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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奇妙的数学世界》插图，安野光雅绘，
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2021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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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本是一种“小”书。无论什么样的绘本，
它都是薄薄的一本“小”书，通常也就三十几
页，又是给“小”孩子读的书。但就是这样一本

“小”书，却赢得了孩子和大人的共同喜爱，其
读者“发烧友”中甚至含有河合隼雄这样的大
学者，以及柳田邦男这样的大作家。其缘由之
一，恐怕是因为绘本中的很多优秀作品，追求
着“最喜小中能见大，还求弦外有余音”（丰子
恺）的艺术境界。

绘本的形式多种多样。讲故事型的绘本，
要想让“小”书大起来，就必须言简意赅，意味
隽永。那些传达寡淡的思想、写着没有精气神
的人物、叙述着流水账似的生活、缺乏具有凝
聚力的结构的绘本，最终是一本名副其实的

“小”书。
怀着故事型绘本要能小中见大这一艺术

要求，当我读到海飞撰文、杨鹁绘画的《喜鹊
窝》时，心里自然涌起一阵惊喜。在我眼里，近
年来讲故事的原创绘本中，《喜鹊窝》是一部
可圈可点的重要作品。虽然《喜鹊窝》既有前
面说的绘本普遍都有的“小”，也有着自己的

“小”——写的是一个“小”孩子和“小”喜鹊窝
的故事，但它也是一本小中见大的绘本。

拿到《喜鹊窝》，一看到封面，我就被深深
地吸引住了，直觉感受到它的不同寻常。封面
设计了仰视这一视角，高大的白杨树耸入清
澈的蓝天，一个男孩手扶树干，仰望着树端
的喜鹊窝。仰视既是故事主人公沙娃的视
角，也是我们读者的视角。这个共同的视角，
有助于读者去感受沙娃的内心世界。“仰望”
是一种不同寻常的行为。在仰望中的高远的
蓝天上的喜鹊窝，从一开始就让人预感到，
它可能是一个大大的东西。

故事的主人公沙娃是大漠的孩子。文字
作家海飞不仅熟悉沙漠生活，而且深谙绘本
故事叙述的简洁性，因此，在故事的开头，从
沙娃一家住在海子边，到海子边的杨树林，
再到杨树林枝头的喜鹊窝，以明快的节奏，
迅速逼近故事的核心——“沙娃最喜欢的，
是杨树林里飞来飞去喳喳叫的喜鹊”。接下
来，是围绕白杨树林进行的十分恰切的景物
描写。作家将冬天里挂着喜鹊窝的白杨树林
比喻为“画在天上的一幅美丽的版画”，将春
天枝头发芽的杨树林比喻为“一幅由浅变深
的绿色水彩画”。夏天喜鹊“躲进”杨树叶中，

“就像是在和沙娃躲猫猫”，秋天杨树林又变

成了一个“金色世界”。画家杨鹁将这冬、春、
夏、秋的景色，在一个单页上，上下分成四格
来表现杨树林的同一个场景，既有节奏感，又
有对比性，有强烈的视觉效果。值得关注的
是，画家对四季变化中的杨树林，一律以天空
的蓝色来衬托。从色彩心理学上来看，这暗示
着白杨树林和喜鹊给人们的生活，特别是给
沙娃的生活带来的快乐。

这些喜鹊“是沙娃最亲密、最要好的小伙
伴”。喜鹊爱吃果肉和小虫子，沙娃就为它们
采来沙棘果，捉来小沙虫。“沙娃和喜鹊，就像
一家人”，他甚至给每一只喜鹊都取了名字。
喜鹊什么时候筑窝，什么时候下蛋，什么时候
学飞，这些沙娃都知道。但是关于喜鹊的生
活，沙娃有一件事却不知道，那就是喜鹊窝里
的样子。

儿童的成长常常离不开对“秘密”的探
寻，不管是人类世界的秘密，还是大自然中的
秘密。苏霍姆林斯基曾说，大自然是儿童思想
的发源地。当沙娃总觉得“喜鹊窝里有秘密”
时，他关心的是他“最亲密、最要好的小伙
伴”喜鹊的生命的秘密。他架梯子，够不着，拿
长杆子捅，够不着，用石子扔，还是够不着。沙
娃的这些行为，表现出这个年龄段的儿童的
认知局限。就在这时，作家智慧地写出了大人
们对沙娃成长的引导：“妈妈拿走了杆子，爸

