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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陪女儿

读过的书

【书香满屋】

□索菲爸爸（报纸编辑）

女儿酷爱读书，她从小读过的
书，不论厚薄，粗算大概有上千本了。

她或许曾经是山东省图书馆在
册的最小的读者。两岁半的时候，我
给她在省图少儿馆办了借阅证，当时
因为年龄太小，通融一番才给办了。
我们在那里看了国内出版的最早的
一批优秀的图画书，如《胆小如鼠的
巨人》、《米丽的大秘密》、《发明家奇
奇兔》、《维利床下的鬼》等，开启了女
儿图画书的阅读史。

几乎每个周末，我们一家三口都
会去少儿馆看书，之后再借上三本
书，转到与图书馆一墙之隔的大明湖
遐园，夏天坐在树荫下，冬天沐浴在
阳光中，开始我们的“亲子阅读”。
我曾经把和女儿一起在遐园阅读

《班长下台》的照片，传给这部书的
作者、台湾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桂文
亚女士，桂老师特意给女儿捎来一
本台湾出版的《班长下台》，并为女
儿题字留念。

女儿的童年搜罗了当时所能搜
罗到的优秀图书，我与女儿也度过了
难忘的亲子共读的幸福时光。带女儿
外出，每到一地一定要去有特色的书
店看看。北京的蒲蒲兰、台北的诚品、
新加坡的莱佛士酒店书店，我们爷俩
都光顾过。

给女儿挑选图书，最看重的是故
事的创意和插画的精美。这种创意可
以是出人意料的构思，也可以是寓意
深远的意境，可以启人心智，也可以
纯粹好玩；这种精美可以是安得烈·
德昂孩子般的“涂鸦”，也可以是安东
尼·布朗写真般的精致。

女儿选书的标准是“有趣”。根据
这一标准，她喜欢的图书的主人公必
定活泼、幽默，最好还能“闹”。像《小
艾来了》里一刻停不下来的小艾，《晴
天有时下猪》里糗事一大堆的畠山则
安，《大卫，不可以》里到处闯祸的大
卫；稍大些，她喜欢的“厚书”，又包括
了《小淘气尼古拉》、《淘气包埃米尔》
和《窗边的小豆豆》等。她喜欢葛西尼
幽默的文笔，喜欢桑贝洒脱的画风，
津津乐道小豆豆的“跳沙堆”、“好好
嚼啊”——— 书的厚度变了，欣赏的标
准仍没变。

也曾担心女儿读书只求好玩，太
不“深刻”。后来读了《哈利·波特》的
作者罗琳的一段话——— 儿童读物
不是教科书，其目的不是教会孩子
们什么特定事物。这不是文学的特
性。人们确实能从文学中得到一些
东西，但可能只是教你如何开怀大
笑，而并非每次都像打你一耳光一
样让你吸取教训——— 然后我就释
然了。其实仔细想想，女儿喜欢的
这些经典图书，还是蛮“厚重”的，除
了表现儿童的天真外，潜移默化中回
味无穷，受益匪浅——— 也就是儿童文
学作家曹文轩所谓的“打精神底子的
书”。

女儿逐渐长大了，读的书页数不
断增多，甚至从中文读到了英文，我
这位“朗读者”也失去了为女儿读书
的机会，但那些年亲子阅读的美好时
光，注定成为一段美好的记忆。正如
儿童文学教授方卫平说的：共读时光
会在年幼的心灵中留下一段充满光
华的记忆，并滋养小读者未来的生命
和岁月。对于父母而言，珍惜和创造
这样的时光并不仅仅是为了孩子，也
是为了许多年后，当你们开始思念远
方那个长大的孩子的时候，会因这一
段温馨的回忆而感到生命的充实和
幸福。

