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评论见证历史

儿童文学

评论家汤锐的

评论集 !轮回

与救赎" 近日

由青岛出版社

出版# 作者与

同时期的儿童

文学批评家一

起$ 从青年时

代就投入中国

当代儿童文学

理论建设 $见

证了中国儿童

文学的发展与转型$也见证了第四代%第

五代儿童文学作家的成长历程# 本书收

入作者不同阶段发表的具有代表性的文

论$ 分 &时代追踪'&专业研究'&作家评

论'&作品评论'四辑$内容涉及中国儿童

文学的历史发展 %理论进程 %创作思想 %

作家作品研究等$ 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和史料价值# 本书也是方卫平主编的&中

国儿童文学名家论集'之一#

瑶族少年的抗战

作为从

湘西南山村

里成长起来

的 瑶 族 作

家 $ 表现乡

村童年况味

和瑶族风情

是陶永灿作

品的一大特

色# 这一次$

他回望自己

的 童 年 记

忆 $ 尝试走

进家乡那段惨烈的历史往事# 由陶永灿

著%陈运星绘$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的长篇少年小说 !芭蕉寨少年 "$通过少

年们的特殊视角$ 再现了当年水口茶山

抗日军民生活的点点滴滴# 在充满悬念

的故事中$ 作者将瑶族生活的民俗和历

史传统融入到故事之中# 在芭蕉寨少年

的成长中$照见历史 $照见人性 $也呈现

出意味深长的精神寓意#

童心的冒险与好奇

好 奇 是

人类的天性#

香港作家厉

河著%香港畅

销动漫画家

余远锽绘的

!大侦探福尔

摩斯"$把侦探

故事搬入动

物世界$把科

学知识融入

故事讲述中$

选取原著中

的经典之作$删掉沉闷%儿童不宜的情节$

以小学生最易读的篇幅和语言$ 讲述经典

探案故事$ 并将课堂上的科学知识融入故

事中$&科学小实验'&探案漏洞大揭秘'等

锻炼思维的互动内容$ 使知识性与趣味性

得到融合# 在由心喜阅童书最新出版的!逃

狱大追捕
!!

