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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夭人的孩子》：好书精读好书精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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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娟 译
新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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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每个人的
回忆中，也许都有
只毛茸茸的猫儿。
它忽然出现在你身
边，成为你生命中
的小伙伴。我们从
猫咪身上学到，幸
福就是温暖而柔软
的东西，它就在身
边，不在别处。

《雪夜的怪声》
【美】玛丽安·丹·鲍尔 著
【英】约翰·雪莱 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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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札记

《安琪拉的灰烬》
【美】弗兰克·迈考特 著
路文彬 译
南海出版公司
2016年5月出版

父 亲 是 个 酒
鬼，全家只能靠救
济金过活；弟妹们
一个个出生，又在
饥饿与死亡的阴影
中挣扎……摆在小
弗兰克面前的，就
是这样无奈的生
活。然而面对苦
难，他没有放弃希
望，最终通过努力
攒够了去美国寻梦
的路费，踏上了新
的征程。

《一辆自行车》
于大武 著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6年3月出版

想知道 60 多
年前安定门城楼
的样子吗？想看到
老北京胡同的旧
貌吗？想了解胡同
里真实的日常生
活吗？从小生活在
北京胡同里的画
家于大武最新力
作《一辆自行车》
用记忆和笔墨，讲
述了童年在胡同
里骑自行车的故
事，让你看到原汁
原味的北京胡同。

■新书快递

《 雪 夜 的 怪
声》是一个充满想
象和诗意的绘本
故事，是对春天如
何降临最美丽、最
大胆的想象。故
事的叙事非常巧
妙，采用的是绘本
中并不多见的第
二人称叙事，作为
读者的“你”被嵌
入故事中，成为推
动情节发展的主
角。

