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6
■新书快递

《少年冒险侠》系列是一套少年科幻惊悚悬疑冒险
小说，以科学、幻想、推理、冒险为主题，讲述两个喜欢
冒险的高中生东方奇和丁野，因对未知世界具有强烈
的好奇心，为了解决一个又一个的悬疑迷题，进行了一
次又一次惊心动魄的大冒险的故事。作者超侠用天马
行空的想象力，讲述一个个扣人心弦的冒险故事，每一
集都将面对离奇古怪的案件，每一天都将面对惊险恐
怖的冒险。渴望征服未知世界的孩子们，带上你的梦
想，和本书的作者一起去探险吧。

《少年冒险侠》系列，超侠著，武汉大
学出版社2012年9月出版

《蝙蝠和黑夜》是由法国著名作家米夏埃尔·埃斯科
菲耶和插画家克里斯·迪·贾科莫联袂创作的经典图画
书。该书洋溢着异国风情的画风,各种夸张的动物形象
配合着诙谐幽默的故事。为什么蝙蝠总是在黑夜里东游
西荡？带着这个问题，引导孩子们走进一个创意十足的
世界！在这本书中，许多的“为什么”，会勾起孩子们的好
奇心，激发他们的想象力，并教会他们用不一样的视角
去观察世界。

《蝙蝠和黑夜》，米夏埃尔·埃斯科菲
耶著，湖北美术出版社2012年7月出版

《土地街的下午》为“金蔷薇徐鲁美文系列”之一。
俄罗斯散文家巴乌斯托夫斯基用“金蔷薇”的故事，来
比喻作家的生活、灵感与创作的秘密。诗人、散文家徐
鲁，在创作上深受巴乌斯托夫斯基散文的影响，被评论
家和读者公认为一位“美的寻求者”。《土地街的下午》
精选徐鲁创作的经典美文。他的散文作品单纯、明净、
柔和，有着淡淡的诗意，闪烁着理想主义的光芒，给读
者带来了清新、淡雅的书卷气息，带来了阳光、希望和
真善美的启示。用“金蔷薇”来命名徐鲁的美文精品系
列，无疑也是十分贴切的。

《土地街的下午》，徐鲁著，浙江少年
儿童出版社2012年10月出版

《失忆精灵》是“绿色中国”原创儿童文学丛书之
一，描述的是很久以前，居住在翡翠沼泽的精灵们学会
了修炼法术。在水系与火系两派法师因为对法术的认
识不同而引发的大比拼中，翡翠沼泽遭到了毁灭。精
灵们只能选择离开翡翠沼泽，分为青木部落、赤焰部落
和碧波部落居住在不同的地域。然而，因为没有翡翠
沼泽中修炼法术用的圣泉泉水，赤陷部落面临着灭顶
之灾。由此，精灵们踏上了寻找翡翠沼泽、拯救圣泉之
旅……

《失忆精灵》，余雷著，安徽少年儿童
出版社2012年3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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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精读好书精读

世界上谁的动物小说写得最
好看？当然是加拿大作家欧内斯
特·汤普森·西顿了。到目前为止，
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人能超越他。

不信，你读读他发表于 100
多年前的《我所知道的野生动
物》，你的心灵一定会被那些悲剧
般的故事久久震撼。

全是悲剧，没有例外。狼王波
洛、乌鸦银圆、棉尾兔莫莉、雄狐
疤脸和它的孩子、野马溜花蹄、黄
狗巫栗、松鸡红围脖，一个个都死
了，有的死得悲壮，有的死得悲
惨。没有办法，这就是它们的宿
命，“没有一只野生动物能够终其
天年”。西顿说这些故事都是真实
的，“既然这些故事是真实的，那
么它们自然都是悲剧，因为野生
动物的一生总是以悲剧收场”。