"中$福尔摩斯应邀调查一场

有预谋的越狱事件$ 一场扣人心弦的大追

捕再度上演$满足了儿童阅读的好奇心#

穿
越
生
命
的
惊
涛
骇
浪

周
蜜
蜜

每个生命都

各 有 不 同 的 历

程# 生命教育从

儿童做起$ 很有

必要#生命教育$

也成为儿童文学

创作的一个重要

主题#

香港的画家

李伟霸先生自幼

患 上 肌 肉 萎 缩

症# 他活动的小

小 &领地 '$只是

在一张床上 $空

间非常有限 $但

是他的想象力却

是无限的$ 而且

还巧妙地与外面

的 世 界 连 接 起

来#从童年开始$

他的画作便显露

出 对 生 命 的 热

诚$ 对人生意义

的 洞 悉 和 &童

真 '# 其成长中

所经历的困难 $

透过不同画作 $

反映着坚毅自强

的精神$他对生命%对身边人流露出浓浓

的爱$感动了不同的观画者#

我觉得李伟霸正是一个生命教育的

最佳典范$ 在他身边的朋友和支持者的

帮助下$利用两年时间$我反复访问了李

伟霸和他的母亲%姐姐$和他的美艺导师

等人$写下了!首创不凡(((用嘴作画的

李伟霸" 这一给孩子们看的生命教育图

画书$作画者就是李伟霸本人#

这本书从李伟霸童年时写起# 他自

小对构图和色彩非常敏感$ 更有着独特

的创意$在这方面的才华很快广为人知$

绘画也成了他的第二生命# 但随着病情

的恶化$他颈部以下的身体瘫痪了$双手

僵硬$不能活动$根本无法拿起画笔# 李

伟霸没有气馁% 退缩$ 他想出了一个办

法$就是用嘴巴咬住画笔绘画#

用这样的方法来绘画难度很大# 咬

住画笔的嘴巴不能合上$ 流出的口水也

不能吞咽$要配合画笔活动的头部$必须

长时间地仰起$疲累不堪#李伟霸克服了

难以想象的痛苦$坚持画下去#由于头部

不能向下活动$他还创造了一个方法$把

图画中的景物人像都倒过来画# 与普通

绘画相比$难度大大增加$他却每天用嘴

巴紧紧地咬住画笔$ 在巨幅而长卷的画

纸上创作$一笔一笔地描绘出绚丽多彩%

令人叹为观止的画卷来#

李伟霸是个热爱大自然的人$ 他喜

欢猫儿的灵巧敏捷$ 以及它们柔软坚韧

的生命力# 于是$ 他用心地创作了一系

列猫儿的漫画$其中有一幅作品$堪称猫

世界的&清明上河图'# 画中有车水马龙

的繁华都市$形态不同%行动各异的猫儿

分布画面$ 他们分别代表香港不同身份

的人物和市民大众$ 做出与时下社会现

实有关的行为$令人看了发出会心微笑#

李伟霸的生命之途充满着惊涛骇

浪$要靠毅力和坚忍去勇闯$但他对生活

和生命的热爱没有减少半分# 他喜欢品

尝美食$喜欢观光旅游$喜欢看电影%逛

书展$生活充实而愉快#

我和李伟霸合著了这一本书$ 希望

让我们的下一代人% 下一代的下一代人

能认识到$每个人的生命$都是独一无二

的$ 都有其尊严与价值$ 要通过生命本

身$ 去体验更多不同的美好与完全)而

且$每个人都应该懂得*自己的生命是有

价值的$ 学会尊重自己与其他的人与事

物$ 并以正面积极的态度回应其所面对

的环境)未来在面对生命的重大决定时$

才有能力作正确的选择$ 并为自己及他

人负责$甚至造福于众人及社会#

以生命教育滋养童心
简 平

大多数人都这样认为!每个人都天生
知道人的生命是有期限的"因此"生命是
最宝贵的"应该让它在生活中获得最大的
价值#但事实真是这样吗$其实"太多的大
人从未认真想过这个问题"更不要说我们
的孩子了"即使偶尔说起"孩子也不会当
真"觉得这一话题与自己有多大关系#

这与我们向来缺乏生命教育的传统
有关#中国人向来不喜欢谈论关于生命的
话题"觉得太过沉重"而谈论死亡更是大
忌讳了#不谈论死亡"所以人们虽然活着"

却不会更深地触及生命"因为活着与生命
其实并不是一码事# 事实上"即使被尊崇
为大圣人的孔子对死亡的话题也是回避
的"他的弟子子路曾问他死是什么"孔夫
子轻描淡写地回答!%不知生"焉知死$ &汉
代的马融解读为"因为死事难明"语之无
意"所以孔子不答'也就是说"谈论死没有
意义"生才是当下最为要紧的#但是"在我
看来"%不知死"焉知生$ &更为重要"从某
种意义上来说"只有懂得并理解死"才能
更懂得并理解生#

由于没有生命教育"因此我们的孩子
对生命的价值(生活的意义缺乏应有的理
解" 对尊重死亡这一认知更不知所以然#

最近"我身边发生了两件极端的事情# 朋
友的父母去世了"他们生前对自己的孙辈
疼爱有加"可是"在他们去世之后"一个孩
子异常恐惧"非但不去参加追悼会"还把
老人给他的东西全都扔掉了#因为他觉得
死亡是一件丢人的不可告人的事情#另一
个孩子则走不出失去爷爷的痛苦"觉得所
有的爱都被死亡带走了" 精神压抑颓丧"