【书缘往来】

写童庆炳老师，也写到了莫言
□赵勇（大学教授）

去年 5 月，我参加北师大国
际写作中心揭牌仪式，遇到了《南
方文坛》主编张燕玲女士。第二天
她打电话给我，说想在“童庆炳的
意义”之名下组一组文章。她负责
找两位大牌作家王蒙和余华，让
他们各写一篇，并让我跟童老师
商量，让他的弟子写两篇。与童老
师通报此事，童老师说，那其中的
一篇就由你来写吧。

我来写童老师自然义不容
辞，但我既不想重复我先前的一
些想法，也不想借助于别人用过
的套路。可写什么好呢？要不就干
脆写写童老师与中国当代作家
的关系吧。尤其是莫言获诺奖
后，当年的“文艺学·文学创作”
研究生班又不断被人提起，何不
把这一事件作为突破口，去追寻
一下童老师在上世纪 80 年代后
期的精神风貌？于是我给自己定
下一个作文题目：《好雨知时节，
当春乃发生——— 童庆炳先生对于
中国当代作家的意义》。

写这篇文章，我主要读的是
童老师的书，尤其是重读他那本

《维纳斯的腰带——— 创作美学》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1 年版)，因为
此书是当年童老师为那些作家上
课的讲稿。这次阅读，我调动了我
以往听童老师讲课的全部记忆，
重点琢磨他如何举例，如何把笔
下文字转换成课堂语言。我甚至
还将心比心——— 童老师给那些作
家讲课时已五十有三，而我也很
快就活到了他那时的年纪。我现

在给学生讲课时是何种状态？我
是不是由此也可以推演出童老师
当年讲台上的风姿？当然，我也知
道，在讲台上，我大概永远都不是
童老师的对手。因为童老师讲课
如同“过节”，皮鞋擦得倍儿亮，西
装穿得倍儿挺。这种装束，甚至给
迟子建留下了极深印象。她说童
老师“白衬衣穿得好了，就像雨后
晴空中的白云一样悦人耳目”。而
我经常是赵树理式的行头，弄得
自己跟山药蛋似的。我这打扮，与
童老师相去甚远矣。

我当然也说到了时为研究生
班学员的莫言，且重点琢磨了一
番他那篇硕士论文———《超越故
乡》。实际上，我在 1999 年买到并
阅读他的第一本散文集《会唱歌
的墙》(人民日报出版社 1998 年
版)时就读过这篇文章，但我当时
并不知道这就是童老师指导出
来的硕士学位论文。这次重读，
我发现那时的莫言就立下了雄
心壮志。此外，文中有许多精辟
之词，让人深思(如“故乡是‘血
地’”，“《我与地坛》里有宗教，有
上帝，更重要的是有母亲，有童
年”等)；有些话说得机智，令人捧
腹(如“我认为文学是吹牛的事业
但不是拍马的事业，骂一位小说
家是吹牛大王，就等于拍了他一
个响亮的马屁”)。

因莫言曾经说过：“文章中那
些引经据典之处，都是童老师给
我加上的。”(《莫言对话新录》，
P114)我还重点看了看那些引文，

由此来推断莫言说法的可靠程
度。我发现有几处引文来自托马
斯·沃尔夫《一部小说的故事》一
书，为此我还专门下载了沃尔夫
的《一位美国小说家的自传》(此
书亦收有《一部小说的故事》)，翻
阅一番。我觉得此书莫言一定认
真读过，那些引文并非童老师所
加。后来我向童老师求证，童老师
记忆犹新，心直口快，说，这本书
是我提醒莫言去读，他才读的。写
硕士论文他就读了这一本书。

写完这篇文章时，我也收到
了张主编的信息：余华的稿件已
经到位，王蒙那里依然联系不上。
原来我琢磨着，王蒙先生写一篇
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因为童老师
与他交情不浅，没料到却是这种
结果。莫非王蒙沉浸于新婚之喜
而无暇他顾？情急之下我问童老
师怎么办，他立刻为我推荐了何
西来先生，并说他在 2005 年有个
发言挺好，把那个改改就能用。