在西顿的笔下，一头残忍的
狼和一只温顺的小兔没有区别，
都是他讴歌的英雄。是啊，坏狼，
好兔，不过是我们的定义。物竞天
择，适者生存，在残酷无情的自然

界里没有坏人和好人，努力活下去的，都是英雄。
活一天，就是一天的英雄。

看看狼王波洛的故事吧——
波洛是一头凶悍的大灰狼，是五头赫赫有名

的恶狼的头领。他们在喀伦坡牧区横行5年多，每
天都会杀死一头牛。为了剿灭这伙劣迹斑斑的强
盗，牧人想尽了办法，但每次波洛都能带领它的部
下逃脱人的追捕、毒药和捕狼机。

而我，一个曾经的猎狼人，接受了邀请，前去
消灭这只狡猾的“狼人”。不过，可能是野生动物的
守护天使在陪伴他吧，不管我用什么花招对付他，
波洛总能逃过一劫。他真是聪明绝顶，似乎永不会
犯错。要不是他为了寻找不幸的爱妻而自蹈死地，
让他的大名添加到长长的英雄名单上，说不定他
现在还在从事打家劫舍的行当呢。对，我找到了他
的弱点。我杀死了母狼白雪。我们有枪，他不敢靠
近，一整天都在哀号。我对一个牛仔说：“现在我当
真明白了，白雪确实是他的妻子。”

我知道，他不会走，他一定要等到发现白雪的
尸体为止。我安置了130架捕狼机，切掉白雪的一
只爪子，让她在每架捕狼机上留下脚印。波洛上当
了，被逮住了。这位可怜的老英雄时刻在寻找他的
爱妻，当他发现白雪尸体留下的痕迹，便奋不顾身
地跟踪下去。我走到他的身边，他却站起来，发出
吼声。我们把他绑起来，运回牧场，用铁链拴在木
桩上。我把肉和水放在他旁边，他毫不理会，静静
趴在地上，坚毅的黄眼睛看着他自己的草原。据
说，被剥夺力气的狮子、丧失自由的老鹰或是失去
爱侣的鸽子，都会因心碎而死去。既然如此，这位
不屈不挠的大盗贼能不能经得起这三重打击，完
全不为情所动？惟有我了解他的内心。第二天黎
明，他依然静静地躺在老地方，身体完好无损，灵
魂却已远去——老狼王死了。我们把他放在白雪
身边，一个牛仔大喊：“喂，你不是要找她吗？现在
你们可又团聚啦。”

故事里的狼王波洛和白雪，都被写成了“他”
和“她”。

什么叫悲壮？狼王波洛的一生就叫悲壮。
西顿的动物小说就是这样，他绝对不会根据

人类的喜好，把一个动物描写成好人或是坏人，哪
怕是一头凶恶的狼，他也要写出它的尊严和英雄
气概。狼王波洛败了吗？败了。可不知为什么，它虽
败犹荣，我们就是被它的故事感动了，有一种冲
动，想向它的英灵敬一个礼。

《我所知道的野生动物》写于1898年，一共收
录了 8个故事，都不长，算是小中篇吧。里面的插
图，都是作家自己画的。

钱欣葆的儿童寓言集《小山
羊和小灰兔》，被列入小学生必
读名家丛书，近日由北方妇女儿
童出版社出版。这本书中的作
品，大都是以小动物为主人公，
但，对于这些小动物的描写，早
已超出世俗之人对于它们的认
识，超出众多寓言中对于它们的
编配。比如，小兔子，常被人认为
是机灵、可爱的，在被用做书名
的《小山羊和小灰兔》中，这只小
灰兔却不再是机灵的化身，它有
更深沉、更复杂的含义。它的自
私与不讲信用，反照出现实生活
中人在道德上的一种退步。它甚
至成了作家描述道德滑坡的一
种微妙的象征。在《聪明的灰兔》
中，灰兔的机灵、可爱也不只是
传统意义上的，而是由于灰兔对
狼、豺、狐狸的本性、本质的熟
知，对当时、当地情况、情境的熟
悉，体现着一种现代的、辩证的
思维方式，却也巧妙地隐匿着

