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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 接

张品成，1957年出生于湖南浏阳，1982年毕业于江西师范大学中文系。作品有：长篇小说《可爱

的中国》《红刃》《北斗当空》，中短篇小说集《赤色小子》《永远的哨兵》，电影文学剧本《我是一条鱼》

《长冈七日》《纸蝶》等。曾获第四届、第五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陈伯吹儿童文学奖，第二届、第三

届“巨人”中长篇儿童文学奖，第十三届中国图书奖，第十四届冰心文学奖等。

骆 可 可（11 岁）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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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性与诗性的融合之作
——读王俊康的儿童诗 □马 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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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完成过15部电影剧本、33部

长篇作品的作家来说，写一个故事驾轻就

熟，何况还是在他擅长的红色题材领域。

但是张品成还是带给读者很大的惊喜。

《水巷口》是张品成20余年来首部以

海南为背景创作的战争题材小说，他选取

了《海南抗战史》中以1939年2月日军公

然非法占领海南省后三年的史实为基础

的历史资料来展开写作。张品成在《水巷

口》中塑造了大批的海口本地居民形象，

主人公潘庆虽是一个“外来人”，但作者又为

他特意设置了一半的海口血统，这是他为人物本土化所

做出的努力。如此，潘庆这一形象对于海南尤其是海口

的情结就变得十分复杂，而以他的视角去传达出海口人

民在日军占领期的遭际和体验，既有着本地人的情怀，又

有着外来人的客观和理性。因而在《水巷口》中，作者秉持

的是一种投入而疏离的写作状态。

迄今为止，在张品成的25部长篇战争题材的作品

中，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到了“孤儿”的形象，这里的孤儿

一方面是指双亲丧生的儿童，另一方面则是指代双亲健

全但远在他乡的孩子们。《水巷口》中的潘庆就是如此，

由于战乱，潘庆被安排到了远离父母的海口，跟外婆和

两位舅舅一同居住，新的亲子关系得以建立，外婆和舅

舅在潜意识中就承担起了他父母的临时替代。

我们注意到，外婆这一角色不论是从人物性格还是

作家着力的笔墨，都分量不重。在小说中，潘庆的母亲

一直处于缺席的状态。对一个为了写小说能重走两次

长征之路的作家，我不认为他没有刻画女性的认真和努

力，而是幼年心理创伤带来的一种规避。当然，张品成

的作品中多少还是涉及到了几位女性形象的，如《没有

儿戏的童年》中的楚玛丽、《日出无声》中的女仆梅荣、

《偷枪的人》中的童养媳帚珍等，都与《水巷口》中的外婆

一样，善良、温柔、隐忍，这或许是作家对母亲的想象吧。

与母亲形象缺席的状况不同，临时的父亲形象却刻

画得十分丰富。在潘庆的成长过程中，有4个人充当了

他的“精神之父”。这4个人物形象刚好以两两对照的方

式呈现出来：一是大舅和小舅，二是原田志乃和牧野督

学。潘庆对日本人的态度由友好到敌

对，也许与青春期少年的“叛父”情结有

关。潘庆对于牧野的反抗和对大舅的鄙

夷，是一种典型的父子式冲突。大舅和

小舅同为中国人，一个亲日一个抗日，原

田志乃和牧野督学同属日本人，一个亲

华一个反华。更为巧妙的是，大舅和牧

野虽同时为日军服务，大舅性格羸弱，喜

欢息事宁人，而牧野为人残暴做事极

端。小舅和原田志乃都感到侵华战争的

不义，小舅奋起反抗积极从事抗日活动，

而原田志乃只停留于理论的角度。很

明显，小舅和牧野充当了父亲形象中强

势的一面，但小舅韦宏飞的影响更为积

极正面。大舅和原田志乃填补了父亲形

象中温和、依靠的一面，但原田志乃更为客观和冷静。

潘庆在作品中主要经历了一个“失父——立父——

