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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力、科学、情感：

杨红樱科学童话的三个要素
□马俊锋

■短 评

好书精读好书精读

“作家要想实现自我突破与创新，往往得
从走出写作的舒适区开始。”曹文轩教授是这
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从 2015 年的作品
《火印》 开始，到 《穿堂风》《蝙蝠香》《萤
王》《草鞋湾》《疯狗浪》《寻找一只鸟》等系
列“新小说”，再到最新出版的《没有街道的
城市》，曹文轩开始了告别“油麻地”苏北故
乡的文学之旅。开启“油麻地”外的经验世界
的写作，这是一种超越自我精神刻度的努力。
众所周知，文学故乡里藏着作家原初的灵魂的
秘密，要超越这种带有生命体温的书写，并不
是一件易事。

然而，真正的作家不会被自己的“舒适
区”所束缚。舒适区是需要突破的，也是需要

“背叛”的。唯有如此，才能激发出连作家自
己也意想不到的创造力。从整体上去理解和处
理自己的经验世界，将经验处理为与自己的文
学故乡一样迷人的创造物，尤其是从故事中构
筑一种有关人生、人性、恒长的人类境遇象
征，讲述生命与生俱来的磨难与崇高、梦想与
抗争，注入浓重的生命体验、美感与哲思，从
更宽阔的层面给出儿童文学的审美观照和人文
意涵，这是曹文轩近年来超越自我的努力，也
是超越传统儿童文学写作束缚的一种努力。

如果一定要给曹文轩的“新小说”系列下一
个文学范畴的定义，我以为，这是一种寓言体现
实主义小说的新尝试。如果说，《草房子》《青铜
葵花》《红瓦》时期的曹文轩，秉承了传统现实主
义的叙事手法和特征，将流水汩汩、空灵萧疏，
供奉着美、善良、自尊的中国传统乡村写到了极
致；那么，从“新小说”系列开篇的《穿堂风》开
始，曹文轩寻求一种更为本质性的文学书写方
式，从创作本体而非客体出发——虽然还是借
用了现实主义的叙事视角和叙事推进，但其中
弥散着寓言式的强大隐喻性和审美观照，这是
一种真正的“文学造屋”。

《没有街道的城市》正是曹文轩寓言美学
作品的一个小高峰。作品起笔就不凡，在飞
机、大炮的不断轰炸下，城市已成一片废墟。
城市的一角，一个幸存的身陷囹圄的囚犯、一
个被欲望刺激而劫掠的江洋大盗，还有一个失

去亲人庇佑的善良的小女孩，在战争的废墟之
城中相遇。废墟、女孩和罪犯这三个意象之
中，显然，废墟意指绝境，女孩意指善，罪犯
意指恶。绝境之中，当善与恶相遇时，会发生
什么？

作品一开篇，就拥有了富于强大张力和多
重可能性的故事结构，以及寓言视角下强大的
喻指性。作为一位优秀的作家，曹文轩没有浪
费这个“神来之笔”的开头。食物与水的匮
乏、野狗群的袭击、女孩的病重……前所未有
的困境中，又夹杂着道德与求生欲望的挣扎。
比如，为了生存，囚犯金叔指使女孩橘花对食
物不告而取，一度折磨着善良的女孩。一波未
平，一波又起，曹文轩将这个绝境中的人性故
事写得一波三折，峰回路转。作品结构精巧，
人物塑造栩栩如生，让人过目难忘。作为一部
面向少年儿童的文学作品，曹文轩深谙故事、
节奏和人物形象的重要性。当然，他没有辜负
这个好故事。代表了这个世界道德理想的纯真
儿童，唤起了人性深处沉睡中的点滴的善。故
事的结局意味深长。橘花平安回到了父母的身

旁，囚犯金叔本有机会在一片废墟中离开这座
他一直想逃离的牢狱，然而他选择了放弃，选
择了对自己过往的所有的恶的自觉惩罚。

一次改变命运的相遇，向善之路上的矛盾
和选择——深藏于其中的抽象性和喻指性，让
人感受到了这个故事的丰厚意涵。

笔者意指的“寓言体的现实主义书写”，
其中的“寓言”，并非仅是一种文体学或修辞
学的定义，而是一种新文学范畴的定义。它是
一种美学化寓言视角，一种普遍性的表达方
式，一种书写、表达和观察人生与世界的新角
度。如果说传统的现实主义写作是以具象表达
具象，以现象学观察世界的话，“寓言体的现
实主义书写”就是将人的直观经验化成一个整
体，以一种哲学境遇和诗性表达，重新书写人
间与现实。

