世纪

出版社联合主办的彭学军定点深入生活作

品《黑指》研讨会在南昌召开。中国作协创

联部主任彭学明，江西省文联党组成员、主

席叶青，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社长刘凯

军，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总编辑王军，以

及作家、评论家李东华、刘颋、荣杰、魏钢

强、郑允钦、李晓君、范晓波、杨剑敏、陈蔚

文、喻虹、金朵儿、钟林娇、程箐、杨宁、石兰

芳等30余人参加了研讨会。会议由江西作

协副主席、秘书长曾清生主持。

彭学军新作《黑指》（二十一世纪出版

社2019年7月出版）是中国作协2016年定

点深入生活项目扶持作品，也是彭学军在

千年瓷都景德镇开展“深扎”活动的沉甸甸

收获。该作通过描绘景德镇三个性格完全

迥异的孩子校园和家庭生活的日常，展现

了闻名于世的瓷都在新时代的变迁，以及

变迁中人们寻找传统与现代的契合点的艰

难历程。世事变化，山水流转，懵懂的童年

也如粗拙的瓷坯一般，让窑火焙烧得光润

而又华美。

《黑指》取材江西传统文化，充分体现

了作者的用心、用意、匠心和深情。作品以

一个少年的视野，为我们讲述了瓷都数十

年来时代的变迁，讲述了传统文化、传统工

艺在时代变迁之中所遭受的挑战、困惑，包

括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的种种生活的记忆，

成长的烦恼，传承与发展的矛盾等等。

叶青认为，《黑指》是彭学军深入瓷都，

进行“深扎”过程中写的一部作品，充分体

现了作家与时代同步伐，从现实中发现题

材，发现灵感的创作自觉。在这样一部题材

很重大的作品中，彭学军依然保持着儿童

文学中的诗意、温馨，善、美和乐观，既写出

这个时代的困惑、苦难、艰辛、挫折，更写出

这个时代的亮色、希望，写出那种人的乐观

向上的精神气质。一部当代的优秀作品，就

应该有如此独特的气质与精神。

与会专家认为，彭学军的《黑指》沿袭

了她《男孩不哭》系列儿童小说“对人在较

为特殊的环境里经历成长的探索”的主题，

通过巧妙地为小说搭建了一个严谨的结构

筋骨，依照陶瓷生产流程组合为“烧窑”“拉

坯”“塑形”“窑变”“烧窑”五篇，将人物的成

长与瓷器所经历的淬炼联系起来，十分精

准地书写了少年成长历程。作品机关巧设，

细节饱满，充满了神秘的艺术力量，让人欲

罢不能。

大家还谈到，《黑指》是一部传承之书，

小说的人物关系，较好地表达了传承的主

题。作品有着对传统的深情凝望，并且把我

们带着希望的目光投射给未来，有它独有

的根系，也有作家非常丰沛的想法和精神

寄托。作品对陶瓷工艺的传神摹写、对瓷都

风情的精准描述，以及对情感的细腻表达，

精彩随处可见，显示了彭学军作为优秀儿

童文学作家的艺术功力，以及她在“深扎”