爸搬走了梯子，爷爷捡走了石子，奶奶留下
来，给沙娃唱了一支歌谣：‘天上喜鹊飞，地下
骆驼跑，远处芨芨草，近处泉水冒。沙漠人家
四大宝！’”虽然写的是大人们各做一件事，但
是这些行为都是大人们共享的，也就是说，作
家写的是一种普遍的大人应该引导儿童成长
的样态。

4月里，喜鹊开始产蛋、抱窝，沙娃答应奶
奶，绝对不去打扰喜鹊们。故事在这里出现了
陡转。一场沙尘暴袭来，一连刮了7天。画家连
续用了灰暗色调的4个跨页、两个单页来表现
沙尘暴带来的灾难：黄沙漫过了沙娃家的房
顶，海子成了新的沙漠，整个杨树林被破坏殆
尽。当沙娃一家从躲风口里艰难地爬出来，喜
鹊也飞了回来，它们悲鸣着，刨挖埋在沙土里
的喜鹊窝内巢。爸爸把喜鹊窝内巢交给沙娃，
对他说：“你不是总想看看喜鹊的家吗？好好
看看吧。”喜鹊窝内巢里，七八个鹊蛋摔得稀
烂。沙娃还“惊讶地发现窝里竟然还有一汪沙
泉水！”沙娃震惊了，“细密的枝条，交错的结
构，细软的茅草，密不透风的巢底。这就是喜
鹊的家！”在故事的结尾处，随着喜鹊窝的

“秘密”被发现，喜鹊窝也成了一个隐喻、一个
象征，它象征着生命的坚韧和智慧。“喜鹊窝”
与沙娃一家向沙漠里搬家、重建家园要用的

“网格固沙、造林绿化”是同质同构的。这种喜
鹊和人类共同拥有的生命
的坚韧和智慧，使故事里
有了像宝石一样闪闪发光
的东西。

给年幼儿童的绘本，
也应该适度地进行挫折教
育、苦难教育。令我钦佩的
是，《喜鹊窝》所反映的严
酷的沙漠生活里的艰辛、
磨难，并不是被大呼小叫
地喊出来的，而是不动声
色地表现出来的。之所以
能不动声色，是因为作品
背后有强大的信念在支
撑。沙娃一家的家园被毁
后，文字故事以走向沙漠
深处结束，但是，后环衬依
然在叙述故事。在后环衬
上，近处有繁茂的白杨树
和“海子”，远处浮现出了

绿洲。绿色，是希望的颜色。这显然昭示了灾
难后的希望，表现了乐观主义的人生观。对于
写给年幼儿童的绘本，表现虚无和悲观，是
死亡的暗示，表现达观和乐观，则是对生命
的鼓舞。

“沙娃抱着喜鹊窝，骑着他最喜欢的小骆
驼，紧跟在头驼的后面。鹊群伴随着驼队，飞向
大漠深处。”这是《喜鹊窝》的最后一句。“沙娃
抱着喜鹊窝”含蓄地表现着沙娃对喜鹊窝的珍
视之情。我感觉到，沙娃对喜鹊这小小的坚韧
而智慧的生灵的感情，已经不仅仅是喜爱，还
包含着深深的敬佩之情。在这样的结尾里，我
切实感受到了沙娃的心灵成长。

《喜鹊窝》中文字与绘画紧密结合的叙述
不仅十分流畅，而且有着叙述的层次感。在它
简洁、利落的叙述里，隐含着起承转合的故事
结构。在文字上，写大漠的孩子沙娃与吉祥鸟
喜鹊是“最亲密、最要好的伙伴”，这是“起”；
写沙娃一心要探究喜鹊窝的“秘密”，这是

“承”；写肆虐的沙尘暴对喜鹊窝的破坏，这是
“转”；写沙娃了解了喜鹊窝内巢的“秘密”，和
喜鹊们一起去开创新的生活，这是“合”。在绘
画上，我们也能在蓝色、绿色与暗灰色、暗黑
色的转换中，感受到起承转合的结构。作为故
事型的绘本，没有这样一个有序而结实的叙
述结构，作品是挺立不起来的。

不得不说，在我们的故事型原创绘本中，
存在着不少不会讲有结构的故事的作品。故
事讲不好，“小”绘本立不起来，更无法“大”起
来。在这个重要方面，《喜鹊窝》给我们提供了
一个难能可贵的经验。

阳光书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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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个习惯，朋友赠送的签名书，
总要翻阅浏览。但是，这本书放在案头
两年了，淹没在许多待读书中一直没有
时间去翻阅，直到最近才终于有机会细
读。去年，电影《少年的你》引发了全社
会对于学校欺凌现象的关注。但是，
张菱儿这本前年年初就问世的小说，已
经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入木三分的描写与
分析。

