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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沈石溪长篇小说新作《海豚之

歌》时，突然想起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小

说《海浪》里的一句话：“世界让那些人

经历了如此多的冲突，而他们私下的亲

密关系是多么美好啊！”借用这句话来

概括《海豚之歌》里所描述的海浪之下

此消彼长、生生不息的生命景象，倒也

不失几分相似。

沈石溪是一位拥有众多读者的动

物小说作家，迄今已经写了超过600万

字的动物小说，涉及飞禽走兽等六七十

种。但细心的读者一定会发现，飞翔、奔

跑、追逐、跳跃在沈石溪小说里的那些

带有野性的生命，几乎都是陆生动物。

所以，单从题材上讲，《海豚之歌》是沈

石溪的一部带有开拓性的新作，他的视

野和笔触，从陆地上的山林、旷野、峡谷

甚至天空，开始转向蔚蓝色的海洋。

生命与成长的“三部曲”

从结构形式和叙事方式上看，作者在这部小说里也有新的

尝试和探索。《海豚之歌》是一部体量庞大、内容厚实的“大长

篇”，全书由“开篇的故事”“半脸海豚”“勇者海豚”和“演员海

豚”构成。故事讲述的是一只名叫红背鳍的宽吻海豚跌宕起伏、

荡气回肠的成长历程。不仅仅是一只，红背鳍代表的是生活在

海浪底下一个鲜为人知的生命群体。“开篇的故事”可谓小红背

鳍的“前传”，接下去就开始了它的生命与成长的“三部曲”，用

作家自己的话说，就是“红背鳍海豚三度生命转换”。而且在叙

述方式上，作家也别出心裁：“半脸海豚”用第一人称，“勇者海

豚”用第二人称，“演员海豚”用第三人称。这部小说在结构上还

有一个“复调”式的、双线交织的叙事线索：主线是生活在海浪

之下的海豚家族一代代跌宕起伏的生命传奇，副线是与海豚族

群若即若离、如影随形的人类友爱的故事线索。两条线索时而

分离、并行推进，时而交织在一起，若隐若现，贯穿了小说始终。

后者在小说最后甚至成了叙事主线和故事的高潮。无论是三种

不同人称的叙述方式的转换，还是双线复调的叙事线索，都显

示出了一位成熟作家“艺高胆大”的勇气与自信，以及对于长篇

结构游刃有余的驾驭能力。

探索生命的价值与意义

当然，一部长篇作品最大的亮点、作家着力最深的地方，必

定是内容和主题开掘的深度。“通过一个角色大开大合的命运

转换，探索生命的价值内涵和终极意义”，这才是作家最想追求

的东西。随着红背鳍的成长历程的缓缓展开，读者看到的是整

个宽吻海豚家族与其他众多海洋生物既互相争斗又相互依存

的复杂关系。

很多人一看到“海豚”二字，马上就会想到那些漂亮的、流

线型的身影，想到蔚蓝的海水、快乐的跳跃和嬉戏。其实，真正

的海豚世界哪有这么多的快乐与浪漫，俄罗斯文学里有一句被

大家普遍认同的名言：一个纯净生命的获得，必须在烈火中烧

三次，在沸水里煮三次，在血水里洗三次。在小说里，小红背鳍

的生命与成长旅程，也形象地诠释了这种生

命观与成长观。生存环境越是残酷，生命就

会变得越发坚强，甚至越能激发出生存的智

慧与拼搏的勇气。每一只小海豚，都是在不

断反抗周围环境中顽强地成长起来的。

作家在开篇就给我们描述了海豚世界

里鲜为人知的类似“鲸落”的悲壮一幕。有生

命的逝去，就有生命的诞生。红背鳍在走向