我把童老师的意思先告诉了
张主编，又给何老师打电话商量
此事，却不知他刚刚病愈出院，
原本声若洪钟的他在电话里已
是中气不足。他说若是新写一
篇，目前的状态已不大可能，但
若是修修补补尚有余力。你把
打印稿寄过来吧 (由于视力不
好，何老师已拒绝看电脑)。20 天
之后，我派学生取回了这份修改
稿，见上面勾勾画画增删之处不
少，立刻决定扫描存档，作为一个
珍贵的纪念。

一本书能影响一个人的一生，
一本书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沉静
的阅读在今天已经越来越难得，然
而只有阅读才能滋养我们的心灵。

喜欢一本书，或者喜欢许多本
书，只要发自内心，只要曾经有所
感有所悟，不论当下的新书还是过
去的经典，都可以写出来与大家分
享。篇幅无需太长，言简意赅千字
文足矣。

投稿信箱：qlbook@163 .com

【文化读本】

我读《霜冷长河》
□荆树峰（小学教师）

长久以来，我深深地迷醉于
余秋雨先生的散文，因着其中流
露出的大气，因着其间自然景
观、人文思考、时代审视互相绾
接而成的风景给我心灵辐射的
难言的美感。从《文化苦旅》、

《山居笔记》中，我领略到了“文
化散文”的魅力。当余先生的又
一本散文集《霜冷长河》摆上我
的案头，我满怀敬重翻开了它，
一读却不能释卷，匆匆读完，我
有了全新的收获。余先生在我
心中的形象由原先的令我高山
仰止的学者一转而成满腹智慧、
目光敏锐的慈祥长者。

人生是条河，先生说“有河
流相通的遥远是一种忧伤”，那
么当我们在人生的河流中漂移
到一个较远的所在，所得的忧伤
便应是源于对前一段旅程的反

思。因为我们无意中遗失了太多
本该好好把握的东西，所以先生

“以霜冷长河的图景为背景”谈
了“因经霜而冷峻的中年人生”，
在这个“大地霜降，河水骤冷，冷
走了喧闹的附加，冷回了安详的
本体”的人生季节，延伸千里的
冰冷水面上的朵朵思考的浪花，
先生真诚地描绘下它们美丽的
内涵，奉献给读者，目的只有一
个———“给燥热的人间一个久久
的寒噤”。

余先生写得很冷静，我也
从中读出了先生的另一面———
一个文化内涵深厚的普通人。
先生也有生活的苦恼，也有无
数挥之不去的烦心事，但先生
对人生、对社会的关注与思考
却永远没有停止。书中说道：

“人类伟大而无奈，只要时时仰

望太空，面对旷野，就会什么也
不在乎了，最后只剩下两个字：
善和爱。我们因此还能跋涉，因
此还有喜乐，因此还叫人类。”
真的，人类在忙忙碌碌中，为了
一些说得清和说不清的原因，
争名逐利，蝇营狗苟，尔虞我
诈，在获得些许功利性收获的
同时又遗失了太多的美好品
行，失却了我们人类的大度，日
渐走向生命的负面。先生观察
到了，用一颗温热的心灵发出
了令无数同类不能漠视的呼
喊———“真正急于要做的，是高
贵的博爱精神，慈善情怀的重
建”——— 这种呼喊比他融入山
水的思考更实际，比他纳入历
史的探寻更有力度。

合上书，我对先生有了更深
的敬重！

【编辑在读】

本期登场：李宏声

《爱读书》
安武林 著

《喜欢书》
孙卫卫 著
江西高校出版社
在儿童文学界，读书、爱

书，要以安武林和孙卫卫最
为有名。2012 年他们各自出
版了一本有关“书”的书，安
武林的是《爱读书》，收录的
大部分是他的书评；孙卫卫
的是《喜欢书》，收录的大都
是和书有关的日记，或读、或
买、或淘、或受、或赠、或想。
安武林以书评最为擅长，观
点颇有新颖独到之处；孙卫
卫以小说、散文成名，用笔细
腻，感情真诚朴实。这两本书
读来，颇有“春兰秋菊，各有
千秋”之妙。