弑父——再立父”的过程。从离家初始，潘庆就失去了

亲生父亲的庇佑，这时是他的“失父”阶段，于是他急切

地寻找一个“精神之父”，这时他找到了牧野督学，牧野

身上“某种看不到摸不着的东西”吸引着他和他的同学

们。相较之下，原田志乃给潘庆的第一印象并不好，“长

得小眼睛大鼻梁那张嘴嘴角还有些歪斜”。当牧野的残

忍本性暴露后，这个原初的“精神之父”便在潘庆心里崩

塌了，而大舅的形象也连带受到了影响。在经历了和牧

野督学的剧烈矛盾后，潘庆转而开始尊敬原田志乃和小

舅，新一轮的“父子关系”得以建立。为了配合潘庆的形

象塑造，作者还安排了马起飞这条副线。当马起飞的父

亲被日军残忍杀害后，马起飞成为了牧野的养子。这个

“认贼作父”的情节设计得很有分量，因而马起飞后面放

火“弑父”的行为既跟俄狄浦斯情结形成了对照，又有了

一个合理的道德解释。作者在这里颇具匠心地把是非

道德转换成了伦理道德，引发了读者更深层的思考。

此外，《水巷口》中有大段的关于人物的心理描写，

早在1999年的《最后两个灾民》中张品成对少年心理小

说的操刀就游刃有余。文中的潘庆、马起飞等少年正值

青春期，青少年特有的躁动和烦闷，结合当时压抑的社

会环境，触发了他们的强烈反抗。因而他们在学校罢课

也好、主动攻击牧野也好，在民族矛盾的大冲突之外，还

有青春期的不安和苦闷的小冲突。

当小舅的激昂和大舅的萎缩发生碰撞时，潘庆本能

地认为是吸烟造就了小舅的英勇。于是，潘庆和周围的

一群少年开始在愁闷的情景下走向了烟。这导致了牧

野残忍地惩罚谭浩飞，“潘庆们”开始觉得抽烟“不是生

理上的什么需求，是心理上的一种迫切”。他们甚至将

抽烟当做对日本人的一种反抗。

《水巷口》还巧妙地将物种淘汰论和日军的侵略主

张结合在了一起。原田志乃是一位日本生物老师，和日

军在海南的最高长官太田是同学。文中有多处原田志

乃与太田以及自己的同事牧野督学关于生物进化论和

侵略论的辩论。这里关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是一种

隐喻，很显然日军在用优胜劣汰的生物理论来掩盖侵略

其他民族的荒唐行径。张品成还特意设置了一个关于

牧野督学有意大面积扑杀蜜蜂以搞垮周围生物链的桥

段，这表明侵华战争不光屠杀了许多中国人，还给中国

人民造成了极大心理创伤，这种创伤如生物链中的连锁

反应那样影响深刻，直到今天都未完全消失。

此外，作者在小说中也设置了很多人物对照组：同

属于中国人，大舅韦宏强替日本人运送货物，而小舅韦

宏飞则是积极抗日的地下工作者；同属于为日军服务的

阵营，大舅为人软弱但还有良知，台湾人吴善萨为人猥

琐却自私暴戾；同属于日本人，生物老师原田志乃一早

就谴责这场战争的非道义，而牧野不仅没有怜悯之心反

而积极鼓吹优胜劣汰的强盗理论；同属于生物学的同

学，当年制作生物标本的原田志乃后来变得爱惜生物，

而当年认为“死亡没有美丽”，连昆虫都不愿杀害的太田

奉汤佟后来则认为“弱肉强食也是进化的一种方式”。

小说的结尾，作者以后记的方式写了原田志乃在

1951年回到海口和当年的学生再次聚首，当时正好是海

南岛解放后的第二年。“后记”是张品成小说的风格，在

后记中，作者往往会交代主人公之后的命运和结局，提

高了作品的真实度和可信力。同时也拉开了冲淡了作

品原有的强烈情绪，变得更为客观和谦和。

《水巷口》是“红旗飘飘星火燎原”系列中味道最淡

的一本，这种“淡”在于对战争的思考超过了对战争的描

写。不论是半个多世纪前中国人民在战争中的苦痛，还

是作者童年时期的伤痕，在《水巷口》中都以一种淡而有

力的方式表现了出来。张品成一直坚持不写战争的大

场面描写，而致力于战争中的个人体验书写，这是他的

价值观造成的，他提倡小说要有时代性，在最初写红军

的作品时他就提到红军的历史关键在于彰显一种“平民

精神”，所以他把战场化整为零，细化到了单个的“人”。

“在战争中的人”和“经历战争的人”带来的种种思考，让

张品成的红色小说系列不落窠臼，独具个性。

水洗过的伤痕
□严晓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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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中外，好的文学作品总是留在一代代人的心