过程中观察与深入生活的水平。

研讨会上，彭学军说，《黑指》是到目前

为止她碰到最难写的一个，首先是陶瓷认

知上的难度。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她一次次

地去景德镇，去看、去听、去问、去做，还参

与到烧制中去，才慢慢写出了这样一部作

品。她认为，深入生活不仅仅是为了写作去

收集素材，获得灵感，对一个作家自身的精

神格局和生命质量也是一种提升。

（江 子）

多种新书亮相第五届中国童书博览会
日前,在北京举行的第五届中国童书博览

会上，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主办多场活

动，《漫画中国通史故事》、“西北动物小说”系

列、《沙场风云》的作者江政启、刘虎、焦国力，分

别与小读者们见面，分享了各自的阅读和写作

经验。

《漫画中国通史故事》是江政启历时三年创

作的成果，全书按朝代共分10册，以一种全新、

幽默的风格展示述说了从远古到近代的200多

个典故、传说、名人故事及重大历史事件，是青

少年系统学习中国历史、民间传说、成语典故等

不可多得的好书。该书融历史、语文、国学于一

体，从古到今讲述中国的历史脉络，但并不是简

单枯燥地说理，而是把历史脉络的划分有机融

汇到了生动有趣的历史故事中。在分享会上，江

政启坦言，自己之所以会画历史类漫画，四卷本

的《中国通史故事》是他创作的源泉和动力。除

此之外，他还向小读者推荐了《中华人物故事全

书》《好玩的历史》《中国历史报》等适合少儿阅

读的历史类图书。

迄今，刘虎已在中少总社出版了4部不同主

题的动物小说。《第十四对肋骨》讲述了小哈尔

腾草原因为淘金和盗猎罪行泛滥，导致生态破

坏的故事；《心在旷野》以棕熊卡列依为主角，控

诉动物表演对动物的伤害；《白鹿》讲述了一个

浑身长毛而被排挤的男孩，遇上了一只被种群

排挤的白鹿，从而一起寻求新生的故事；《冰崩》

讲述了老猎手乌拉尔克为了寻找50年前在灾

难中失踪的少女，踏上旅途，与各种动物展开较

量的故事。刘虎的作品以青藏高原及西北地区

为舞台，文学性强，境界开阔，立意深刻，充满深

沉悠远的人文关怀。活动中，刘虎用讲故事的方

式为小读者们展开了一幅广阔又生动的西北自

然画卷，他希望孩子们能够爱上读书，从“西北

动物小说”系列作品中感悟到对人、对大自然以

及对生命的思考。

“科学家写给孩子的科学故事”是由中少总

社出版发行的一套独具特色的原创图书，主要

面向小学中高年级读者，涉及自然科学、社会科

学等多方面的内容，《沙场风云》是其中一本。作

者焦国力有着生动的笔触，将几场在20世纪末

21世纪初爆发的著名战争剖析开来。从地理、历

史背景、经济、军事等多角度解读几场著名战争

发生的原因及带来的深远影响，视角开阔，解读

深刻。在注重知识的同时，强调思维方式的启发，

不仅给小读者讲述了精彩的战争故事，也拓展了

小读者的思维空间，帮助他们养成从不同的角度

分析事情的思维模式。活动中，作者谈到，希望

少儿读者能通过本书了解社会稳定对于经济发

展的重要性，了解科技发展对人类社会发展的

重要影响，了解国防建设的重要性。（少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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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21日至22日，2019“大白鲸”原

创幻想儿童文学年度盛典系列活动在大

连举行，作家、画家、评论家、代表与获奖

作者一起，共同见证了第六届“大白鲸”优

秀作品征集活动、第六届全国小学生阅读

与创意活动获奖名单的揭晓。《风的孩子》

《时间超市》《少年、AI和狗》等14部原创

幻想儿童文学作品、《跳芭蕾舞的熊》等7

部原创图画书作品获奖。本届“钻石鲸”作

品空缺。第六届“大白鲸”全国小学生阅读

与创意活动获奖名单同时揭晓。

据介绍，以“保卫想象力”为主旨的

“大白鲸”优秀作品征集活动已成功举办5

届。本届活动于2018年 3月 15日正式启

动，2019年1月8日截稿，共收到来自海内

外近600位作者的833部作品，投稿总字

数约3420万字。投稿作者年龄最小者12

岁，年龄最大者85岁。

韬奋基金会理事长、中国版协副理事

长聂震宁为获奖作品颁奖后说：“孩子的

想象力可以说是特制礼物，非常了不起，

这是我们今天所要保卫的。”中国出版协

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刘建国说：“‘大

白鲸计划’所创立的以优质内容为本源的

产业化发展模式，已经成为出版行业健康

发展、长远前行的重要模式。”

“‘大白鲸’优秀作品征集活动，给我

这样喜欢幻想的小作者一个很好的发展

平台。”因《七班传奇》获组委会鼓励奖的

广东小作者陈鹏宇这样告诉记者。

活动期间，第六届中国原创幻想儿童

文学高层论坛、第十期“幻想屋”儿童文学

主题沙龙、大连出版社签约作家王君心儿

童文学作品研讨会同期举办。

同时，第七届“大白鲸”优秀作品阅读

与创作活动正式启动，其中包括“原创幻

想儿童文学优秀作品”“原创图画书优秀

作品”的征集，征稿时间为2019年7月21

日至2020年7月20日。

（童 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