这 本 书 有 着 一 个 寓 意 深 刻 的 书
名——《乌头花开》。乌头是一种能治病
的药材，每年9-10月间能够开出美丽的
紫色花朵。书中的外婆、小狗和小主人
公伊敏的命运，似乎也都与乌头花紧密
地联系在一起。伊敏是一个性格内向的
小女孩，从小在乡下与外婆一起生活，那
是她人生中一段无忧无虑自由自在的快
乐生活，就像盛开的乌头花儿那样美
丽。进城上学以后，一切都变了。钢筋
水泥与高楼大厦割断了人与人、人与自
然的交往，满口乡下土话的她遭到同学
们的讥笑，忙于打拼的父母无暇关注她
内心的孤独无助、敏感脆弱，关爱她的外
婆去世了，连乌头也不开花了。因此，在
遭遇到同班同学牛冲天的欺凌时，伊敏
采取了逆来顺受、忍声吞气的做法。而
她的一再退让，又导致了欺凌现象变本
加厉不断升级。小女孩伊敏逐渐消极厌学，与一条被她叫
作“乌头”的小狗相依为命。最后，伊敏的爸爸妈妈终于发
现了女儿遭受欺凌的蛛丝马迹，在老师和牛冲天父母的配
合下，顺利解决了冲突，帮助两位学生握手言和，尽释前
嫌。在伊敏的梦想世界里，乌头花儿怒放，外婆在美丽的乌
头花丛中微笑。

我发现，这本差点被漏读的书，是一本引人入胜的校园
小说，也是一本发人深省的儿童成长小说，同时，它更是一
本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校园欺凌现象、寻找化解之道的儿
童教育小说。

首先，欺凌现象往往发生在性格内向、胆小软弱，与父
母沟通交流较少的孩子身上。伊敏就是这样的典型。外婆
去世以后，她的交往世界变得一片空白，极度渴望友情、渴
望温暖、渴望陪伴的她，无法安顿自己的心灵，只能从阅读
和小狗那儿得到一点慰藉。所以，父母和老师要特别注意
观察和关注那些性格孤僻、内向敏感的孩子，要与他们多交
流，及时发现问题。作者通过校长的感叹告诉父母，照顾孩
子不该只是吃饱穿暖那么简单，保持健康的心理状态才是
最重要的。

其次，欺凌者也往往有着不幸的家庭生活或者不健康
的家庭教育。心理学的研究表明，欺凌者往往自己可能有
遭受过暴力的经验，一般来自离异家庭、单亲家庭、缺乏关
爱的家庭居多。书中的牛冲天长期远离父母，爷爷奶奶一味
宠溺，导致了他通过施虐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和征服感。

再次，人生所有的经历都是财富，阅读能够使人的内心
更加强大。书中的小女孩酷爱阅读，而且有自己的阅读审
美倾向，她喜欢读美国儿童文学家乔治的《山居岁月》《狼女
朱莉》和《冰鲸》，也喜欢读作家吴瑜的作品。作者通过吴瑜
到学校与孩子们交流，以及回答小女孩关于“如何能让一个
女孩变得内心强大”的问题，来讲述阅读和写作的意义。吴
瑜说：“除了阅读和学习，成长的经历本身就具有重要的价
值，好的、坏的，都是经历。经历过了，就变强大了。在困难
面前，别忘记微笑。”

教育，就是要让学生能够有面对各种矛盾和挑战的勇
气，帮助每个孩子成为更好的自己。

初次接触吴洲星的《等你回家》时，作品
仅是片段，吸引人的首先在于选题。作品定
位于一位特警英雄的真实故事，是一个值得
为儿童书写的当代题材。幻想类型儿童文学
中有着各种满足儿童愿望的超能力英雄形
象，而在现实题材尤其是战争题材的儿童小
说中，智勇双全的少年英雄，常常选取一种浪
漫的、理想主义的书写方式，塑造令人仰视的英雄形
象。吴洲星作为一位年轻的、新生代儿童文学代表作
家，会以怎样的方式去书写这位真实的当代英雄呢？悲
壮、牺牲和崇高感，或许是作品可能的美学去向。