死亡前的那一刻，几乎用尽最后的力气，把

一只小红背鳍海豚宝宝产在自己熟悉的族

群里。然而，红背鳍妈妈诞下的这只幼豚，幸

运中又带着与生俱来的不幸：这是一只脸部

带有明显缺陷的“丑八怪”海豚！原因是红背

鳍曾经受到过核辐射影响，身体和胎儿都受

到了伤害。这个细节也隐喻了人类文明中的

野蛮与霸权，对包括海洋生物在内的自然界

带来的戕害与灾难。

这只脸部畸形的“半脸海豚”，就是书中

的主角小红背鳍。从脱离母体那一刻起，小

红背鳍脸上就带上了“红字”式的被戕害的屈辱的印记；而在幼

小时候，又经历了与妈妈的生离死别。失去了妈妈的爱与佑护，

它要想活下去，就必须自强不息、自立于世。这是它唯一的生存

之道和成长的必由之路。

人类的野蛮与霸权行径固然无所不在，但人类对自然保护

意识的觉醒和对万物有灵且美的自然世界的仁爱之心，也从来

没有泯灭。“半脸海豚”虽然面目畸形，但它幸运地得到了两个

人类小孩，即男孩阿隆和女孩岚岚对红背鳍的接纳与友好，也

让读者瞬间明白了一个道理：身体的残缺与瑕疵不算什么，真

正的残缺与畸形，永远是心灵的残缺与畸形。

有生命的逝去，就有生命的诞生

在看似平静的海浪之下，生命的坚韧与壮大，是用一次次

历险与搏斗换来的。作家写红背鳍与大白鲨的生死搏斗，洋洋

洒洒，写得惊心动魄。海浪在不息地涌动，生命在顽强地成长。

在这个叙述单元里，红背鳍不仅战胜了大白鲨，拯救了怀有宝

宝的同类阿曼娘，还赢得了雄海豚半叶尾的爱。雄海豚在关键

时刻不惜豁出自己的生命，引开三头凶神恶煞般的虎鲸，保全

了即将分娩的红背鳍的生命。当红背鳍为了逃生而不得不选择

了冲滩，最终被搁浅在沙滩上后，幸运再一次降临：它再次遇见

了岚岚和阿隆。他们守护着红背鳍，从黄昏一直守到第二天黎

明，亲眼看着即将分娩的红背鳍重新回到了大海。果然，红背鳍

一回到海水里，又一个新生命脱离母体诞生了。在这个单元将

结束时，悲壮的“鲸落”一幕再度上演——这只红背鳍给下一代

留下了这样的嘱托：“孩子，记住，活下去就是一切。”然后摇甩

着尾叶，独自向深海游去，永远告别了这个世界。

旧的生命远去了，新的生命又会成长起来。果然，一只年轻

的、如同青春期的阳光少年般的雄海豚，勇敢地跃出了中国南

海北部湾凤山半岛的海面，它就是第二个叙述单元“勇者海豚”

的主角。与此同时，一对正在海边拍婚纱照的幸福的新人，也与

年轻的凤山宽吻海豚相遇了！——已经长大、并且结为伴侣的

阿隆和岚岚，与红背鳍海豚再结“前缘”。当然，此红背鳍非彼红

背鳍，但是毫不影响人类与海豚之间的故事的继续。相比前一

单元，“勇者海豚”的基调正如书中的一段描写：“春天属于年轻

海豚，属于有进取心的蓬勃青春。时光正在走向春天，该用你们

的青春和热血，跟随春天的脚步，登上生命的大舞台了。你们雄

心勃勃，你们充满自信，充满拼搏的力量和激情。”

青春的力量是无敌的，生命的意义永远在于勇敢地进取与

拼搏。于是，年轻的“勇者海豚”在与海藻雄、巨型章鱼、湾鳄等

对手的一次次搏斗和较量中度过了永不言败的一生，直到最

终迎来死亡。“你不在了，但地球还在旋转，生活还要继续。”

在第二人称所具有的较强抒情性的叙述中，这个叙事单元结

束，并为读者留下了一段过渡性的暗示：“你还有最后一个愿

望，假如命运之神再让你做一次宽吻海豚，你不希望再回海豚

群了。你希望远离野生宽吻海豚群，生活在人类身边，做一只

与人类最亲密无间的海豚。你是带着这个强烈的愿望咽下最后

一口气的。”