“正义压倒邪恶”“弱小战胜强
大”的传统文化蕴涵。

钱欣葆笔下的小动物故事，
篇篇都写出了人性，写出了道德。
但，他不只是关注所谓内心或人
性中恶的一面，而是以一种新时
代的视角，触及到对人性、道德的
追问，并注重从各自的层面和众
多的方面与当下现实、儿童心灵
的紧密结合。可以看到，诸多寓
言同是表现乐于助人的精神，都
有一个有声有色的故事，却呈现
为多姿多彩的艺术状态，展示出
或浅或深的文化内涵。如《可爱
的小长颈鹿》中，那只小长颈鹿
看到灰兔的衣服被风刮到了高高
的树梢上，觉得挺好玩。是妈妈
的点拨让他懂得了助人为乐。

《最大的快乐》，讲三只小猪，老
大玩得快乐，老二吃得快乐，老
三因帮助病重的山羊公公而快
乐。猪妈妈肯定老三。《乐于助
人的小猪》，写一只跟爸爸学会
开锁的小猪，帮助被关在门外的
小羊开了门，却又糊里糊涂地帮
做贼的狗熊去开别人摩托车上的
锁。助人先得识人啊。所有这些作
品都显示出，作家深得中华文化
精髓，个个故事都散发着现代气
息，又深深地浸染着传统的中国
气质，体现了纯正的儿童寓言的
正面风格：生动活泼中深藏人生
真谛，儿童式的稚拙的口吻里透
出对高尚情操的执著追求，并用
浅近浅易的语言探索着很多深奥
的哲理。聪明、嘲讽、有趣，成为这

些寓言的总体特色。这使他的寓
言创作与众不同。

钱欣葆的与众不同，更在于
他巧妙地使批判精神融合于儿
童寓言的正面风格之中，使寓言
这种古老的体裁与当下的现实
零距离。如《黑熊一举成名后》，
写身强力壮的黑熊在森林王国
举重大奖赛中获得冠军，得了很
多奖金，成了大明星。它不再理
睬原先的好朋友们，觉得有钱就
行。突然，它掉进陷阱，哭求救命
给钱。梅花鹿和猕猴救了它，对
它说：“谁要你的钱！”《想当冠
军的灰鸽》，写灰鸽想参加今年
的信鸽长途飞行比赛。它身体
壮、翅膀大、力气足，很有希望夺
冠，但它听说长途飞行艰难而危
险，就放弃了。《一根红皮甘蔗》，
写马妈妈请小猴把一根又粗又
长的红皮甘蔗带给在操场练奔
跑的小马。小猴尝一口，很甜，就
吃掉一截。随后让小猪送去，小
猪也吃一截，就让小熊捎去。接
着，小熊、小牛、小象，一个让一
个带，个个都吃一截。小马拿到
的是一截不好吃的甘蔗梢。《小
乌鸦的感想》，写小乌鸦、小孔
雀、小百灵是好朋友。小孔雀是
选美比赛的冠军，小百灵是歌唱
比赛的冠军，小乌鸦整天不高
兴，嫉妒又自卑。乌鸦妈妈鼓励
它，让它高高兴兴去祝贺好朋
友，同时发挥自身优长，终于在

捉害虫比赛中获得冠军。《海豚
的忠告》，写带鱼羡慕云雀在蓝
天白云间自由飞翔，云雀却羡慕
带鱼生活在童话般美妙的海洋
世界里。海豚说，要珍爱自己所
拥有的一切，坦然面对自己的生
活，等等。把现代人的极端自私、
无端忌恨、喜好空论、爱好炫耀
的劣根性展示得淋漓尽致，有尖
锐的社会批判倾向，却都在朴实
无华的平铺直叙中，使生活的真
实在隐藏理性的讽喻故事中交
融成趣；使现实主义的细节描
写与富有幻想的超现实故事交
映生辉；使明快的复叠式的叙
事节奏与充满诗意的民间语言
交响共鸣。再读一读 《螳螂脱
险》《花猫与老鼠》《狗熊借种
子》《黑熊的新房》《猕猴挖井》