完全不能接受死亡这件事情# 这是在家
庭(伦理(情感生活中发生的事情"社会层
面上也有青少年漠视生命的事例发生#这
些触目惊心的事例让我们反思生命教育
缺失带来的严重后果!不尊重生命"不珍
惜生命"甚至还会践踏生命#

从上述事例中"我们看到了生命教育
对孩子的重要性"因此"儿童文学创作理
应注重生命教育"使之成为不可或缺的题
材# 说到底"就文学本身而言"生与死"向

来就是永恒的%母题&"儿童文学虽然有自
己的特性"需要考虑到孩子的心理和接受
能力"但是"回避这个%母题&显而易见是
不明智的# 所以"当我们的教育体系依然
斤斤计较于分数的时候"文学家们则应以
责任感和使命感"将生命教育纳入自己的
创作范畴#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和担当"

我写了)皇马之夜*这部以%生命&为主题
的短篇小说集"希图小读者通过我的文学
作品来认识一些被刻意回避的有关生命
与死亡的问题"以此更加健康地成长#

在我的这部短篇小说集中")皇马之
夜*写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身患癌症"生
命即将走到尽头的老人"曾是这座城市一
支从未进过球的足球队的一员"听到著名
的皇家马德里足球队要来这里与他曾效
力过的球队进行比赛时" 他偷偷溜出医
院"希望看完这场比赛"心满意足地落下
生命的帷幕# 他失踪后"医院和家人到处
张贴寻人启事"结果老人刚好被几个孩子
发现"要不要报警呢$ 孩子们陷入了空前
的矛盾之中# 其实"这个故事涉及到临终
关怀"涉及到生命的尊严"最后"我让我的
小主人公们帮助老人达成了最后的心愿"

也让他们认识到" 什么才是生命的圆满#

)水孩子*取材于真实事件"一位父母死于
艾滋病( 而自己也感染了病毒的艾滋孤
儿"被村里人赶到一条小船上"孤独地在
河里漂流"永远不得上岸# 这当然是大人
们的决定"知道这个决定后"他先前的小
伙伴们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这就是我想
通过文学作品对孩子进行的有关生命的
教育# 我想让小读者懂得一个道理!没有
人文情怀"没有悲悯之心"会置生命于黑
暗(无助和死寂"人不可以随意放弃自己
的生命" 也不可以随意亵渎他人的生命#

)谜友* 则是写两个同样得了白血病的患
者"一个是老人"一个是孩子"老人平静地
面对死亡"既享受生命之美"又坦然认同
自己转瞬即逝的人生智慧"帮助孩子走出
恐惧的深渊#我想通过这篇用优美和轻松
的笔调写的小说让小读者明白"应正视和
坦然面对死亡"才能正视和坦然面对生活
中的各种困难和挫折"这是积极的人生态
度#同时"也让他们接触一下生命的哲学"

理解生死合一"有过生"才有死"没有死"

不足以证实生"死系生之所依"死亡是生
命的组成部分"生与死不是一刀两断的关
系"死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于生之中"在
这个意义上" 所有的死亡其实都是诞生"

正如黑格尔所说"死亡是精神的生命# 后
来"我把这篇小说给那个不能接受爷爷去
世的孩子看了"他说"现在他知道了"离开
这个世界与来到这个世界一样是美好的"

死去的亲人会因我们温暖的回忆而永生"

而活着的人只有继续好好地生活下去才
能告慰逝去的亲人#

为什么要将生命教育纳入到儿童文
学中"那是因为我相信文学的力量"相信
文学的启示"相信文学有益于小读者心灵
世界的建设#我想"通过生命教育"可以帮
助孩子培育一种关爱(宽阔(达观(慈悲的
生命意识"从而更加热爱生命"热爱生活#

生命教育中"死亡是个不容回避也无需回
避的题目" 如果说死亡也是一门必修课"

那么"文学可以帮助孩子学习死亡"说到
底" 学习死亡的根本目的便是学习生命"

学习幸福"学习勇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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