用一颗友爱的心，去激活另一颗友爱的心

在第三个叙述单元，一只与人类最亲密无间的“演员海豚”

出场了。作家把这个单元的故事背景设置在中国广西美丽的海

滨城市北海的海洋馆里，讲述一只出生在海洋动物馆里的演员

红背鳍，如何冲破海洋馆的“牢笼”，甩开自己的尾叶跃入水中，

朝着辽阔而自由的大海游去。“红背鳍心里很清楚，自己这一

去，与人类妈妈莉莉小姐、海豚妈妈爱丽丝、海豚表演中心及以

往的演艺生涯从此陌路，永生不再相见。”但是，什么也阻挡不

住一颗渴望自由和好奇的心，一只海豚的生命只能属于辽阔和

自由的海洋。

这里，作家在讲述红背鳍义无反顾地奔赴古老的生命的召

唤的同时，再一次书写了以阿隆、岚岚以及他们的孩子小石头

为代表的人类世界，与海豚家族若即若离、如影随形的相互依

存关系。小石头是个天生就患有自闭症的孩子，谁也没有想到，

他一直紧紧封闭的心灵世界，最终是被已经回归大海的红背鳍

唤醒和叩开的。故事最后，面对自闭症的儿子，曾经是那么无助

的岚岚，这样对海豚说：“红背鳍，求你一件事，你一定要答应

我，经常到三娘湾来，陪小石头玩玩，好吗？”红背鳍竟然郑重其

事地点了点头，点了一次头还不够，还点了两次。看到小石头脸

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红背鳍这才放心地顺着退却的潮水向辽

阔的大海游去，游得轻松而惬意。

“明天早晨，它一定会来三娘湾。它不会扔下小石头不管

的，不会让岚岚和阿隆失望的。它会把小石头当作自己真正的

朋友，互相陪伴，一起玩耍，用一颗友爱的心，去激活另一颗友

爱的心，去开启小石头紧闭的心扉。”作家用这样一句话收束了

整部小说，“红背鳍对此充满了信心。”

《海豚之歌》是一阕海浪之下生生不息的生命之歌。这一曲

生命之歌的华彩乐章，无疑是“半脸海豚”和“勇者海豚”这两个

叙事单元。但从“开篇的故事”里，我们看到了红背鳍族群的“前

传”；从“演员海豚”里，我们看到了红背鳍族群的“后传”。作家

用颇具匠心的、恢宏而完整的故事结构托载着他清晰而明亮的

创作初心。“在《海豚之歌》这部书里，我想通过一只名叫红背鳍

的命运故事，告诉喜欢我动物小说的亲爱的读者朋友：命运跌

宕，沉浮难料，无论身处何种境遇，都要直面人生，无惧艰难，顽

强生存，追求辉煌！”

沈石溪沈石溪《《海豚之歌海豚之歌》：》：好书精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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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90年代成长起来的苏州