《两块奖牌》，还会看到，其间所
暗示的成语、警句、格言，更为这
些专为儿童创作的寓言作品增
添了哲理色彩。

显然，钱欣葆的寓言创作特
色鲜明。他的作品，并不只是用
故事来打个比方，其文本背后有
很多对生活价值的深度思考，虽
少有宏大背景，却写得细心、细
腻，关注的始终是人性中最根本
的几个点。他以其想象力、同情
心和讽喻支撑的寓言故事，让小
孩子和大人一起，一次次捕捉人
性的光芒，一回回感受道德的力
量，从而使当代性更显强烈。

钱欣葆寓言集《小山羊和小灰兔》

童心与哲理的复合
□张锦贻

■短 评

儿童诗的主要作者是成年
人，但也有少数少年写出了很美
的儿童诗，比如卢梓仪的《花开
的声音》，这部由中国少年儿童
出版社推出的诗集，以它清新的
语言，纯净的诗境，唯美的风格
征服了我。

卢梓仪诗的第一个特点，就
是浓郁的抒情气息。诗言志，诗
缘情。诗歌最基本的特征就是抒
情，失去了抒情品格，就不是诗，
甚至连进入文学门槛的资格都
没有。梓仪的诗多数用的是第一
人称，多为直抒胸臆，但很讲究
押韵，注意诗歌的节奏，而且善
于用排比、拟人、通感等修辞手
法来抒发情感，达到以美召唤人
的力量。

如《致爸爸》：“爸爸/如果你
哭了/我就会像你照顾我那样/
轻轻地用手帮你擦去泪水/摸着
你的头说：‘别哭，有我在呢！’//
爸爸/如果你病了/我就会像你
照顾我那样/轻轻地帮你掩好被
子/摸着你的头说：‘没事，病明
天就好了！’……”这首诗据说是
梓仪10岁时，父亲节的时候送给
爸爸的，它用的是叙述性的语
言，完全来自真实的生活体验，
但充满着真挚的情感，怀着一种
难以言说的孩子对父亲的爱。

这样的诗，还有《每个女孩
都是公主》《恬淡栀子》《对不起，
我的心很小》《雪之梦》《老师，我
如何写一首小诗给你》，等等，它
们都饱含着情感，温润如泉，有
着别样的情韵。

梓仪诗歌的第二个特点，就
是语言很清灵，很活泼，与少
女纯净的心灵同构对应。多年
的阅读和写作经验告诉我：好
的诗，语言一要干净，二要简
练，三要有弹性。我觉得从语
言艺术这个角度，卢梓仪的诗
甚至可以说达到了“天然去雕
饰”的地步，其情感的自然蕴
蓄，是不着一痕，但又给读者
深深震撼的。

如 《心 中 种 了 一 座 花 房
子》：“在我的心中/种了一座长
满鲜花的房子/它喜欢微笑/也
喜欢会微笑的花//门前有一棵
大树/风儿一吹/就下起了花瓣
雨/变成一只只蝴蝶/落到小房

子上/又长成了花……”这样的
诗，不掺杂一丝尘埃，仿佛被
山间的清泉洗涤过，很容易进
入一种单纯又唯美的情境。如
果不是内心美好、善良，是写
不出这么纯净的诗来的。我尤
其喜欢“花房子”这个意象，
它意味着梓仪用诗歌的方式来
诉说自己的理想，来建构一个
少年的心灵家园。

梓仪的诗的第三个特点，
就是理趣之美。在 《花开的声
音》 里，有不少诗，把她对生
命、生活、世界，包括对长辈的
感恩、对爱情的思考和看法，都
一一表现出来。如《君子之交淡
如水》《致孔乙己》《黑人的孩子》

