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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佛山的 !!"

后" 作家洪永争以一
部 #$ 万字的儿童小
说#摇啊摇 $疍家船 %

夺得 %&#! 年度第二
届青铜葵花奖最高奖
青铜奖& 走进这部小
说$ 我们会情不自禁
地放低视角$ 追随一
个孩子的目光$ 洞窥
作者对于人性与时代
精神的寻觅与建构 $

以及一代人的贫穷与
温馨$不屈与振奋&

小说发生在南粤
沿海的漠阳江下游 &

一对贫穷的中年疍家
夫妇在一座拦河大坝
边拾到了一个被人遗
弃的男婴& 十多岁的
大女儿既要照顾早已
瘫痪的母亲$ 又要扮
演母亲的角色$ 照顾
这个天赐的弟弟& 一
家人含辛茹苦将孩子
拉扯长大$其生父却找来了& 面对这突然的
变故$孩子'姐姐'父母以及周围的各种人物
都面临一场人伦与人性的考验&为了制造悬
念$作者精心让故事发生在不到一年的时间
里$通过小主人公杨水活的视角$将故事一
环套一环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为读者献上一
部酣畅淋漓的乡土民俗剧&

小说挖掘到了深藏于民间的淳朴图景&

无论是人物'故事'景象$以及风俗民情$都
有着鲜活的生命力& 孩子们'至少岭南一带
的孩子们$读这部小说是可信的'熟悉的'有
趣的'亲切的& 这部小说的磁力还在于语言
的平实纯净通俗$从渔民'农民'政府官员'

学生'教师到屠夫$都是那么纯粹的友爱$没
有跌宕起伏的爱恨情仇$作者却通过人物的
心理活动营造了故事的张力&那种毫无杂念
的原生态的少年情怀$一下子唤醒了读者久
藏心底的最柔软的部分&

无论是表达方式还是创作技巧$这部小
说都没有过多地运用一些先锋的表现手段$

不免显得青涩和原始&但正是这种没有糅合
商业性元素的作品$不是为追求炫人耳目而
存在$其生命力和持久力才会更久& 在这部
作品中$作者没有拘泥于现实$他越过了现
实的屏障$放空了心底的杂念$以纯真的视
角捕捉到了岭南文化的这一块空白$将作品
写得纯净唯美& 作者独到的眼光和视角$更
增添了作品的分量和厚重& 这也是小说#摇
啊摇$疍家船%获奖的因素之一吧&

能影响作家一生的$是童年的记忆&故乡
是童年的摇篮$它与童年记忆一样$将追随人
的一生&大凡优秀的作家$在精神上绝不逃离
家乡$他们会反复审视$不断认识$不断挖掘&

就像洪永争$虽然离开阳江二十多年了$仍然
对那里的一山一水充满了深深的爱$ 才凝结
成这篇极富磁力的儿童小说&留住乡愁$留住
那些渐行渐远的非物质文化遗存$ 乡村题材
永远是一口取之不竭的深井&放低视角$以孩
子的眼光去看世界$一切都是美的&

!"摇啊摇#疍家船$洪永争!著#天天出
版社 "#$%年 &月版%

岁月从不败美人
!!!萧萍和她的儿童文学世界

徐 鲁

一

近来有不少人对董卿主持!中国诗词

大会"节目时引用的两句诗津津乐道#!若

有诗书藏在心$岁月从不败美人% "我觉

得$这两句诗用在集作家&学者&教授于一

身的萧萍身上$也浑然天成$无有畔岸%诗

人金波先生对 !萧萍儿童文学获奖作品"