继挑战了有难度的治愈题材（《妖怪山》）和

更日常的心理游戏（《不要和青蛙跳绳》）之后，

图画书作者彭懿又开始了难度更高的创作：摄

影和图画书，在这两座艺术的双子高塔之间，作

者架起了一道绳索，玩起了前所未有的高空走

索游戏。这果真是可能的吗？

摄影，就其本质而言，是对历史连续性的中

断，是从川流不息的时间长河中抓取静止的一

瞬。而图画书，自凯迪克确定了图画书的叙事

规则以来，就是用图画和文字来共同讲述包含

了时间流动的故事。如何以不连续的摄影来讲

述流动的故事呢？

首先是借助文字赋予影像以连续的时间。

开篇“我，我们，我们是巴夭人的孩子”，确立了

儿童的自述视角，接下来读者就可以在叙述者

的娓娓道来中，近距离接触巴夭人的孩子，去了

解他们的过去、未来和现在，去感受他们的贫

穷、期待和快乐。

其次是创造出叙事的结构与节奏。开篇不

久，“爷爷说，我们是漂浮在海上的游牧民”；临

近结束，“奶奶说，等我们再长大一点，就会跟爸

爸一起去打鱼”。首尾形成一个结构上的回环，

同时也是海上吉普赛人的命运的循环。影像的

分页经过精心设计，单页与跨页画面交替，形成

不同的节奏：开头悠扬，中段密集，高潮激昂，结

尾余韵绵长。

第三是运用蒙太奇的手法使影像与影像自

然连接。比如用了4个小单幅画面讲述妈妈每

日的辛劳，每一单幅中的妈妈要么置身于狭小

的景框之中，要么处在被俯拍的镜头之下，生活

的压力不言而喻；接下来的影像是孩子背向我

们，打破限制、跃出窗口，之后是孩子在大海中

的嬉戏，仰拍，限制性的内部景框消失了。从压

力到放松，从拘束到自由，文字什么都不必说，

被剪辑的影像说明一切。

但《巴夭人的孩子》并不仅仅是一部营造幻

觉的纸上电影，它还是一份关于世界的真实记

录。要了解这一点，需要提出以下问题：为什么

是摄影而不是绘画？如果为了讲述故

事，绘画不是更方便、灵活、具有更多样

的表达形式吗？英国著名艺术批评家约

翰·伯格对此有很精辟的见解：绘画翻译

现象，而摄影直接从现象中引用。正如

后记中所说，作者的意愿是“讲述巴夭人

自己的真实故事”。相较于故事，作者在

这本书里更重视的是真实，而真实正是

摄影的本性。

我当然知道这是一个虚假影像泛滥的时

代，还知道真实影像也可以营造虚妄之物，尤

其当讲述出一个时光流动的故事之时。如何

不让流动的故事破坏世界的真实性呢？作者

的答案是：保持摄影本身的多义性。仅举第

一张照片为例，被摄主体是一个巴夭人的孩

子。如果我们通读全书，会知道这是一个快乐

的孩子，奔跑、跳水、游戏、在小憩中享受美好

的阳光。但是且慢，让我们暂且忘掉已知的一

切，回到照片本身，也就是回到世界而非故

事。这果真是一个快乐的孩子吗？她紧蹙的

眉梢、翕动的鼻翼、倾斜的唇角在诉说什么？

她看着我们的眼睛究竟看到了什么？一瞬间

恍若一道深渊横亘在我们和这个孩子之间。

如果我们不忽略书中的一些文字——“要是爸

爸打不到鱼，我们就只好饿肚子了”，“妈妈从

早到晚忙个不停”，“比起家来，我们更喜欢大

海”，“它太老太旧了”，我们会发现对照片中的

孩子以及孩子们的生活做出其他解读是完全可

能的。

这样一来，孩子将会看见无拘无束的海

上游戏；成人将会思考“巴

夭 人 的 孩 子 长 大 后 会 怎

样”；环保爱好者将会看见

碧水和蓝天；教育爱好者将

会关心儿童的受 教 育 问

题；各类学者则可能会展

开阶级的、性别的、后殖民

的、人类学的分析……好

作品总是这样复杂多意。

古斯塔夫·马勒说交响乐应

该像世界一样无所不包，

《巴夭人的孩子》显示出，图

画书也应该像世界一样无

所不包。

那么，面对《巴夭人的孩

子》，我看到了什么？起初我

看到的是一系列的问题：如

何以美丽描绘贫苦，又如何以贫苦书写快乐？

如何以现代凝视远古，又如何以远古眺望未

来？如何以天堂藏起绝望，又如何以绝望生出

希望？

接着我看到的是一首诗：“在日落中/看

到 痛 苦 的 黄 金/这 就 是 诗/它 不 朽 又 贫 穷 ”

（《诗艺》，[阿根廷]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著，陈东飚译），但是最终，我看到的是另一首

诗：“手头没钱，所以我正坐在/农舍的凉荫里

清洗/在柜橱后面发现的小豆”，“我抬起头，

当听到一只山羊在远处/下面山谷里受伤，我

发现大海/与我儿时用水彩画它的时候/一模

一样地蓝/又能怎样，我快活地想。又能怎

样！”（《超过六十》，[美]杰克·吉尔伯特著，柳

向阳译）

葛翠琳的儿童文学创作历程，是
从 1949 年新中国诞生之时开始的。
1956年，她的童话名作《野葡萄》甫一
问世，就受到文学界和读者们的关
注，也标志着这位年轻的童话作家在
短短的几年里就进入了自己创作上
的成熟期。这一年，她相继发表了
《雪梨树》《巧嘴儿》《采药姑娘》《聪明
人》《小红花和松树》《种花老人》等童
话，一位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在新
中国火热的年代里迅速成长起来。

《野葡萄》的故事取材于中国北
方的民间故事，是童话家利用民间故
事素材进行的再创作。故事的主人

公是一个父母双亡、聪明美丽的牧鹅小姑娘，跟着婶
婶一起生活。婶婶自己有一个盲姑娘，因为阴暗的嫉
妒心，使婶婶伸出恶毒的手，残害了牧鹅小姑娘那双
像葡萄般亮晶晶的眼睛。但小姑娘有着善良和坚强
的心灵，她没有在突如其来的厄
运面前低头。在好心的白鹅的帮
助下，她孤身走进深山，历尽千辛
万苦，找到了传说中能让盲人重
获光明的野葡萄。野葡萄治好了
白鹅女的眼睛，使她重新见到了
光明。白鹅女还把神奇的野葡萄
送给了更多需要帮助的人。《野葡
萄》让我们看到了什么是真正的

“中国故事”，也感受到了善良、温
暖和渴望光明、追求光明的“中国
情怀”，作品里传达出了中国传统
中的美好的道德伦理和高尚的价
值观。

现在看来，《野葡萄》不仅是葛翠琳早期创作的这
批带有民间文学风格的童话中的佼佼者，也可谓她的

“成名作”，同时也成了她的童话代表作之一。60年
来，《野葡萄》受到了一代代读者的传颂与好评，除了
各种中文版本的不断出版和重版，还出版了英、法、
德、俄、日等多种外文译本。

不同时代的画家，特别是童书插画家，以风格各
异的绘画，不断翻新和演绎着这篇童话名作。最早的
《野葡萄》连环画是画家陆步清创作的，画家把童话里
的白鹅女设定为一个俊俏的古代农村少女的形象，采
用的是传统绘画中的线描风格，与童话原作的民间文
学风格十分契合。同年9月，河北人民美术出版社又
推出了蔡鹤汀、蔡鹤洲联合绘制的一册《野葡萄》连环
画。这个版本的绘画在表现服饰细节等方面，也十分
注重民间故事的意味，甚至带着点传统年画的风格。