然而，吴洲星选取了极为松弛、生活化的叙述姿
态。不得不说，《等你回家》是一部不“通读”便无法判
断它所欲承载的情感力量，更无法给出恰当评判的作
品。年轻的作家写得有些冒险，但却非常笃定。在前半
程的叙事中，特警爸爸在孩子的世界里，“特”在“常常
能把自己变没了”而已。蒋小船、蒋小旦姐弟俩在以妈
妈为主力撑起的家庭中成长，琐碎温暖的亲情描写和
姐弟间的游戏互动，辅以当代气息的校园场景，种种
表征可能会让人预判，这是一部小清新的、当代都市
校园题材儿童小说，外加当代较为典型的父爱缺席的
家庭定位。但是，随着生活化的叙事不断深入，温水蓄
力，创作意图逐渐凸显。《等你回家》有意跳出了“崇高
化”的英雄塑造，并借特警爸爸之口道出了作品的立
意——“英雄都是普通人”。

英雄都是普通人，过着普通人的生活，有着普通
人的喜怒哀乐。童稚视角铺垫的前半程叙事中，一派
祥和浓郁的生活气息、欢乐有爱的家庭气氛。爷爷奶
奶口中的爸爸很真实，很“接地气儿”，他像许多孩子
一样有不少小毛病，爷爷则坚决拒绝去参加淘气爸爸
的家长会，因为曾经在家长会上被老师当众批评；奶
奶讲爸爸从小是个胆小的孩子，糗事不断。其乐融融
的家庭中，惟一的不足似乎就是爸爸太忙了，幼小的
弟弟长时间见不到爸爸，误认为家里只有三口人，爸爸
为此去拍了张全家福，让弟弟以这样的方式记住爸爸。
等爸爸回家，是这一家人的常态，平时如此，过年过节
亦如此。然而，这样的等待逐渐显出了它的不同。

这种等待的背后，不仅仅是忙碌，长时间的分离，

还可能是危险，是随时可能遭逢的伤痛，甚至
永诀。妈妈、爷爷、奶奶都深知这一点，因此始
终在努力地维系着这个家庭的美好。面对种种
难处，他们默默付出，相互体谅，从不抱怨。两
个孩子则是在逐渐的成长中一点点意识到了
等待背后的焦灼，意识到爸爸工作的危险。这
个层面，作者写得轻盈却不失巧妙。一次等待
中意外忘记挂掉的电话，让作品突破了孩子的
视野，穿越到紧急救险现场的嘈杂与呼喊，共
同亲历了特警爸爸以个体之躯护卫小区居民
生命的抢险过程。

作品最具情感冲击力的部分，必然是英雄
形象树立起来之时。即便此时，作家也仍然没
有跳出“家庭”这样一个视野，以充满柔情的生
活叙事再现了重伤后的爸爸与亲人，尤其是与
孩子间的多个细节。为了与严重烧伤的爸爸的

“七秒相见”，一家人都换上了他们最好的衣
服，爷爷奶奶理了发，妈妈化了妆，因为“爸爸
看到我们每个人都很好，他的心情就会好”。听
到女儿呼唤而惊喜扭头的爸爸，激动到崩裂了
伤口。作品中，《小猪佩奇》的故事如同粉红的
背景色，在关键时刻多次闪现。许多孩子喜欢
小猪佩奇的故事，因为那份暖暖的家庭氛围，

弟弟也一样，他还用故事中的名字为一家人命名。弟
弟抽泣时，“我”用“乔治”称呼弟弟哄他开心；最爱爸
爸的弟弟不敢靠近烧伤毁容的爸爸，爸爸便蒙上脸，
学《小猪佩奇》中猪爸爸的哼哼声，与小旦在游戏中大
手牵小手。大手小手相握的瞬间，“像是蜗牛的触角一
般向着对方试探，大手和小手终于碰在了一起，最后
紧紧地握住一起”。如果不联系背景，这个描写只是生
动，而当这一细节发生在一对至亲的父子之间时，这
个过程便承载了太多一言难尽的情感。情感的激荡与
震撼，可以发生在某个山崩地裂的瞬间，更多时候则
是涌动在如此真实的生活细节之中。

