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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儿童和世界的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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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春的童诗：

一个丰饶温暖的小世界一个丰饶温暖的小世界
□徐 鲁

一首诗如果不是从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土壤或

一代孩子的童心世界生长出来，它的生命力就不会长

久。正如一粒白松的种子，如果是掉在狭窄的石头缝

里，它最多只能长成一棵低矮的小树，可如果把它播种

在深厚肥沃的土壤里，它就可能长成一棵参天大树。

王立春是沐浴着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阳光雨露

而成长起来的一位优秀的儿童诗创作名家。她迄今出

版的儿童诗集《骑扁马的扁人》《乡下老鼠》《写给老菜

园子的信》《贪吃的月光》《跟在李白身后》《梦的门》

等，总计篇目近400首。可以说，无论从质量和数量上

看，王立春都是儿童诗创作领域里的佼佼者。这与她

能够专注于儿童诗这一文体形式的创作，并心无旁

骛、锲而不舍地在儿童诗艺术上持续试验和探索是分

不开的。创作者对于自己选定的某种文体的“坚守”与

“忠诚”，也是一种“职业之爱”，无论是在自我选择、还

是被动选择的状态下，都是至关重要的东西.也许唯有

如此，才能在艺术上有所建树和成就。王立春之于儿

童诗，就具有这种“较劲精神”。

王立春用一首首童诗去试验了儿童诗在表现多

种题材上的可能性。举凡中国式童年生活的喜怒哀

乐、童心世界里各种细微的想象与体验、大自然中万

物有灵且美的生命状态以及与人类的相互依存关系、

个人成长中的点滴记忆与感受以及对儿童成长与教育

的启迪，人类优秀的文明、文化对童年的影响以及由此

形成的童年价值观和成长美学……在她的童诗里都有

涉及。她还努力拓展儿童诗的艺术天地，给儿童诗插上

了有力的翅膀，让它们飞越了庸常的现实，而抵达了过

去的儿童诗几乎难以抵达的艺术边界。她在儿童诗中

动用了诸如想象、隐喻、拟人、直觉、夸张……各种表

现方法，甚至在《跟在李白身后》这本诗集里，还加进

了幽默、荒诞、变形、拼贴、穿越等元素，让我们看到了

儿童诗艺术表现手法上的丰富、美丽与神奇。

优秀的诗人、作家，往往会调动自己全部的记忆、

感情、体验、想象力和语言、文字上的才华，去完成自

己的一首首诗、一篇篇故事，诗人和作家的一切都写

在自己的书中。读王立春的诗集，我也有这样的感受。

也许，只有当她进入自己这些意象缤纷、姿态烂漫的

诗歌里，她才会一任天真、心灵坦荡、性情流露、毫无

保留。这些诗，也是她生活轨迹和心路历程的“编年”，

所有的诗篇都是她一段一段的“旅程”。所以我认为，

只有诗，才是她最真实的“自传”。而一首真正的诗的

生命和力量，也将超越诗人本身而传至永恒。就像诗

人但丁，他来到世上，也只为了写出一卷不朽的诗歌，

好让一朵玫瑰的芬芳，永远流传在人们心头。我记得，

在一本什么书上还看到过美学家亚里士多德的一句

话：“美比历史更真实”，说的大致也是这个意思吧。

我认为，在儿童诗坛上，王立春与萧萍的儿童诗

