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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心机器人”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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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心机器
人”系列包括《神
秘机器人》《黑暗
大冒险》《重返旧
时光》三部小说，
主要人物是三个
性格各异的五年
级学生，他们无意
中来到“未来无限
智能机器人制造
基地”，带回一些
零件后组装成机
器人“开心”。三
个孩子跟随机器
人经历了外星旅
行、穿越时空，游
历了奇妙无穷的
未知世界，一场
又一场高潮迭起
的探险之旅就此
拉开序幕。

《给孩子读经典》

锺叔河 著

现代出版社

2019年8月出版

《给孩子读
经典》是锺叔河
从《论语》《孟子》
《礼记》《国语》
《战国策》等经典
中拣选出的文言
短文，共 66 篇。
每篇皆为不超过
百 字 的 古 文 精
华 ，故 称“ 学 其
短”。该书针对每
篇古文内容专门
绘 制 了 憨 萌 可
掬、令人脑洞大
开的插图，充满
着童趣与幽默。
同时附有专业的
朗读音频，引领
小学中高年级儿
童以及根基尚浅
的传统文化爱好
者 进 行 国 学 启
蒙。

■新书快递

■阅读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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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卫卫的文风向来细腻绵
密，而为了成就《回老家过年》的
图文和谐，他用举重若轻的控制
力、博观约取的包容力，与绘者
张娣共同完成了一次中国故事
之当代童年的寻根之旅。

故事使用了儿童的内视角，
讲述了爸爸妈妈带着小小的

“我”第一次回老家过年的一段
经历，跨越了“我”、爸爸、爷爷三
代人的春节回忆，勾连起时代更
替、乡村发展的巨大变迁。用新
旧对比、以小见大的方式，挥就
了祖国壮丽70年的沧桑巨变和
繁荣发展，描绘出“中国人”“中
国年”的民族情结。

儿童娓娓道来的自叙方式，
是对读者、尤其是小读者的一次
亲密邀请。在扉页上，“我”开宗
明义地说：“我老早就盼着过年
了。爸爸和妈妈商量好了，今年
过年，我们回爸爸的老家。”这段

“我”的独白，包含着丰富的内
蕴，不仅有中国孩子对过年的期
盼，而且体现了去哪家过年已不
再是固定模式，而是夫妻双方商
议决定的方式。这本身就是传统
文化和现代文明的一次交相辉
映。紧接着，图画书正文的第一
页，是跨越满满两页的高铁站
台，横穿在三个轨道上的高铁犹

如暂时休憩的白色巨龙，站台上拥向高铁的人流
洋溢着春运期间特有的匆忙和欢喜。尤为令人惊
喜的是，站台间的转换扶梯、以及真实的高铁车
次都极有代入感地绘制出来。文字的内视角自叙
着重于心理变化，画面的外视角俯视着重于全局
总貌，二者既有对比，又有互文地开启了“回老家
过年”的奇妙旅程。

这种对比与互文，成为这本图画书叙事的策
略和节奏。在坐高铁的旅程中，“爸爸给爷爷买了
一本集邮册，给我买了一个绿皮小火车模型”。到
了老家，以前缺衣少吃年代中做“花肉”“花馍馍”

都成为现在“忙年”的习俗。暖了一屋子的电暖气
和当年微弱的“小火炉”形成了物质环境的天壤
之别。收音机、纺车、缝纫机、犁等老物件，既是一
代人的年代记忆，也是“我”这群新时代儿童首次
走进时光隧道的人生课堂。在处理这些充满抚今
追昔意味的细节时，孙卫卫总是以动心忍性的方
式娓娓道来，恰如“我”这个天真无邪的孩子首次
触碰历史巨变中的家事、国事。而绘者张娣则通
过加上边框的木刻版画的方式，来标识这些老物
件和陈年旧事。如果说跨页、满页的版面信息和
描绘过年的进行状态是一种身临其境的代入感，
那么相对紧凑的边框、木刻版画式的粗犷、如褪
色老照片一样的构图，会产生空间层次的丰富
性，以一种嵌入、分离又呼应的方式回望过去，形
成一种“蒙太奇”般的审美效果。