曹文轩“新小说”系列的颠覆式创新之一在
于，这一系列作品的背景其实是模糊的，或者说
是被悬置的。作家并没有交代这是什么时代、
在什么地方发生的故事，也没有详细描摹故事
发生的时代背景、环境和世态人情，与我们习以
为常阅读的传统现实主义作品大相径庭。

正如卡尔维诺在《哲学与文学》中所言：
“哲学家的眼睛穿透世界，剔除它的血肉，将
纷杂多样的事物简化成棋盘上一定数目的卒
子，根据法则移动。”也就是说，这些故事的
发生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因为它本质
上就是对人生和人性的隐喻，其价值内涵不需
要具体背景、时间和地点加以限制，它们是可
以无穷延展的。表面的含混模糊，实际上增加
了这些故事的价值延伸——它们通往对永恒的
追求。

现实是如此的多变，当文字无法清澈透明
地指向本质时，寓言可以。如前所述，作家期
冀构筑的是一种有关人生、有关人性、有关恒
长的人类境遇象征。寓言并非是远离现实的写
作，事实上，寓言形态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隐喻手段与现实关怀是植根于寓言的两大基因
属性。当然，其复义性超越了现实性。而这种
复义性也为表达和理解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在后现代语境中，寓言家们制造的是文本

的非现实性，即通过改变现实的时空关系，拉
大叙述和意义之间的距离。而曹文轩独创的尝
试是赋予寓言以强烈的现实性。在曹文轩的

“新小说”系列中，仍然是以讲述故事和塑造人
物形象为核心基本出发点，这无异于传统文
学。然而，背景的悬置，情节、人物设置的哲学
内蕴，超越个体而指向普遍人生的审美意象，又
让这些作品呈现出了强大的隐喻性特征。

在《没有街道的城市》中，“废墟”既可意指
被战争暴力洗劫后的废墟，也可意指精神废墟；

“囚犯”既是文中身陷囹圄的江洋大盗，也可指
废墟上的恶；“女孩”既是作品中失去家人庇佑、
孤独无力的女孩，也可指废墟上的善。囚犯与
女孩在绝境中的相互依靠，不能不让人联想到
善与恶的对立转化。恶看起来如此强大，善看
起来如此弱小，而实际上，是善拯救了恶。

在曹文轩一系列“新小说”的文学尝试
中，一如作家此前的文学作品，这些文本鲜
活、生动，结构缜密，然而，它们并非是从复
刻现实出发写现实，而是从现实出发，造就象
征之王国，呈现文本能指和所指的“复调”美
感。作品以轻盈鲜活的书写，托举起了多重深
刻的内涵，故事内在逻辑直指人的生存境遇。
我们可以列举出其中多重的对立统一的意象，
比如，《寻找一只鸟》，我们可以从中感受到男
孩对自己存在价值所系的探求和寻找，以及得
与失、爱与羁绊的对照。

总而言之，作家在一系列新的文学表达
中，思考人生的种种不得已和无奈，展现出对
这人生种种的拯救。一方面，作品中表现了人
对苦难的体认和感知，另ー方面，也在“十分
本质的体验和意识”中，在一种“似轻实重”
的寓言书写中，教会读者认识苦难、认识自
身，指向救赎和超越，展现人的理想人性、本
真存在和自由。人的意志和精神的超越性，让
人不会被任何苦难和悲剧所打倒。

文学的意义之一在于打破日常感知的局
限，构建强大的正面价值力量。这一次，曹文
轩在《没有街道的城市》中选择的是创造性的

“寓言体现实主义书写”，让文本呈现出令人战
栗的美感和力量。

曹文轩《没有街道的城市》：

读懂曹文轩的寓言美学
□陈 香

《新时期上海儿童文

学作家作品研究》

李学斌 李燕等著

少年儿童出版社

2021年5月出版

《木又寸》

冯俐 著 傅舫 图

人民文学出版社

天天出版社

2021年2月出版

本书是根据
获得国内外专业
认证的儿童剧独
角戏剧本改编而
成 的“ 纸 上 戏
剧”，以纪录片式
的风格，通过4个
场景、12 个主要
形象，展现一棵
银杏树的“迁徙”
生活。生动鲜活
的形象背后隐藏
着科学知识，细
腻温柔的故事启
发孩子对生命、
对自然更深刻的
思考。跟随着银
杏 树 的 每 一 次
迁徙，在种种分
离、相识和重逢
中，小读者会了
解一棵树的生命
感受。