进入20世纪80年代新时期之后，很多出版社又
相继推出了《野葡萄》的新版本，《野葡萄》迎来了第二
个出版“小高峰”。在众多的《野葡萄》插图本、连环画
本和图画书版本中，葛翠琳老师最为偏爱、也获得了
国内外同行、读者和专家盛赞的，是出自画家吴儆芦
之手的《野葡萄》。吴儆芦画笔下的白鹅女形象，正是
她心目中的白鹅女；吴儆芦绘画的整体风格，也跟她
的带有抒情意味的、清新朴素的民间文学风格相一致。
《野葡萄》作为一篇富有鲜明中国风格和中国情怀的经
典童话，近些年不仅吸引了国内新一代插画家用各种
风格的绘画语言重新演绎和讲述这个故事，也有国外
的插画家，正在为这个童话做插画和创作图画书。

经典的魅力总是历久弥新的。因为《野葡萄》的
故事所表达的善良、美丽的人性，渴望光明、追求光明
的美好的价值观，这篇童话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处在不
同文化背景下的外国读者的喜爱。“越是民族的，越是
世界的”，《野葡萄》可谓一个典型的例子。

像世界一样无所不包像世界一样无所不包
□常 立

英国诗人史蒂文森的《一个孩子的诗园》影响了很多人，我也很喜

欢这本诗集。除此以外，我还很喜欢威廉·布莱克的《天真与经验之歌》

和泰戈尔的《飞鸟集》和《新月集》，它们带给我的是天真的童心和清澈

的诗心。读了小诗人张千一的诗，也仿佛走进了一个孩子的诗园，一片

童心的净土，仿佛回到了史蒂文森和布莱克笔下的文字世界。

张千一的诗很有特点，具体来说，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第一，语

言很规范，写出来的诗，语言都是经得起品读的。如《太阳鸟，你早》，语

言清新，节奏明快，用了排比句，显得整齐，也符合诗歌的内在情感韵

律，有外在和内在的音乐美：“拍拍手，日出是一副笑脸/唱唱歌，日出是

一首童谣/敬敬礼，日出是一面旗帜/跑跑步，日出是一声号角……//你

燃红了天际那奔跑的云朵/你唤醒了大地那沉睡的山岳/晨露洗洗脸，

小草弯弯腰/城市开始了一天的喧嚣”。第二，童心洋溢，想象力丰富。

《我们班》用了两个比喻，两个中心意象，把我们班描绘得很有生命气

象，孩子们的顽皮、天真、活泼的天性，还有校园生活的丰富与快乐，都

在诗里得到了巧妙的表现。应该说，在当代儿童诗里，还没有谁这样来

写孩子，来写校园生活。“我们班像一个筐筐/里面有好多蛋蛋/有调皮

蛋/有乖乖蛋/还有幽默蛋……//我们班像一个鸟窝/里面都是小鸟/叽

叽喳喳/叽叽喳喳/鸟妈妈来了也不怕”。第三，有爱，有智慧，有孩子的

判断力。如《二十年后您的模样》里有对老师朴素真挚的爱，也有孩子

的智慧和判断：“黑板前的爱心妈妈/一笔一划给我们画像/多么想留住

老师的美丽/二十年后的您/怎的模样//您的身影像书本一样/会说话

的手势永远动人/您眼睛里闪烁的理想之光/托起整座课堂/让幼嫩的

童心高高飞翔//啊，老师/可爱可敬的老师！”

张千一诗里的修辞通常是无意为之，但恰到好处。作者讲究音乐

之美，善用比喻、拟人、排比和拟声词等修辞，使她的诗歌的语言既明白

晓畅，又具有修辞之美。同时，童话色彩和生活气息相融合，使诗既活

泼、天真，又趣味盎然。张千一的诗歌也有情感的美，那就是她的生活

态度，她对家人、对老师、对朋友都怀着真情，有着朴素的爱与感恩。张

千一的诗正如她的人，表里如一。她用诗书写着小小年纪的梦想，也书

写童年的憧憬，她的诗是聪慧的文字，也是灵性的文字。

读张千一的诗，我有一些感想，也受到一些启发。孩子写的诗对我

们成年人来说，是值得学习的。比如，张千一诗里的单纯之美，实则是

诗歌最本真的质地。很多成年人往往忽视了这一点。其实，诗歌写到

最后，要写到单纯，这是最高境界。我始终认为，诗歌不是让人的心灵

复杂的，而是让人的心灵变得单纯。现实生活让我们世俗、世故、精明、

老练，好像我们很“智慧”，但实际上，成年人总是会犯一些愚蠢的错

误。诗歌给人以美，以美来洗礼人心，读诗、写诗是寻找简单，是追求单

纯，是满足好奇心，是张扬想象力。一个心灵复杂、精于世故的人是不

会有想象力，也是不会快乐的。因此，读张千一的诗，我感到返璞归真，

是灵魂的洗礼，是精神的重塑。

史蒂文森的儿童诗集《一个孩子的诗园》启发了很多读者，但史蒂

文森不是孩子，而是一个有童心的成年人。张千一是一个孩子，一个爱

写诗，也会写诗的孩子。她的诗是一个真正的孩子的诗园，这诗里有孩

子的单纯，孩子的美好，有孩子的智慧，有童心的品格，有童年的精神。

■短 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