儿童文学作家王一梅在《我的生态童

年》代后记中，阐释了自己对“生态童

年”的理解。窃以为，“生态童年”这个

概念无论对当下包括家庭、学校、社

区在内的儿童生活实践，还是家校联

动的童年阅读而言，都是极其重要的

文化存在。更有甚者，其对当下的原

创儿童文学创作也深具启示。基于

此，本文以“乡愁里的童年”系列作品

为例对“生态童年”做若干理论探讨。

在笔者的理解中，“生态童年”中

的“生态”首先指的是生物体与其周

围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换句话说，

“生态”就是生物在特定环境中的生

存状态。以此为据，“生态童年”就是

以生态学视角观照童年，并将儿童在

具体生活实践中与自然、社区、家庭、

学校、自我、他人之间形成的多重关

系作为生命内容的童年文化形态。就

儿童文学而言，“生态童年”的核心就

是童年成长语境下，儿童与自然、社

区、家庭、学校、自我、他人关系的书

写和呈现，表达了儿童在童年生活实

践中多样性的生命感知、体验、理解

和建构。

在此意义上，“生态童年”既是过

往童年文化的传承，也是现实童年文

化的超越。这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

其一，生态童年是传统童年文化的传

承、延续。它承接了“纯真、自由、梦

想、欢愉、游戏、创造”的“本真”童年

诗学，体示了对童年传统价值观的执

守；其二，生态童年是世俗童年观念

的颠覆与反拨，体现了儿童社会化的

多重维度，昭示着童年主体性的张

扬，以及童年价值观的重塑与建构。

既然如此，从写作层面说，“生态

童年”的书写是否就意味着“童年乡

愁”的返观和凝思？实际上，在“乡愁

里的童年”系列小说里，作家王一梅

的文本所呈现出来的，恰恰是如下审

美倾向：

一、历史童年的“返观”。忆态视

角是当下童年成长叙事的典型叙事方式，其作品内容

构架往往源自作家个体童年记忆的提取和重构，其中弥

散、渗透着作家对传统童年价值观的缅怀与执守。比如

“乡愁中的童年”系列里，“合欢街”的虚拟背景其实就是

作者王一梅故乡“岳王老街”的记忆复活和文化重构。

二、现实童年的“疏离”。这在“乡愁里的童年系列”