中，净化人的心灵，陶冶人的情感，激励人的意志。文

学的潜移默化，伴随着人的成长，关联着民族的兴旺、

国家的强盛。它的作用难以形容、无可替代。尤其是

少年儿童，当他们吟诵着李白、杜甫的诗句，心头留下

的是怎样的一种自然情思、家国情怀？当他们读着冰

心的散文、叶圣陶的童话，心田种下的是怎样的一种

爱与同情？文学的根本价值在于审美价值、情感价

值。艺术的最美境界就是让人动心，让人们的灵魂经

受洗礼，让人们发现自然的美、生活的美、心灵的美。

近年来，一些人却视少年儿童为赚钱的对象，急

功近利。这些现象的出现，正如习总书记所指出的“存

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存在着

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存在着机械化生产、快餐

式消费的问题”。事实证明，这个问题解决得好，文艺

就繁荣、发展，这个问题解决得不好，文艺就凋零、停

滞。

对于文学批评来说，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

向，就是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看待文学创作。把真正

描述人民生活、表达人民心声、反映人民思想的好作

品发现出来。比如有的蒙古族青年作家，从小生长在

大草原，与彪悍、高大的牧羊犬为伴，与刚烈、奔驰的

骏马为友，与勇猛、野性的诸多动物为邻。他的动物

小说既写出草原人们与自然万物的共处共存的美好

生态，更写出天人合一的家园情韵、自强不息的民族

精神。在描写草原儿童与草原动物之间深情难舍、深

切相助时，也自然地表现出人心的纯真、人性的善良、

人情的笃厚；又由此对照地写出现实中存在的物欲横

流、拜金主义，使批判蕴涵其中。这样的作品适合大

众的审美意识和精神需求，也很符合儿童爱动物、喜

奇异的心理特征。经过儿童文学界的评述、评论，他

的动物小说、散文，拥有了南北各民族的少年儿童读

者。

但同时，一些出版社、一些作家使儿童文学创作

成为批量化、程序化的“生产模式”，也有了一些脱离

现实、故弄玄虚的所谓魔幻、悬疑、惊悚的作品，以致使儿童文学领域中

也有了过度追求市场化、娱乐化的不良倾向。纠正偏差，就必须从思想

上真正认识“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

重要战线”，“认识文艺的地位和作用，认识自己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和责

任”。

作为一名党的文艺工作者，文学批评就是在文艺战线上战斗的武

器。要正确地、恰切地使用好这个武器，就必须切实“运用历史的、人

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倡导说真话、讲道理，营造

开展文艺批评的良好氛围”。这也是我们把握、开展文学批评的基本

准绳。

文学批评中对“人民”的观点的强调，在今天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

不少作家在谈儿童文学中的游戏精神、在谈西方作品中儿童形象的自由

身心，但当下各民族儿童最缺少的是什么？他们最需要阅读的又是什