《中国儿童文学史略
(1916 — 1977)》

刘绪源 著
少年儿童出版社
近年来我在编辑民国时

期有关儿童文学的图书，很
想了解一下民国时期儿童文
学的历史。除了教科书之外，
刘绪源的新著《中国儿童文
学史略(1916 — 1977)》进入了
我的视野。诚如作者在序言
中所言：“我的这本小书在书
名中出现了‘文学史’字样，其
实很可能只是一本‘书话’的
合集。但这书话是相对成系
统的，是对近百年中国儿童
文学中较优秀的创作的鉴赏
与批评，同时也在努力寻找
它们之间的关系。”这的确是
一本特殊的“史”书，以作家作
品为纲，梳理得细致入微，读
来大受启发。

“人小鬼大双胞胎”系列
张菱儿 著
海豚出版社
张菱儿老师不仅是儿童

图书编辑，也是一位儿童文
学作家。更令人惊奇的是，她
也是一对双胞胎的妈妈！她
的“人小鬼大双胞胎”系列刚
一出版，我第一时间便阅读
完了。这套书主要记述了一
对双胞胎小兄弟的成长故
事，情节轻松活泼，语言诙谐
幽默，甚至还有些鬼灵精怪。
这套书适合当下小学中高年
级学生阅读，读后定会有所
思、有所得。

【书与人生】

我的草房子
□李昂昂（工人）

大学毕业之后，我终于明白
枯燥无味的日子是怎样的了，每
天就是工作、吃饭、睡觉——— 连
打豆豆的娱乐都没有，日子就是
那么无聊。当每天只记得昨天撕
日历的场景时，就变得莫名地可
怕起来。在这日复一日的光阴
中，我的心也变得圆滑起来，性
子如同一个迟暮老人一样安稳，
按部就班地蹒跚前行着。

在一次搬家中，我打开了一
个尘封已久的纸箱，里面都是以
前读过的书，我拣出几本放在床
头，准备无聊的时候翻翻，却一
直都没动一下——— 几乎所有的
空闲时间都被我浪费在电脑和
手机上了。一天夜里，家中停电，
我点起蜡烛，在微弱的烛光中，
看到了放在枕边的一本书，烛光
映照下可以看到书皮上的三个

字——— 草房子。这是念初中时买
的一本书，当时感觉书的风格很
诙谐，此时无聊就翻看起来。

因为停电的缘故，外面很
静，家里也静，唯有我翻书的声
音，一页，两页……时隔十年，再
读此书已换另一种心境。我仿佛
又回到了童年，变成了书中的桑
桑，跟着桑桑做一个心灵的记录
者，记录下童年光阴中的故事。
那故事里有残疾少年对尊严的
坚守，有不幸少年对命运的奋
起抗争，有少男少女对纯粹爱情
追求，有花甲老人在生命最后时
刻的人性闪耀，有沉默却又浓
烈的父爱……书中那些平淡却
充满纯真的片段，几乎和我的童
年契合起来，我的灵魂都在战
栗。我以为我的童年时光曾经很
无聊，早已被我忘记，却没想到，

回忆汹涌而来——— 在故乡的那
片土地上，每一粒沙尘，每一条
路，每一条河，每一个人物，都存
在我的心中，那些过往并没有冲
散在时间长河里，反而沉淀下
来，让我魂牵梦萦，不能自已。

平凡也好，特殊也罢，其实
每个日子都有意义，都存放在我
们的脑海里，它永远是组成我们
人生的重要部分。当我明白这一
点，在以后的日子，我不再暮气
沉沉，不再消极萎靡，不再怨天
尤人。我心中满是感恩，认真地
过着每一天。

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
草房子，草房子里盛放的是那些
往事，虽然陈旧，但却是最真的
事、最美好的回忆，它比任何一
个金碧辉煌的房子都要美丽，都
要结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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