《等你回家》以家庭视角对特警英雄的书写，以朴
素而真实的细节素材叠加着作品层次丰满的情感力
量，越到后程越是动人。作品虽然通篇涌动的是小家
的亲情，大义只在一瞬间的危险中闪现，但是，谁不是
血肉之躯的普通人，谁不为亲情与家庭责任所包裹？
站在小家的视角，诚如弟弟的话“我只希望他当我们
的猪爸爸，不希望他当英雄，因为当英雄会疼”；但从
小胆小的爸爸，在群众面临危险时毫无恐惧，全是责
任，这便是英雄的境界。作者想展现的，正是这样的真
实的“英雄”。此外，一些看似无关紧要的小细节也在
故事的尾声处发出光芒，英雄的精神力量同样在生活
中感召着每一个普通人。曾经狂热追星的女生杜美琪
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给爸爸，“比从前她给大明星写的
信还要长”，爸爸成了真实的偶像。欺负过姐弟俩的男
生铁头也以行动表达和解。在捍卫和平与生命的大事
面前，小小的恩怨便轻如尘埃了。还有那个除了爸爸
全由爷爷奶奶出席的家长会，那个“最帅爸爸”的评选
活动，都代替每一个读到这个真实故事的读者，代表
每一个因有英雄守护而平安幸福的民众，表达了最为
真挚的敬意。

海飞撰文海飞撰文、、杨鹁绘画的杨鹁绘画的《《喜鹊窝喜鹊窝》：》：

一本一本““小小””书如书如何何““大大””了起来了起来
□□朱自强

从万物有灵视角出发，瑞娴
的长篇童话小说《绿野红纱》阐
释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演绎出
富有中华民族神话色彩的拯救
故事，以唤起人们对地球命运的
敬畏与关注。小说既表达了对
破坏自然环境的忧虑，又讴歌了
热爱生命、勇敢无畏的自我救赎
精神。

书中聚集了狐狸、田老鼠、
老绿虫、癞蛤蟆、蜥蜴、猴子、野
兔以及鸡鸭猫狗和各种各样的
鸟，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动物世
界。作者赋予每一个生灵以人
性，以体现它们的天性和生存价
值，以及个体在群体中的重要
地位。瑞娴带着对大自然的亲
近，讲述了一个充满幻想的童
话故事。

主人公红纱女和牧羊少年
吉儿惺惺相惜，有着共同的命运
和朴素的情感，他们渴望亲情温
暖，渴望被认同，渴望加入充满
烟火气的人间乐园。桑田古村

人有着善良本分的天性，与家
禽、宠物及牲畜们和谐相处，每
个生灵都在无拘无束中保持了
良好的天性。同处在一个地球
的生命之间，有看不见的规则互
相约束，就像浩瀚的宇宙中数不
清的星球在运转，却都有自己的
轨道，井然有序。作品呼吁人类
应吸取贪婪的教训，挣脱急功近
利的短见，与动物组成一个和平
共处的大家庭。

这些童话的构思与想象，有
如天籁之音，特别需要妙不可
言的写作智慧。看似简朴、自
然、单纯、明快的情感和人与动
物、动物与动物的编排组合，却
需要贴切的比喻和意象，以及恰
如其分的词语来描绘，而又不能
留下任何渲染的成分和故弄玄
虚、矫揉造作的痕迹。童话小说
是一种高难度的“浅语艺术”。

写童话小说并非瑞娴的主
业，《绿野红纱》是她的第一部童
话长篇小说，却意想不到地放出

异彩。作品看似随意布局，却都
被笼在小说构建的巨大袍袖下，
一切都是在那个空间和意象里
发生、成熟，爆出叙事的力量。
那些灵动、跳跃的语言风格和意
象，使读者充分感受作者情绪的
兴奋与饱满、构思的玄幻与精妙，
以及那颗未泯而纯真的童心。

有人说：“婴孩的脸，沧桑的
心。”瑞娴认为，在她身上却是

“沧桑的笔，婴孩的心”。写童话
曾是瑞娴少年时的梦想，只是写
什么、怎么写，却一直困扰着
她。后来，瑞娴看到一篇关于安
徒生的文章，说在他70岁寿辰
时，有人要为他铸造一尊孩子爬
满身的铜像，他因此大发雷霆：

“从来没有人看见过小孩爬在我
背上，我的童话是同时写给成年
人和小孩看的。孩子只能看懂
童话的外层，只有人生阅历丰富
的成年人才能领悟其中的内
涵。”瑞娴从安徒生的理念中获
得启示，她决心探索一条新路

径，书写雅俗共赏、老幼皆宜的
童话。于是，小时候妈妈讲的红
纱女的故事，便在她的脑海中浮
现出来。此后，经过五六年时
间，她构思作品框架，试图用人
类、动物、精灵三种生命共存的
故事，来表达众生平等观，用山
里、山外和未知世界这三个富有
象征意义的空间来呈现人类的
过去、现在和将来，由此，这部桃
花源般的史诗童话《绿野红纱》
终于与读者见面。希望这部作
品是瑞娴的起点，在未来的创作
中，她能够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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