么？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实际，是任何儿童文学创作都无法绕开的。

文学批评是文学的批评，好的儿童文学作品都会有美妙的构思、巧

妙的布局、奇妙的想象、精妙的细节，常常会在妙趣横生、妙不可言之中，

“传递真善美，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因此，文学批评也必须运用艺

术的观点，引导人们不断提高阅读、欣赏水平，在阅读、欣赏中“发现自然

的美、生活的美、心灵的美”。人们常常误以为文学批评文章就是枯燥干

巴的说教，其实，好的文学批评文章，总是凸显作品的精妙所在、精髓所

在；“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它本身也是精湛、精彩的。

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本是文学的两翼，两翼都硬朗了丰满了，文学

才能高高飞翔于创作自由的天空。可是，多年以来，文学批评总是滞后

于文学创作。除去客观的原因，文艺批评工作者自身，“自觉坚守艺术理

想，不断提高学养、涵养、修养”至关重要，“讲品位，重艺德，为历史存正

气，为世人弘美德，努力以高尚的职业操守、良好的社会形象、文质兼美

旳优秀作品赢得人民喜爱和欢迎”更为要紧。

张品成张品成《《水巷口水巷口》：》：

王俊康有一颗天真和童真的心。

他主张儿童文学创作要“用孩子的眼

睛去看，用孩子的耳朵去听，用孩子的

心灵来感受和思索，用孩子的嘴巴去

朗诵”。他的作品不但原汁原味地表

达出了儿童的内心情感，还让自己的

作品有时代脉搏的跳动，有民族精神

的张扬。30多年来，他将写作视点集

中在当下儿童的生存状态及其精神追

求上，创作出了一大批对弱势儿童深

切的人道主义关怀的作品。

和绝大多数作家一样，王俊康也

是从自己最熟悉的生活领域出发表达

内心情感的。置身改革开放前沿阵

地，王俊康有了比别人更多接触农民

工和农民工子女的机会。他们的生存

状况引起了王俊康极大的关注与担

忧，其弱势儿童诗歌题材的写作，主要

聚焦留守儿童题材、单亲家庭题材、孤

儿题材、穷苦儿童家庭题材和残疾儿

童题材。农村留守儿童，作为一种社

会现象出现，为文学提供了新的素材、

新的人物形象和新的心灵图景。“小鸟

有窝我有家/有家不见爸和妈/爸妈进

城打工去/起早摸黑为了家/家剩孤独

留守娃/风雨黑夜我最怕/捡块泥巴捏

只狗/小狗陪我来说话”（《捡块泥巴捏

只狗》）。这首儿歌流露出了留守儿童

孤单的期盼，家的荒芜和村庄的空

虚。诗人通过乡村少儿的视角来折射

社会变革，反映农村弱势孩子的生存

处境，表现城市化进程给乡村带来的

负面影响。

读王俊康的作品，让我们更多地

感受到作家的悲悯情怀和深深的责任

感。除了对留守儿童的关注，王俊康

对穷苦儿童、单亲孩子、孤儿，同样给

予了深切的关怀与同情。他身上的这

种个性品质，从某种意义上说，决定了

其作品的品质。比如《妈妈做走鬼》：

“妈妈做走鬼/几多辛酸泪/街边流动

贩/养家最劳累//妈妈做走鬼/可怜人

憔悴/风吹雨又打/像人又像鬼//妈妈

做走鬼/最怕城管队/躲猫猫 快快

逃/样子真狼狈//妈妈做走鬼/我给妈

安 慰/快 长 大 挣 大 钱/让 妈 享 富

贵”。借一个懂事的孩子之口，向我们

倾诉城市底层群体——流动商贩的生

存状态。同类作品还有《老赖老赖你

真坏》《警察抓你真活该》《我请风儿去

传话》等等，这些作品都有一个共同的