约翰·罗斯金认为，小读者面对图画书时，往
往没有文化习得语境下对符号系统的意义辨识，
而是以“天真之眼”看待图文。因此，这种以儿童
自叙的方式展现的“回老家过年”，回到“我”从没
去过的“老家”，本身就是对儿童读者的一次亲
密、温暖的邀请。正是通过这种儿童对家族、民
族、国家、历史记忆的首次相遇，培育出儿童的民
族认同感。可以说，阅读《回老家过年》，也是对读
者的认读能力、情感归属、艺术审美的一种培养。

丰富的信息量隐藏在简约的叙事和铺排的
绘画中，更值得一提的是，孙卫卫的文字能够吸
引和打动不同年龄段的读者，文中总会不动声色
地出现一两句来自父亲的转述，比如“爸爸上大
学后很少再回来，村子里的孩子他大都不认识，
人家也不认识他。”一笔带过，却隐含着从农村来
到城市打拼、立足“平凡的世界”中人的艰辛。除
夕下午全家人给太爷爷太奶奶上坟时，“爸爸叔
叔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你们要是活到现在该
有多好’。”经过这大半天的返乡见闻，“我”理解
这句话的意思是太爷爷太奶奶没能看到电视、汽
车——这其中横亘着一条儿童的天真和父辈们
的沧桑之间的鸿沟，但时至今日，辞旧迎新，多少
成人的感慨会慢慢消弭在除夕夜的烟花中。在回
城的飞机上，最清晰的景象是贴着飞机窗口向外
凝望的“我”，是心满意足又无限向往的童年和未
来。人到中年的“爸爸”以及无法在图画中显现的
爷爷奶奶的牵挂，只能交给这无瑕的蓝天白云和

辽阔深远的世界。这是孩子们尚且懵
懂的民族情感的表达方式，也是一代
代国人的情意和寄托。这种含蓄、隐忍
的独特表达，将图像的“表象”和内蕴

“意义”间的关系有机地组合起来，构
成了第一次“回老家过年”的轻盈愉悦
之旅的重量和深度。

《回老家过年》是一次空间的转
移，也是一次时间的守望，更是时空交
汇中三代人的情感寻根。在“我”人生第
一次的归程体验和一家人的辞旧迎新
中，在儿童的“天真无邪”与成人的“抚今
追昔”之间，构成了文本的张力和饱满
度，吸引着不同年龄段的读者参与到这
场中国人特有的寻根之旅中。

阳光书房

该书系荟萃
了冰心《小橘灯》、
陈伯吹《一只想飞
的猫》、张天翼《宝
葫芦的秘密》等中
国五代儿童文学
作家的小说、童话、
散文、诗歌、科幻、
寓言等代表作品，
是新中国成立70
年来兼具文学性、
影响力和可读性
的中国原创儿童
文学精品，有利于
弘扬新中国儿童
文学的优秀传统，
促进新时代儿童
文学的新发展。

在想象的国度里追寻童话的精神在想象的国度里追寻童话的精神
——评陈诗哥的短篇童话 □□冯冯 臻臻

在陈诗哥的童话里，想象具有神奇的力量。想象于他，不仅
是一种符合童话要求的叙事方式、一种文体的本质特性，更是将
故事、语言、情调、风格和精神高度融合之后，沿着童话诗性审美
的路途，从容地朝着哲学之境前行的独创性才能。他善于将生
活中观察到、感受到的日常，通过想象力的创造而抵达理想之
境，这是一种丰厚的感觉与深刻的思想的结合。对于这个理想
的世界，用成人的眼光来看，俗世的尘嚣已经使它的光芒变得模
糊暗淡，陈诗哥却重新将之还原，把它擦拭得更加闪亮，将之交
给孩子，以及那些已经长大的人。