堪称“双璧”，两位女诗人是一南一北的“双子星座”。

她们的儿童诗里都是一种一任天真的“小浪漫”，有女

性诗人特有的细腻和准确的直觉成分，也都有极其丰

沛和鲜活的想象力在纵横运行。同时，两个人也都在

抒情方式和语言文字上，有着异于流俗、与众不同的

创新与探索的姿态——借用当年鲁迅先生的一个说

法，就是文字上“不肯大众化”。她们仿佛在以各自的

才华互相致敬，不约而同地用一种来自女性诗人的直

觉体验、想象力和才气，一起推动着中国儿童诗的小

船，越过浅滩、小河而进入了深而远的航道。例如王立

春的《哑巴小路》：“你每天送我上学/趴在校门外看我

上课/你不敢跟进教室/只知道一个心眼儿等我/我的

哑巴小路……扶我走教我跑的/童年朋友啊/无论我

野野地跑到哪儿/你都能把我默默地/领回家”,这种

童年体验、乡村记忆，许多人也许都曾经有过。但是，

题材摆在众人面前，主题也许只有少数人知道，而如

何表现却永远是一个秘密。能够更准确、更逼真、更鲜

活地呈现出这样的体验与记忆，一定是需要一种睿智

和才气的。王立春的童诗里，处处散发着这种睿智和

才气。王立春式的抒情就是这样，用丰盈的想象加上

形象、鲜活和富有童趣的比拟手法，给诗中的形象注

入几分童话色彩，也使诗歌语言变得更为新颖、灵动

与活泼起来。

王立春的很多童诗也都是“童话诗”，有诗歌的美

和抒情的韵致，也有童话的幻想、形象和故事情节。她

把诗、童话、故事，还有散文化的语言，都不动声色地

融合在了这种分行的文体形式里。在中国当代儿童文

学作家里，老一辈的诗人、童话家郭风先生，曾经做过

这样的探索，成功地创造了一种诗、童话、散文三者融

合的“童话散文诗”，被人称为“郭风体”。王立春对童

诗形式和艺术手法的探索里，好像也有郭风的神韵。

《跟在李白身后》这部儿童诗集，是儿童诗中的一

束“奇花”，也是王立春在寻求童诗艺术多元化的道路

上，走得最远的一部作品。这里的每一首诗，都从一首

中国古代诗歌生发和“演绎”出来，诗人不仅仅是跟在

李白身后，她是跟在整个中华文化传统的身后，采来

五千年的历史和文化的情思，织就自己丝绸般的诗歌

华章。其中许多诗句，都能触动中国人心灵中最柔软、

最敏感的地方，因为诗里有我们的母语和回忆之乡，

有我们剪不断的、温暖的乡愁。

也许，只有拥有真正的中国情怀，才有可能去理

解和感知这些诗中的乡愁。正如诗人流沙河在他的诗

《就是那一只蟋蟀》里所吟唱的：“凝成水，是露珠；燃

成光，是萤火；变成鸟，是鹧鸪，啼叫在乡愁者的心

窝”。一个不熟悉自己家园和根脉的人，对全世界也

将是陌生的。这些儿童诗，也为小读者们如何去学习

和吟诵古代诗歌，提供了一种可以效仿的方法：用诗

歌去理解诗歌，就像用篝火去点亮篝火。让遥远的古

诗，在你的心中发出“回声”，也用你自己的手、自己

的阅读，去擦亮和点燃古老的经典诗歌的“神灯”，让

它重新闪耀出新的光芒，就像太阳和它闪耀在大地上

的反光。

我读过孙卫卫的很多作品，包括小

说、散文、童话和绘本，我觉得，他的作

品已经具有了比较鲜明的辨识度，有一

种“卫卫质素”飘散其间。质素指事物本

来的性质。那么，“卫卫质素”是什么呢？

我读到的是对儿童和世界的善意。

《装进书包的秘密》是孙卫卫的长

篇新作。五年级学生姜听棋正想告诉妈

妈自己作文比赛入围的喜讯，却传来妈

妈因救人遭遇车祸的消息。这一家庭变

故给他带来巨大打击。面对生活的挫折

和磨难，姜听棋完成了从小男孩到小男

子汉的蜕变，成为一个自尊、自信、自

立、自爱的少年。这是一部成长小说。小

主人公在遭遇重大变故后，心理上经受

了剧烈的变化，终于走出内心的迷茫与

苦恼，重新确认自我，获得了精神意义