特征和主题——关注家园、关注底层、

关注国计民生、直面百姓疾苦。

此外，王俊康的儿童诗歌作品中，

还有写聋哑儿童、肢残儿童、弱智儿童、

重症儿童、盲童和孤儿，或反映他们自

强不息，或激励他们“扼住命运的咽

喉”，勇敢地成长。作家以发自内心的真

性情为孩子书写，使得他的儿歌、童谣和

诗歌像音乐一般舒缓悠扬，像阳光一样

温暖明亮，像油画一样绚烂迷人。王

俊康的儿童文学创作走出了封闭的情

感和生活空间，把注意力集中在弱势

儿童群体上，从这一点来说，他为广东

儿童文学开创了一个新的起点。

同时，王俊康的儿童诗很大程度

上实现了“儿童性”和“诗性”的高度融

合。他的儿童诗在内在质地上保持了

诗歌自身的纯粹性，他特别善于在意

象的营造、意境的烘托、想象的升腾、情

感的飞扬中，实现儿童诗内涵的诗化。

王俊康的诗艺体现在多方面。《窗

前春雨轻轻下》就是一首构思精巧，想

象丰富，极富诗情画意的佳作。“浇新

芽，/沙沙沙，/老师笔耕不知倦，/挑灯

耕到月西斜。/滴滴嗒，/响沙沙，/美

的乐章美的诗，/一片深情似彩霞。”全

诗紧紧抓住“雨声”，将“听”的客体和

“听”的主体的诗意关系巧妙地组织起

来，共同构成了一幅温馨恬美、韵味十

足的诗画交响。

王俊康的儿童诗虽然有大量的哲

理和思想在里面，但是并没有丝毫的

说教，而是坚守诗意的规律，在诗意和

诗形里流露诗思。《要是投票选傻瓜》：

“小华的眼睛瞪得大大，/一动不动像尊

泥菩萨。/此刻，他明白了什么？/在魔

术大门打开的一刹那。//魔术不能无

中生有，/哪怕是最高明的魔术家。/谁

要想不劳而获，/那就是顶蠢的大傻

瓜。”不仅寄寓了思想性和哲理性，还

始终伴随着诗性想象和形象性。像

《爸爸的“功劳”》：“阿妹真可怜，/得了

气管炎，/咳出血丝咳疼了肺，/白天黑

夜咳声连。//爸爸东奔西跑找灵丹，/

急忙送到阿妹嘴里面：/蛇胆川贝枇杷

露，/镇咳糖浆止咳片。……戒烟吧，

亲爱的爸爸，/为了你孩子的健康，/快

把手中的烟熄灭，/比任何妙药更灵

验。”在诙谐幽默的笔调中做到了“寓

教于乐”。

王俊康在儿童诗的抒写视角方

面，采取儿童和成人的双重视角，并以

人文性将它们统一起来，从而彰显出

浓厚的人文关怀。如《只要有梦在》

《大书包变成大面包》《做人就要挺脊

梁》等等，充分体现了少年与成人在人

格上平等的观念。儿童文学的“儿童

本位”中包含了成人回到童年或者回

到儿童的角色来观照童年和理解儿

童，还包含了成人站在成人立场上对

儿童世界的爱护和文化关怀，包含了

儿童文学本身对儿童精神世界的提

升。无论诗歌的对象属于自然还是社

会范畴，诗人都力图上升到价值层面，

不是“俯就儿童”，而是提升儿童的精

神世界。从这一点来说，王俊康的创

作是充分理解、尊重、适应少年心理个

性发展的要求的。

有人说，用诗歌反映社会现象，这

是一种冒险的探索。王俊康的儿童诗

创作示范了清新的语言、立体的构架、

丰富的意象、多种艺术手法并存等特

点，体现了较强的艺术特色。他的诗

歌展现了源于生活的艺术情趣，娓娓

而不是说教的人文关怀，这是感动读

者的根本原因。更为重要的，是他为

我们提供了诗性上处理好诗话与思

想的关系，表达上要处理好意象和具

象的关系，视角上处理好同心和童心

的关系等儿童文学创作方面的借鉴

和启示。

张品成张品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