例如，在《如果世界重新开始》中，陈诗哥开篇第一句就写
道：“如果世界重新开始，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从这个大胆而
充满魅力的问句开始，全文缤纷的想象便如烟花一般在苍穹上
绽放开来，令人目不暇接、神思游走并且兴奋不已。在进入童话
的那一瞬，我们立刻沉醉在对世界命名的欢乐之中。于是，早晨
不再是早晨，它可以被叫做安古，它是婴儿发出的第一个声音。
天空是游泳池，太阳是土豆，云也不再叫云，而叫鱼。太阳则成
了一条狗的名字。当一切被重新命名之后，世界便以一副全新
的面貌出现了：“每天，当土豆升起来的时候，我们会看到白色
的、红色的、蓝色的鱼在巨大的游泳池里游泳。而太阳在下面汪
汪叫。”就这样，陈诗哥在诗意喷薄的想象中，跳起了狂放欢愉的
舞蹈。

在《如果世界重新开始》里，陈诗哥通过命名便让一个习以
为常的世界再次绽放，在《星星小时候》里，他完全用神话思维来
演绎宏阔宇宙的诞生，以及它的童年。尽管宇宙的起源已经有
天文学家、天体物理专家在推演、研究，但是当我们读《星星小时
候》这篇童话的时候，在心灵场域里会一下子欣赏并喜欢这样

“孩子气”的叙述。因为，它符合我们内心里作为人之初的精神
机制。正所谓“神话者原人之宗教，世说者其历史，而童话则其
文学也”，神话是原始思维中关于人类历史的一种世说，而转为
艺术的则是童话。

周作人曾言：“童话者原人之文学……以多述鸟兽草木之
事，因与天物相亲，而知自然之大且美，斯皆效用值显见者也。”
陈诗哥写了一系列探究世界本源的童话，且将这些作品称之为

“创世”童话。在这一系列童话里，他在讲述天地之心，让童话进
入“大且美”的境界。这是陈诗哥童话关于“我从何处来”的思
考，是他童话的哲学底蕴。而在“创世”之后，陈诗哥则将目光聚
焦于人的本心，书写人的本质力量。这是他童话的第二个美学
追寻，就是确证自我本质力量的精神。

确证自我本质力量的过程中，首先我们看到的是关于我是
谁的追问，而这追问是在自我的对象化里完成的。在《宇宙的另
一边》里，陈诗哥写了一个趴在窗台上仰望星空的孩子，他遐想
着，在宇宙的另一边是否存在着一个与自己的一切息息相关的
倒影，那里是不是有一个孩子，与“我”一样有一个完整的家庭，
是不是也需要写作业，是不是也有班里自己喜欢或者喜欢着自
己的同学。“我”畅想着自己的发明，畅想着奇特而富有诗情画意
的算式，畅想着去宇宙的另一边拜访那另一个“我”。童话里，通
过“我”的神游与遐思，主人公将自我投射到一个想象关系之中，
投射到一个虚拟的对象身上，也顺利地把自我从此岸世界摆渡
到了彼岸世界，尽管这是以梦想的方式达成的，可是梦想本身就
包含着对自我的认识、理解与确认。那么，自我被释放出来、自
我明晰起来之后，就该进入自我本质力量的确认阶段了。

《我想养一只鸭子》的前半部分，是陈诗哥“创世”童话的延
续，但不同的是，鸭子喊出了一个世界之后，开始给自己命名。

正所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完
成自我的命名，意味着对自己有了清晰的认识，实现了自我的认
同。于是，鸭子需要创建一个完整的生命。它怀着梦，走出了宁
静而白茫茫的太初世界，进入了上下求索的状态。它穿过漫天
大雪，路过高山、路过森林、路过池塘，路过许许多多的朋友，路
过美丽却无望的爱情，路过无法飞翔的失落与痛苦。鸭子最终
将自己纳入生活，在“一地鸭毛”的日子里，发现了幸福的意义。