《它们从哪里来？》

（精装全4册）

吴丽萍等著 林家栋等绘

青岛出版社

2021年3月出版

这套书包含
《柿子》《豆腐》
《蛤蜊》《菠萝》四
册，以四种常见
的 食 物 为 切 入
点，讲述了它们
的生长过程和由
来变迁，以及隐
藏在它们背后的
科学知识、历史
和文化故事，是
结合了科学和人
文的跨学科科普
图书。丛书的插
图生动有趣，文
字返璞归真，融
合生物、地理、化
学、历史等，既容
易激发儿童读者
的阅读兴趣，又
能培养孩子的跨
学科思维，让他
们学有所得。

■新书快递

本书是上海
儿童文学发展史
上首部儿童文学
作家作品研究论
著，可谓上海地
域儿童文学创作
研 究 的 奠 基 之
作。论著以开阔
的眼界、多维的
视角、扎实的功
底、科学的方法
对富有代表性的
10位上海儿童文
学“第四代”作家
展开了深入而全
面的研究，对上
世纪90年代以后
成长起来的12位
上 海 儿 童 文 学

“新生代”作家及
其作品进行了对
应性文本分析，
对新时期上海儿
童文学整体格局
与未来走向做出
了简明、清晰的
勾勒。

■阅读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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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承载历史与文化记忆的文化遗址与博物馆，让青少年
在历史语境中展开想象力的翅膀，是儿童文学作家李蓉和徐李
佳的创作初衷。她们以博物馆和考古遗址中的物质遗存为灵
感，继以金沙和三星堆博物馆为背景，创作国内首部博物馆幻想
儿童文学《风雪兽》以后，她们又以良渚文化为背景创作了同系
列的第二部作品《风雪兽：冬至之战》。

新学期，盛戈和风雪兽住进了羲和学院新校区——混沌谷，
这是一个完全用算法模拟大自然的人造环境。作者受前沿科学
研究的启发，创造出了这个具有浓厚科幻色彩的学校。学生们
可以通过高科技设备“明鉴”，连接神经进入系统，化身神兽进行
对抗练习。

羲和学院里有一栋建筑，仿佛走不到尽头，却连接着一个秘
密——乌有街。这里只有黄昏和黑夜循环，许多弃神居住于
此。靠神话和故事供养的“传说”之缸，是它存在的根本。一个
故事换一碗酒，透过层层雾霭，就能看到自己梦寐以求的东西。
作者参考多部中国古籍，将它巧妙地叠加在拥有最新科技成果
的羲和学院。由此，远古的神话传说与未来的科技想象同时发
生在一片土地上，崭新的幻想世界就这样随着作者的文字传递
给读者。

除了古典想象与未来科幻的有机结合，本书还拥有极具中
式幻想性的时间穿越之旅。作者将古老的画卷《仓颉图》作为穿
越的工具，让主人公们进入画中的河流，河水是一片浩浩荡荡沉
浮在历史中的文字汪洋。一艘由笔墨文章构筑的记忆之船，承
载着主人公驶向历史的尽头——古良渚的羽民国。“时间穿越”
能够让青少年跨过时空的阻隔，以身临其境般的现场感理解历
史与文化。但是当记忆之船开始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破损，船体
逐渐淹没于滚滚水之中时，作者又想通过这样的情节设置告诉
小读者，横亘在人类与历史之中的，除了时间还有连接古与今的
文化断层。在书中，主人公们用一句句鸟兽化成的诗歌修补起
摇摇欲坠的船帆，用古老的笛音化作符号巩固船身。作者对青

少年的人文关怀也如涓涓细流般，无声地隐含在这充满想象力的时间之旅中。
此外，作者在文中巧妙地融入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用平易近人的方式，为读者带