的成长。那个装进书包的秘密，实质是

少年对家庭遭遇变故而产生的对命运

的不安全感。

尽管姜听棋遇到了一个少年难以

承受的困难，在妈妈遭遇车祸的关键时

刻，又有爷爷走失、父亲负责装修的房

屋出现失误等连锁事件，读者读来却感

觉哀而不伤。这是因为作家在编织故事

时，给小主人公安排了诸多温暖的遇

见：学校老师的体贴关怀、同学的关心

鼓励、被救助家庭的感恩报答、郑红阿

姨的相助，等等。

小说中有一处很小的细节，学校图

书馆的袁老师与数学老师黄老师得到

黄老师女儿的支持，重组家庭。这一闲

笔初看似乎只是展示成人世界生活的

多元，细想，却有特别的意味。小说中，

在“爸爸”的初中同学郑红阿姨出现后，

姜听棋产生了深深的担忧，担心郑红夺

走自己的爸爸，从而对郑红由欢迎到讨

厌。而郑红在了解到姜听棋的真实心理

后，小说中写道：“她想到了自己的女儿

郑妮娜，如果突然有一天自己身边多了

一个陌生男人，他们经常在一起，郑妮

娜是不是也怀疑这个男的会成为她的

新爸爸，她能接受吗？如果不能接受，她

会是多么痛苦。”这是小说中特定人物特

定情况下的情感与认识，但是，儿童读者

对这种复杂的成人关系不一定能全面

认识，作家安排了袁、黄两位老师的故

事，具有巧妙的补充之用，也为可能的

再婚家庭子女读者群做好了心理疏导。

作家善于通过细节的安排来表现

人物的内心世界，自然又含蓄。比如这

段：“爸爸是络腮胡，一天不刮，满脸胡

茬。……刘叔叔想替爸爸，让他晚上回

家休息，把胡子刮刮，爸爸说：‘她都看

不到了，我刮它干啥？’‘让刘叔叔明天

把我的剃须刀带上。’爸爸摸着胡子对

他们兄弟说。”妻子遭遇车祸，“爸爸”的

内心极其焦虑痛苦，妻子终于苏醒，他

如释重负，夫妻俩的深厚感情通过“胡

子”这一细节，体现得淋漓尽致。

再如，作品中写到“爸爸”与初中同

学郑红意外重逢，“看见一位穿着红裙

子的女士从对面走来”，两天后，郑红专

程去医院看望姜听棋的妈妈，作品中特

意交代“她没有穿那天的大红裙子，而

是换了一条休闲裤”。女性的细心、体

贴、善意尽在不言中。

我们阅读作品时，会感觉那些充满

善意的安排并不刻意，完全符合故事与

生活的逻辑。也就是说，孙卫卫是在生

活逻辑的前提下释放其善意的。小说

中，姜听棋的妈妈为了救一个小男孩

儿，遭遇了车祸。被救男孩儿的父母十

分内疚，“爸爸”反而带点安慰他们的意

思，说“你也不要有太多的心理负担。虽

然她现在一想起还以泪洗面，但是，在

那个场合下，容不得她多想，就是她做

母亲的本能”，并没有常见的指责、怨

恨。我们一路读来，对“爸爸”的这种宽

容、理解、善意并不意外。作品中交代，

“爸爸”是一名复员军人，坚毅、乐观、能

干，复员后，他凭着诚信与精益求精的

态度赢得了业主们的信任。他要求工人

们，“要把给别人家干活儿当成给自己

家干活儿”。可见，人物的表现一直遵循

着一条内在的性格逻辑，严谨而细密。

孙卫卫的这种写作处理，是儿童文

学的特质使然。安徒生说：“爱和同

情——这是每个人心里应该具有的最

重要的感情。”儿童文学，需要让小读者

获得对这个世界的信任与信心，需要帮

助小读者产生对于未来的向往与期待，

需要抚慰小读者柔弱的内心。即便书写

苦难、挫折，也要让他们看到人性之光。

孙卫卫的写作，正是朝向这样的方向。

故事像面包一样古老。美国学者海伦·科茨说，“从很小时

候开始，我们就听故事，我们沉浸其中，故事哺育了我们。我们

得以弄懂这世界的惟一途径就是摄取那些讲给我们听的故

事。儿童时期所读或所听的故事确立了我们最初的存在关系，

同时也塑形了我们的主体。”故事是如此重要，因此，一个作家