也许生命的真谛就在每一个安稳而又有些烦琐的日子里，
于尘世之中开出生命之花。只有真正经历过苟且的生活，才能
体会诗和远方真正的价值，这需要更多的勇气和力量。这是一
次自我的找寻，也是一次自我的确证。用一种哲学话语来讲，美
就是人的本质和本质力量的对象化，通过人与生命实践之间审
美关系的把握，从而使人成为真正具有本质力量的人。陈诗哥
的《我想养一只鸭子》用高度的艺术概括力，借助一只鸭子的童
话形象，用美学诠释了对人的本质力量的找寻。

童话是在想象的文本中建构起人与世界的美学关系，通过
这种美学关系使人得到自我本质力量的启悟。那么要使童话彰
显出审美的意义，关键在于文本应该具有高品质的艺术话语，具
有韵味无穷的诗性风格。而这正是陈诗哥童话的第三个美学特
征，即追寻诗性话语的精神。

《风居住的街道》做到了语词的字面意义、引申意义、象征意
义等方面恰到好处的调度。在这篇童话的开头部分，陈诗哥这
样写道：“风居住的街道，它的大名是601B大街。601B大街，
大概有1500米长，居住了许许多多的风，街道两旁是各式店铺，
各种风潮，风靡一时，热闹非凡。我曾经到那里住过一段时间，
结识了微风、和风、清风、大风、狂风、龙卷风、飓风等朋友，那是
何等珍贵的友谊！下面是我所了解到的一些事情。”紧扣一个

“风”字，寥寥数笔不仅写出了601B大街的独特风情，而且各种
风的童话形象一一出场，干净利落而别具风致。这种运斤如风
的笔致所描写出的童话形象，在该作中个个具有特色。风度翩
翩、举止潇洒得体的写诗的风，染上各种风色，便成了“好一场风
花雪月”的和风姑娘、风风火火的风弟弟等等。

陈诗哥的童话用诗一般的语言来讲述故事，用诗的眼光来仰
视宇宙、俯察大地，探究生活、洞察感情。因此，我们可以深深地
感受到，他在创作中追寻和塑造三种童话精神：诗性话语的精神，
确证自我本质力量的精神，以及探索世界本源的精神。这三种美
学精神的追寻，丰富了中国原创童话的艺术核心，增添了中国原
创童话的艺术表现力，集中体现了陈诗哥对童话的深入思考。

《猜猜我有多大：原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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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有趣的
科普绘本以动物
们实际尺寸的大
小忠实展现了世
界上最小的动物
和最大动物的身
体或身体部位的
一部分，并邀请
小读者们把自己
相应的身体部位
与其作比较，感
受这些动物们不
可思议的尺寸，
除此以外还介绍
了各个地区的众
多动物和与它们
相关的趣味冷知
识。小读者们可
以 翻 开 这 本 大
书，学习比例的
概念，和世界上
的各种动物比大
小。

《逐马少年》是一部现实主义题材的童年
小说，它以改革开放之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包产到组、包产到户为背景，摹写了晋南南
无村围绕“分马”，孩子们的驰骋梦想和大人们
的务实做法，反映了南无村的村风村貌，是改
革开放之初中国农村的缩影。作家李晓虎在书
中极尽对话描写，把孩子们和村民们活泼的语
言形象地描摹出来，展现出鲜明而惟妙惟肖的
人物特征，场景描写极具生活气息。

在“想马—分马—驯马—换马”的故事进
程中，我们看到了友爱、规则的种子逐渐深植
少年们的心灵，也看到了人与动物、人与人真诚
的相处之道。孩子们之间的友谊、大人们之间的
互帮互助是化解矛盾的关键。村民们在支书赵
英杰率先垂范的影响下，思想觉悟得到提升，
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同时，《逐马少年》还有一
条暗线，村民们生活水平在提升，电视机、拖拉