《我不是爱丽丝》《错过的美好》
《风中屹立着一座茅草屋》等，都
不乏理趣，颇有哲学内涵。如《散
步》：“生活有时/就像散步/一个
脚印、一个脚印/悄悄地/写下了
许多故事//生活有时/就像和家

人散步/有那么一点分歧/但总
的来说/充满快乐……”这是梓
仪散步之后的感想，但看得出
来，她善于用感性的词语来表达
自己理性的思考。

我一直强调，好的诗歌要有
生命意识，要体现诗人内心世界
的本真性。也就是说，诗人要真
实于自己的生活经验，即使是想
象和幻想也是来自内心世界里
的热能。一句话，梓仪的诗是忠
实于生活、忠实于内心的。读梓
仪的诗，完全没有必要把它们归
为儿童诗，但她年纪小，她的创
作多有经验的切身性和情感的
少年性，所以是很适合少儿阅读
的，因此她的诗也可以说是儿童
诗。但我更希望她成为一个真正
的作者，一个年少但追求着清洁
的诗歌世界的作者。

梓仪的诗集《花开的声音》
是一部让人眼前一亮，心灵为之
一振的好诗，抒情时，没有丢失
趣味和理性；绘景时，营造的是
美的意象；叙事时，不但融情于
事，还善于表达自己的思想。小
小年纪的梓仪，肯定没有读过太
多的诗歌理论著作，不可能有很
自觉的理论思维，但她凭着童真
的心灵的自然流，就写出了这么
感人的好诗，是令人惊奇的。

卢梓仪《花开的声音》

未沾尘埃的诗歌世界
□谭旭东

最近我在南京参加一个活动。活动中见到
两位作家，一位是浙江的冰波，另一位是江苏的
王一梅。他们各送我一本新出的书。冰波的书是

《水晶靴子》，王一梅的叫《住在树上的猫》。两本
书都是“微童话”图画书（每本含18篇作品），我
很喜欢这两本书。

微童话是童话的一个崭新品种。顾名思义，
它的特点在于“微”。每篇字数只有 100 多个汉
字，绝不会超过200字。

微童话再“微”再“小”，也是童话，具有童话
的基本艺术特征，比如它的幻想性。没有幻想，
就没有童话和微童话。作为叙事文学，它要有

“事”。这“事”便是故事、情节，当然还有人物。所
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即是。

童话的核心，是虚构的幻想故事，微童话亦
然。

微童话，由于其“微”（指其格局、篇幅，一般
不超过140个汉字），它的“体积”，类似于“闪小
说”。

童话有各种各样，有的像小说，有的像寓

言，有的像一首诗，微童话也是这样。
试举一例。那是冰波的《豆豆兵去打仗》（本

篇及下文所举，均载上述两本微童话集）：
豇豆坐着它们的豇豆船，要去蚕豆国打仗。
上了岸，豇豆兵看见了眉毛黑黑的蚕豆兵。

它们的个儿好大啊。
蚕豆兵队长对豇豆兵队长说：“你们这么小

的船，小心翻船。你们要到哪里去？我用蚕豆大
船送你们。”豇豆兵队长轻声地说：“算了，队伍
解散，大家回家种菜去……”

这不就是一篇“极短篇”的微型小说吗。有
人物、有故事、有思想。“豇豆坐着它们的豇豆
船，要去蚕豆国打仗”。啊，是要去打仗，豇豆打
蚕豆，怎么打？在迷迷小的豇豆眼中，蚕豆当然

“好大啊”，豇豆能打赢吗？悬念撩人呀。蚕豆兵
“眉毛黑黑的”，描写好传神，也好有趣。两军相
峙间，蚕豆兵队长对来犯的豇豆兵队长竟说了
一句谁也想不到的话：“你们这么小的船，小心
翻船。你们要到哪里去？我用蚕豆大船送你们。”
一种令人感动的温存、体贴、关爱之情，消弭了