来鲜活的中国传统文化起源的讲述。颛顼的长子穷蝉在本书中摇身变成了一位卖酒酿
圆子的老伯伯，成为乌有街最温暖的存在。轩辕皇帝与嫘祖的传说故事也成为本书古
良渚文明缔造时的“温暖回忆”。作者洞悉青少年的心理成长过程，用贴近日常生活的
视角刻画主人公们的丰满形象，将小朋友间的关心与照顾体现得淋漓尽致。童年的快
乐总是在不经意间被作者唤起，让读者在虚构的故事中感受会心一笑的暖意。盛戈与
风雪兽相互间的信任是全书的亮点，风雪兽是上古神兽，拥有能够召唤风雪的无穷力
量，但同时也被恶神的咒符所困。当盛戈看到风雪兽逐渐受控于恶神时，他毫不犹豫地
选择来到风雪兽的身边，用同伴间的信任与爱唤醒了意识迷离的神兽。

本书的故事发生在世界文化遗产地——良渚遗址。作为人类早期城市文明的范
例，良渚古城发现的碳化稻米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有效实证，已经被书写进全国统编
的高中历史教材。作者将良渚遗址中出土的玉斧变为夏盐与盛戈的兵器，将陶罐制作
成穿越时间的道具，将栽种在遗址中的树木化作主人公们制作记忆之船的材料。用这
片考古遗址的土壤，带领读者体悟中华文明的诞生，感受历史的变迁。作为全书的主要
线索，作者将良渚遗址中出土的神人兽面纹玉石中的兽眼与风雪兽的眼睛相关联，用神
人头上的羽冠当作主人公们前往良渚启动神奇力量的密钥。现实世界与作者的幻想世
界因这枚玉石相接，不仅让青少年认识了代表良渚文化的符号象征，也拉近了孩子与远
古文明间的距离。

作者依据良渚遗址中出土文物的纹饰符号，虚构出一场由朱雀引发的寻找古代良
渚文明的冒险之旅。小读者们也可通过阅读本书，一边理解作者根据纹饰创作的故事，
一边展开自己对于这件文物的想象，就如语文课本中的看图讲故事一般。在书中，小读
者们不仅可以借鉴作者对于民间传说故事的撰写方式，也能够激发对现实文物展开想
象的能力。当然，朋友间真挚友情的描述也能够让青少年产生共鸣，促使他们书写自己
的友谊故事。从五千年前的远古文明开始，中华民族的文化在一代代中延续。随着时
间的流逝，每位小读者也在一天天长大。这其中不变的是我们对文化的传承，对“有你，
真好”般情谊的延续，就像盛戈与风雪兽的故事般，将在小读者的想象世界里不断续写。

《杨红樱科学童话：我们的地球系列》是科学
普及出版社新近出版的一套杨红樱科学童话丛
书，包括《黄莺事件》《北冰洋的巨兽》《荒漠小精
灵》三部作品。这本书继承了作者以往作品兼重
文学性和教育性的特征，将科学知识有机地融入
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之中，使读者在享受阅读快
感的同时，学习科学知识，感受生命伦理，思考人
生意义。杨红樱认为，儿童对作品的阅读需要主
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想象力、知识、情感。换言
之，儿童们之所以喜欢读某个作品，其主要原因
就是该作品满足了他们的想象力，满足了他们的
好奇心和对知识的渴望，满足了他们的情感需
求，这一创作思想在这套丛书中有明显体现。

想象力是人类进步的翅膀，推动着人类从野
蛮走向文明。从茹毛饮血的早期阶段到科技昌明
的21世纪，人类一直借助于想象力认识世界、理
解世界、探索世界、改造世界。刘慈欣曾说：“想象
力是人类所拥有的一种似乎只应属于神的能力，
它存在的意义也远超出我们的想象。有历史学家
说过，人类之所以能够超越地球上的其他物种建
立文明，主要是因为他们能够在自己的大脑中创
造出现象中不存在的东西。”在科技飞速发展的
当下，想象力显得尤为重要。因此，许多国家把想
象力作为人才培养的一项重要内容。杨红樱就是
凭借丰富的想象力，在作品中构建了一个个奇妙
的幻想世界。