机等电气化、机械化在快速地改变着乡村的面貌。
“少年骑骏马，意气两相骄。驰骋春风里，人看满渭桥。”小说中村里的少年都爱骏

马，都有一个驰骋梦，他们想象骑马飞奔在田野上、河谷中。但是现实是骏马只有一
匹，最后能够分到谁家，是由村干部定的规则“抓阄”来确定的。这群少年起先不是很
懂大人们的规则，他们暗自较劲，为此，赵小易和文兵打了一架，文兵和兵虎明目张胆
地相斗，兵虎老找小易的茬儿，南无村和士师村的少年在绿河谷打了三仗……但他们
这些把戏都改变不了大人们定下的“规则”。

一群少年各有各的性格：瘦弱的赵小易好奇心重、爱看书，擅长编故事、讲故事；
短小强悍的青峰爱出风头，有点倔强、邋遢，有时混不吝；内心软弱外表强悍的文兵，
爱惹事但又怕事，喜欢交朋友却又总是提防他人；瘦高的李建聪明又有领导气质，
喜欢新知识但爱走捷径，兼具书生气和霸气；粗壮的兵虎蛮横而且爱当头领，天不
怕地不怕，但怕失去朋友；天生乐天派的老三喜欢大笑，有点邋遢，粗枝大叶但人缘
好。他们上课、放羊、斗羊、讲故事、下河游泳、在树林里打弹壳，玩得不亦乐乎。《逐
马少年》中描绘的这群农村少年，在当代少年、尤其是城市少年来看，可谓奇特，他
们解决问题的思维和方式在今天显得出人意料。

“驯马”是作品中的又一亮点。35号战马连同那匹又老又瞎的马被“有困难”的一
家抓到了，村支书赵英杰也就是赵小易爸爸同意先与他家交换，等把马驯好后，再交
换过来。驯马师傅福喜在村里原马房师傅老傅的帮助下给马套上了辕，拉上了车，这
期间，福喜体察到了这群少年的心思，并且照顾到了每个少年，教他们骑马，几乎每个
少年都圆了一个驰骋梦。

驯马过程中，当赵小易看到驯马师傅“狠抽”马时，希望师傅能善待骏马，驯马师傅
后来在老傅的教导下，用手势配合力度，马就乖乖地听话了。心存柔软和善念的少年和
大人们，让人和动物的相处充满温情。

作品中浓郁的乡村生活气息令人羡慕。农家小院里种着槐树、苹果树、枣树、榆
树、西红柿等，在槐花飘香时节，青苹果和青西红柿也挂满枝头了。浇灌麦田的农忙时
节，家里大人轮流吃饭，邻家女人把咸菜疙瘩当成牛肉，来向赵小易妈妈讨要，爸爸在
院子里给兄弟俩讲“暴脾气和没脾气”的故事。赵小易给伙伴们讲“骑马大王和骑羊大
王”的故事，抓阄场景中村里女人的调侃和笑声，祖孙三代一家六口人围坐在院子里的
树荫下，吃着香喷喷的槐花拨烂子，喝着金黄的米汤，听着“咩咩”的羊叫，有一句没一
句地说着家长里短，多么惬意的农家生活。

战马驯好后，能套上辕，还能驾车，按照口头协议应该换马了。当赵小易知道第二
天爸爸要去换马后，他跑到马房和骏马待了一个晚上，那种不舍与无奈交织在少年的
心里。第二天天一亮爸爸牵着马，他尾随其后，村里的人走出院门，跟在爸爸身后，这
是村支书的光亮时刻，他的行为感动了“有困难”的亮亮家，亮亮叔叔体谅支书家的付
出，没有同意交换，同时村民们的眼睛也是雪亮的，他们也为支书的行为点赞。

骏马再次回到了赵小易家里，少年的驰骋梦就是“不要大人的帮助，他要一个人
骑”，这是《逐马少年》的结尾，也是赵小易真实的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