作品中表现为童年时空背景的淡化，乃至虚化。作品

中，作家不惜让沙小雨、袁达儿、胡地丁等孩子的成长

环境“陌生化”，从而构成文本故事对现实生活的“间

离”效应。比如，《校长的游戏》中，小主人公袁达儿一再

给明华舅舅写信，而不是通过“电话”或“伊妹儿”与叔

叔交流，这显然是作家有意识地拉开童年现实与“数字

化”当代生活距离的“陌生化”文本处理。其背后是作家

对数字媒体文化剥蚀童年自然天性的否定和拒斥。

三、未来童年的瞩望。这是童年成长书写的常态模

式，“乡愁里的童年”系列小说里，作家通过“奇怪的数

学课”和虚拟的“校长游戏”弥补现实童年的缺失，抗拒

世俗校园文化对儿童身心的压迫，以此寻求童年的“生

态平衡”。

分析至此，实际上，我们或许已经体悟到，对原创

儿童文学而言，“生态童年”现实书写其实远不止是记

忆镜像和现实凝思，更是面向成长的童年再造和精神

建构。

而这其中也恰恰蕴示着“生态童年”的三个审美维度：

其一，回望视角下面向记忆的往事追溯。这实际上

也是“乡愁里的童年”系列作品所倚重的核心情节结构

方式，在《合欢街》《童年的歌谣》两部作品中体现得尤

为明显。

其二，凝思视角中立足现实的童年反拨。在《校长

的游戏》中，男孩袁达儿被妈妈“扔”到了陌生的蓝城。

这里没有高楼大厦、游戏机、娱乐城和做不完的作业，

有的是妙趣横生的数学课、惊喜连连的校长游戏和情

同手足的乡邻伙伴。毋宁说，这样的情节安排所寄寓的

恰恰就是作家立足于现实的童年反拨。

其三，眺望视角下指向未来的成长建构。这一点在

“乡愁里的童年”系列中还没有具体书写呈现，其实也

可以成为一种未完成的文本期待。因为在笔者看来，真

正的“生态童年”书写不仅仅是忆态形式的感受、体验，

也不只是现实凝思后的反拨与表达，而是指向未来的

成长建构与童年主体性的集中彰显。

之所以如此，就在于这样一种“三位一体”的“生

态童年”成长书写正体现着如下两种童年价值取向：

其一，生态童年“由外而内”之于童年成长的陪护、

守望、浸染、濡化、熏陶、引领。这体现着成人社会、成人

文化对儿童世界的责任承担与使命感。它寻求成人价

值观与儿童立场的内在统一或精神“暗合”。这是一个

由“外化”到“内化”的过程。

其二，少年儿童“由内而外”之于童年生态的感知、

体验、理解、表达、生成和建构。这是童年文化、童年生

命自主意识和独立性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呈现，它以

童年独有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体现生命成长之于成人

社会、成人文化的滋育和反哺。这是一个自“内化”而

“外化”的过程。

综上，童年既是生命阶段，也是社会结构，更是文

化生态。当我们把童年理解为“文化生态”的时候，无论

从儿童文学创作层面书写、表达童年，还是从儿童文学

研究维度发掘、阐释童年，都不外乎有以下三重意义：

第一重意义即面向历史，童年是一种参照；第二重意义

即立足现实，童年是一种警示；第三重意义即面对未

来，童年是一种建构。原创儿童文学所提供给小读者

的，自然也应该是上述三重童年所构成的“生态世界”。

这个世界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既是自然的，也是

社会的；既是观念的，也是身体的。唯其如此，才是真正

的“生态童年”。唯其如此，“生态童年”文学表达才能彰

显其之于童年成长的丰赡意义。

从本质而言，成长是痛苦的。在曹文

轩的《青铜葵花》中，儿童遭遇的苦难是物

质的匮乏和现实生活的困窘；在《孤女俱乐

部》《我的妈妈是精灵》中，秦文君和陈丹燕

书写的是遭遇家庭不幸的儿童生活和精神

的痛苦；在常新港的《独船》中，石牙的父亲

没有倾听石牙对友谊的呼唤，最终酿成了

石牙的悲剧。

成长的伤痛是常写常新的。从更广泛

的意义来说，所有的少年儿童都是“边缘

者”，他们未获得社会性的认同和人生的主

导，也还未形成完整的主体性。成长的艰难时刻在于确认

和融入，孩童们是置身于主体“凝视”下的边缘者。

在作家徐海蛟的《亲爱的笨蛋》一书中，探讨的正是关

于成长的伤痛与超越。作品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上世纪

80年代，一老一小两个可爱的“笨蛋”，在东海边的落虾岛

上展开人生传奇。爷爷于大岚痴迷于画画，不通人情世故，

因为在别人家外墙上涂鸦，被人敲破过脑袋、打折过腿，却

依然“不知悔改”，人称“于老颠”；孙子于一宝虽然聪明，数

学、语文一点就通，但同样“不懂事”，凡事都要执拗地问个

“为什么”，得罪了老师和学校，被同学孤立，人送外号“木

大”（笨蛋）。受尽白眼，遭尽冷遇，命运的风暴剧烈地击打