一场战争，干戈立马化为玉帛。故事的这个结局
完全出人意料，作品的意旨深邃而耐人寻味。回
头看，这确是篇微童话，又神形兼似于一篇“极
短篇”的微型小说。

再来赏读冰波的《树叶鸟》：
秋天，树叶干枯了，一片一片往下落，就像

鸟儿在飞一样。
忽然，就在树叶快要落地的时候，每一片叶

子都变成了小鸟。
小鸟们飞起来，飞到一个美丽的湖，洗一个

澡，拍拍翅膀，然后飞到远方去了。树叶变的鸟，
明年会再来，当它们回来的时候，还会回到树叶
上，变成一片新树叶。这就是神奇的树叶鸟。

作品通篇由美丽的想象构成。情节随这种
美丽想象的自然律动而有序运行，基调轻逸舒
缓，意境浓郁，像一支华彩而宁静的抒情小曲，
像一首雅丽优美的叙事小诗。细思之，作品颂扬
的不是生生不息的生命活力吗，同时也含蓄地
揭示了有关四时物候自然轮回的法则。

我们再来看王一梅的《鼹鼠的一天》：
鼹鼠爱挖洞，早晨，它挖到一枚金币，“见

鬼，我不要。”
中午，它挖到了蛇的家，整个下午，它躲在

黑暗的角落里，心怦怦地跳。
晚上，它挖到了两个土豆，一个很有水分，

另一个干得像石头。
它啃完了有水分的土豆，又抱着像石块一

样的土豆睡着了。快乐、安全的感觉伴随着它。
事不过三。“三”，似是我们传统叙事的“黄

金律”。这篇微童话里，作者从“鼹鼠爱挖洞”这
个故事核，机智地生发出“三”个不同情节，这三
个不同情节分别折射出主人公鼹鼠的胆小、善
良、淳朴的品性。作品最后说鼹鼠“抱着像石块
一样的土豆睡着了。快乐、安全的感觉伴随着
它”，令读者味之不尽、遐想无穷。

王一梅另一篇题为《住在树上的猫》的微童

话是这样写的：
老猫躺在浴缸里，只露出猫头和猫尾巴，浴

室里满是泡泡。
泡泡飘进厨房，从烟囱往外飘。“它在玩什

么魔术？”大家都很奇怪。
泡泡装满老猫的房子。不好，房子要飘走

啦。
幸亏麻雀来帮忙，它们把老猫的房子卡在

树杈里。
“太好了，今后我就住在树上了。”老猫说，

它觉得，这样离星星特别近。
这篇微童话情节比较玄渺诡异，但极富童

趣，因为那种幻想——泡泡将房子飘走——太
奇特了。而这种“奇特”性，是由符合儿童心性的
游戏精神孕育而生。作品说，老猫若住在高高的
树上，它会觉得离星星特别近，这种感觉很美，
且饶有诗意。读了这篇微童话，我们不能不钦服
于作家想象的丰富。

冰波、王一梅的微童话，无一篇超过 140
字。真是精练之极。“微”、“超短”、“极短”是微童
话的基本“外部特征”。是故，微童话，从技术层
面来看，属于“减法”艺术：将一切芜杂的枝枝杈
杈，尽将减去、统统翦除，只保留其有血有肉的
精髓而不显得硬邦邦、干巴巴。而这，非具高超
思想和不凡技艺决不能为。

微童话是童话王国的新公民，也是新事
物。创作优秀微童话是戴着脚镣跳舞，难度极
大。

正如世间任何事物都有局限性一样，微童
话自有其短处，这是不消说的。有人苛求于微童
话多多，这是不厚道的。微童话诞生于今天，是
新的生活使然、新的时代使然。我相信它有强大
生命力。当然，在艺术趣味日趋多元化的当下，
肯定也会有人对微童话不感兴趣，那你尽可以
去欣赏短、中乃至长篇童话。但无视甚至诋毁微
童话，肯定不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