必须会讲故事，一部优秀的儿童小说首先必须有一个好故事。

杨华的《少年、AI和狗》讲述了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少

年于航利用暑假搭乘“观天号”飞船，跟随父亲于文翰博士去

“蓝月亮”考察，然而，当于航在警报声中醒来，飞船上只剩下

他一个人和一条名叫豆豆的拉布拉多狗，而飞船的前舱、后

舱、货舱都放置了定时炸弹，炸弹已经进入 12 分钟倒计

时。飞船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于文翰博士和飞船上的全体科学

家们到哪里去了？于航必须自救并且去寻找答案。在万分紧急

的情况下，于航登上了逃生船——然而，这是一艘从未被人启

用过的新式逃生船，这就意味着船里没有任何可用的数据，没

有任何食物，连氧气、动力和燃料也只有出厂时的标准配置，

就这样，少年于航在绝境中开始了他的逃生与寻觅之旅。

如果说故事是一个作品的骨架，那么情节就是筋脉，而细

节则是作品的血肉。在《少年、AI和狗》里，正是环环相扣的情

节和生动真实的细节，提升了作品的文学品质，并且展现了少

年于航的成长过程，最终让于航完成了在绝境中的成长。作品

的情节安排很有巧思。少年于航对猫、狗类动物过敏，然而在

绝境中，他不得不和一只拉布拉多狗相依为命；逃生飞船本应

该逃往“蓝月亮”，可是偏偏飞船上没有任何食物，而且氧气和

燃料都不足，在逃生的过程中，于航不得不去往距离更近的其

他星球寻找食物和水；逃生飞船上的人工智能AI能准确探测

并计算宇宙中星球、飞船的存在，却不能探测到人或者动物，

这就让于航和拉布拉多犬豆豆在离开飞船去取水或者寻找食

物时候，完全置身于不可知的环境而且得不到任何保护……

所有的这些安排，都有非常严密的故事逻辑作为支撑，让故事显得真实可信。正是

精巧的构思与早早埋下的伏笔，组成严密的故事逻辑推动着情节的发展，让于航一

次次陷入绝境，又一次次绝处逢生，给读者带来紧张的刺激与阅读的快感。

许多科幻小说都只注重讲故事，不太注重细节的描写，但是，《少年、AI和狗》

中，丰富而生动的细节随处可见。比如，在逃生飞船缺水的情况下，于航把冰箱门打

开了，保持空气畅通。“现在冷藏室里面已经凝结了一些水滴，他用手指蘸出来舔掉

了，虽然还是渴，好歹嘴唇不像之前那样干得要裂开了。不过他还是不敢把嘴唇合

拢，防止它们又粘到一起。豆豆眼巴巴地望着他，他把最后一点水给了它。豆豆把他

的手指舔了又舔，似乎它贡献出来的口水比喝掉的水还多，于航看着湿漉漉的手指

头，强忍着没再去舔一遍。”这样一个细节便写出了缺水的严重以及人和狗的艰难

生存困境。

一部好的小说仅仅把故事讲好是不够的，因为人物才是故事的灵魂。在《少年、

AI和狗》里，不管是少年于航还是拉布拉多狗豆豆都刻画得细致生动、性格饱满。

名叫“来福7”的AI更是令人印象深刻，它既饶舌、唠叨、爱开玩笑，又冷静、严密、准

确，它的思维方式与行事逻辑，它与主人公于航的对话，为这部情节紧张的科幻作

品增添了幽默感，它的存在既让主人公于航在绝境中舒缓情绪的紧张，也为这个险

象环生的故事制造了轻松的氛围，从而增加了作品的张力。阅读完整个故事，我们

虽然和于航一样不知道“来福 7”究竟长什么样，因为它只是整个逃生飞船的人工

智能部分，但这个没有具体形象的AI形象已然栩栩如生。

王立春王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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