《黄莺事件》描绘的是一个森林童话世界。神
犬探长的侦探所在的森林如同人类的一座小城
镇，每天上演着各种动物们精彩纷呈的生活剧。
作者在动物们的生活剧中选取一些事件、案件，
制造悬念，安排情节，使远离现实世界的动物的
各种生活习性变成儿童熟悉的普通的日常生活，
又使平凡普通的动物们的日常生活显得跌宕起
伏，充满变化，富有趣味。《北冰洋的巨兽》表现的
是一个海洋童话世界。深邃的海洋对人类来说充

满着神秘，作者通过小蛙人和鮣鱼波卡的视角，
与儿童读者一起去探索未知。在《荒漠小精灵》里
给读者编织出了一个充满生机活力的沙漠童话
世界，沙鼠、野兔、沙鸡、麻蜥、斑鸠、凤头百灵等
小动物们演绎出许多精彩故事。

杨红樱的创作深受瑞典女作家塞尔玛·拉格
洛夫的影响。拉格洛夫曾经是一名中学地理老
师，其作品《尼尔斯骑鹅旅行记》集文学性、科学
性、教育性、趣味性于一体，是深受儿童读者喜爱
并畅销百年的世界儿童文学经典，也是杨红樱儿
童文学创作道路上的一盏明灯，既为其提供了创
作的示范，也激励了她，坚定了其“写关于中国
的、适合孩子读的书”的创作信念。杨红樱在创作
科学童话时广泛查阅和深入研究动物学、植物学
等科学书籍，然后就相关科学知识进行构思，并
结合儿童的接受特点，将枯燥的科学知识转变成
生动有趣的童话故事。

《黄莺事件》《北冰洋的巨兽》《荒漠小精灵》
三部作品中共有90个短篇童话故事，每一个故
事都是由一个科学知识点作为框架支撑起整个
故事，同时，还会有许多相关科学知识点缀其
中。在作者的精妙设计之下，原本简单的科学知
识，融入了一个疑点重重的童话故事之中，使读
者在被情节吸引的同时，水到渠成地学习到一些
科学知识，或者以故事的情节逻辑为引线，串起
一个个科学知识的珍珠。

杨红樱认为，小孩子心中能感知到的最浓
烈、最强烈的感情是母爱和他们对妈妈的爱。在
作品中，杨红樱非常注重对情感的描写，尤其是
凸显母爱，经常以道德情感的柔性来抵抗科学理
性的冰冷，如《黄莺事件》中的“温柔杀手”即是如
此。在生物学中，雌狼蛛在与雄狼蛛交配后为哺
育后代会吃掉雄狼蛛，这是生物生存的法则，并
没有人类的道德情感。作者为这一生物规律披上
了一层道德面纱，让原本冰冷无情的自然法则变
得充满人性的温情。值得注意的是，在故事的结
尾，作者并未让吃掉狼蛛先生的狼蛛太太被绳之
以法，这一结果与童话之外的现实世界的法律相
矛盾。作者刻意借助于这一矛盾引发读者的思
考——是否所有犯罪的人都是罪有应得，是否所
有犯罪的人都必须得到严惩？通过引发儿童思
考，让其于生存法则的科学理性中，于现实律法
的制度刚性中，体会到道德情感的柔性，同时也
培养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处世原则。在“黄莺
事件”中，神犬探长最后并没有马上处置“鸠占鹊
巢”并“杀害”了三只小黄莺的杜鹃太太和小杜
鹃，而是首先考虑如何解决杜鹃的鸟巢问题。这
一故事也同样体现了道德情感与生物生存法则
和现实律法之间冲突时的柔性处理。

综上，杨红樱在创作科学童话时着重考虑想
象力、科学知识、情感等三个要素，使其作品带有
明显的科学性、趣味性和情感性特征。

《这里是长江、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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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套写
给儿童的原创人
文科普绘本，讲
述我国河流领域
悠 久 的 自 然 历
史、地理变迁和
科学文化知识。
独具风格的绘画
和大开本页面设
计，使之成为兼
具艺术美感与知
识鉴赏的绘本。
系 列 绘 本 包 含
《这里是长江》和
《这里是黄河》两
册，书中分别以
我们伟大的母亲
河长江和黄河为
主角，按照时间
和地理位置的顺
序，从河流的源
头讲起，向小读
者们介绍两河及
其 流 域 内 的 自
然、历史、社会、
地理、经济、科学
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