他们，却未能改变他们对真与善的执着。然而具有反讽意

味的是，爷孙俩在这座小岛上被人嫌弃的“天真”，当化成画

作和诗句走向更广阔的世界时，却得到了世人的接纳和喜

爱。孩子们向大人渴求着自己的自由与权利，而大人应该

正视孩子的内心需求。感受孩子的困惑与抗争，给予尊重

和理解，或许是作者写下这篇作品的主旨。

作品中有一个小小的细节，一年级下学期，语文老师让

孩子们开始写段落。老师强调，段落前必须要“空两格”。

第二天，全班26个人，有2个没写，3个没有空两格。经过

一一批评规训后，所有的孩子都改正了“错误”，唯有于一宝

坚持不改。老师认为这是于一宝对她的权威的恶意挑衅，

用尽各种手段“收拾”于一宝。而作为于一宝成长路上“引

路人”的小李老师，则认为可以听听孩子的想法。原来，孩

子的天真想法是“为什么要空两格？空两格是浪费。要爱

惜纸”。于是，小李老师带于一宝来到逼仄的杂物间，给孩

子演示了开窗和不开窗的效果。此后，于一宝写句子再也

没有顶格过。

同时，作品也小心翼翼地触及了“恶”的问题。儿童文

学不是伊甸园，可以以足够的深度和社会的广度来触碰人

性之恶，如果一味回避，很可能丧失向文学的最深处求索的

机会。《亲爱的笨蛋》既表现了“受难者”的无辜，也表现了

“施难者”的无意。比如，纯真的于一宝对来学校视察的县

教育局领导好意提醒，“伯伯，你裤子的拉链没拉”，最终让

夏凉小学失去了获评全县A类学校的机会；比如，在台风来

袭的暴风雨中，明明是于一宝撑船救了同学陈上海一家和

同学于勇，可是因为于一宝是“坏小子”，于勇是“好同学”，

学校就认定是于勇做了好事。苦难接踵而来。父亲友福和

舅舅出外海打鱼，一去未归，作家对情节的设置与安排绝

不是任意为之的，“祸不单行”的结构安排将人物放在矛盾

的顶峰，把人物抛掷在极限来展现人物性格。被排斥、冤

屈、丧父，所有的苦难最后都成为了主体感受最强烈的情

感记忆。

在于一宝对现实彻底失望而辍学之际，小李老师又一

次救护了他。她找到在市场上摆画摊的于一宝，给于一宝

讲了一个失去双亲，和外婆相依长大，跟着戏班子东奔西

走，才明白待在学校最好的小女孩的故事。这个女孩就是

小李老师。“现在他才明白，生活很大很大。他的生活里，其

他人也在生活，他吃了一些苦，其他人也在吃苦。这个发现

这么好，好比一个一直认为独自走夜路的人，发现不远处有

人提着微弱的灯火也在走夜路。”这是于一宝的内心独白。

成人文学中，个体遭遇苦难往往通过个体自身的救赎

来完成；而儿童文学需要引路人，他们是儿童泅渡心灵激流

的引渡者。功能性人物同时丰富和扩展了文本的叙事空

间，推动了叙事的方向和节奏。最终完成于一宝的自我救

赎的，正是他把对世界与众不同的观察角度写进了诗里，把

纯真和自由写进了诗里；而他陆陆续续给小李老师看的50

多首诗，最终被老师推荐给了一个文学大奖赛，获得了名

次。禁锢这个少年、给他带来苦难的东西，却恰恰成就了这

个少年。而海岛的少年走出小小海岛去领奖的路途，正是

他告别禁锢，告别苦难，走向更远更大的地方的开始。

超越苦难，并不是苦难会自动消失，而是在精神的天平

上找到了抗衡苦难的力量，并将这力量付诸行动。苦难犹

如大浪淘沙，当一切浮浅的东西都随风逝去时，人性中最有

价值和珍贵的东西沉淀了下来。那就是爱、希望和勇气。

《亲爱的笨蛋》这本书绵密有力，富含小读者们喜爱的故事

性、悬念感和饱满的故事细节，以对儿童生命感同身受的体

验、理解和认知，呈现出了一种纯粹的童年叙事。大量满载

童心和儿童式感受的细节，让人印象深刻。

7月3日，在第十二届江苏书展上，由

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举办的“书写新

时代孩子的故事——赵菱作品阅读分享

会”活动获得了在场观众的一致好评。

赵菱现场分享了关于阅读和创作的故

事，并讲述了2020年度“中国好书”《乘风

破浪的男孩》的创作心得。她提到，本书讲

述的是新时代帆船少年和海军的故事，创

作这部作品，是因为有三方面让她很感动，

极大地激起了她的创作热情。一是为帆船

少年感动，从帆船少年到世界冠军，展示中

国少年的风采；二是为中国军人感动，从近海走向远洋，展现中国海

军的强大和中国军人的力量；三是为军人家属感动，把“小家”融入

“大国”，以无私付出展现家国情怀。

怎样把深沉的家国情怀融入到日常的生活中？怎样塑造出有

血有肉有情感的人物？怎样让孩子们切身感受到中国军人对祖国

的热爱与守护？儿童文学创作者需要在写作的过程中认真思考如

何回答这些问题。活动最后，赵菱与小读者们交流了关于阅读和写

作的经验，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儿 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