书系的评语#!这是才气之作$ 灵感之作$

精心之作$因而也是美好之作%"也可谓言

简意赅的中肯之论%

新近出版的 !萧萍儿童文学获奖作

品"书系$是一个品类丰富的!文学组合"$

向读者呈现了作家在儿童文学领域建构

起来的一个完整和丰盈的!小世界"$也给

读者带来了一种广阔&多元和全新的阅读

体验%萧萍的作品里时常出现!女王"这个

词$她有一本获奖儿童诗集$书名就叫'狂

欢节$女王一岁了(% 在儿童文学王国里$

萧萍正是傲娇而独立的!这一个"$是一位

无可替代的!女王"%她用精致和纯粹的文

字为自己打造的一顶华美的皇冠$闪闪发

亮$光芒四射%

博尔赫斯曾有过这样的感慨#!许多

年间我一直认为$那几近无限的文学$很

难集中在同一个人身上% "然而$在阅读

萧萍的这个庞大的书系时$ 我却真实地

感受到$在她的世界里$在她的身上$正

是聚集了!那几近无限的文学"% 她熟练

地操持着儿童文学的多种文体$ 包括儿

童诗剧&儿童新话本这样的!独门秘笈"$

为我们献出了一道道流动的飨宴% 文学

的青鸟飞过之处$ 是一片辽阔的原野和

山坡$是一片色彩缤纷&层次分明的阔叶

混交林$高大的乔木&矮小的灌木$都有

各自的风姿&色彩&年轮和自由生长的空

间$ 每一棵树都在自然和健康地舒展着

枝叶$ 与四季的风声唱和出朝气蓬勃而

又高低不同的生命之歌%

二

如果说$ 整个儿童文学是萧萍头顶

的皇冠$那么$儿童诗就是皇冠上最耀眼

的明珠% !萧萍儿童文学获奖作品"里有

两本童诗集#'蚂蚁恰恰进行曲(和'写给

仙女的信(% 这些童诗多半是故事体的

!童话诗"$ 就像是一棵棵枝叶纷披的小

树$一曲完整的小叙事$构成一首诗的主

干部分$围绕着枝干盘旋上升的枝叶$是

妖娆的想象$是缤纷的意象$是青翠欲滴

的新鲜的词与语言%

萧萍写诗$ 往往才气发扬$ 腾挪跳

跃$不从流俗)纵横驰骋$力避陈规% 无

论是时间&空间还是词语&意象$总是给

人应接不暇的跳跃感和流动感% 她的童

诗里有一种!混搭风"$在创作中大胆引

进了西方现代诗歌中诸如拼接&拼贴&讽

喻&夸张&荒诞&变形等手法$为中国原创

儿童诗带来了一种新的气象% 她用这些

极具个性化的艺术手法$ 在一首首童话

诗里创造了许多出色的意象和出其不意

的幻想故事% 与我们司空见惯的一些传

统童诗不同的是$ 她的童诗具有明显的

先锋性和探索姿态$ 呈现给读者的是一

种全新的&甚至是颠覆性的阅读体验$同

时也显示了她在追求艺术个性化道路上

不懈的努力与卓尔不群的姿态% 中国文

论经典'文心雕龙(里有!通变"!夸饰"和

!隐秀"诸说)司空图'诗品(所列的 !" 品

里$也有!绮丽"!形容"和!流动"诸品%在我

的阅读感觉里$把萧萍的童诗放进这些中

国传统创作美学和诗美学中来评说$其实

也可以找到相应的坐标% 也许$诗人原本

就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向古老的传统致敬%

!将铜灯擦亮$浅色的蜡笔在玻璃后$轻轻

呼吸**"蓝墨水的上游依然是汨罗江%

'小顽皮愿望树('大侦探老一白('胖

鲨鱼瘦飞碟(和'调皮男生的开心辞典('怪

咖六人行(是几本以小学生为主人公的儿

童小说$这也是萧萍儿童文学里比较突出

的一种类型% 这些作品呈现了一种温馨&

戏谑&妙趣&幽默的风格%尤其是'调皮男生

的开心辞典($每个章节的标题是!提问"$

正文则是!回答"$从文本上强化了与小读

者们在阅读上的!互动"效果%这种构思$和

故事本身融为一体$也包含着游戏精神和

营造快乐阅读气氛的意思%

这些故事里的小主人公们$ 如小学

生卜卜&汪多加&米高等$天真无忧&顽皮

好动$个个!人小鬼大"$都是像蜡笔小新

一样的淘气包% 萧萍笔下的卜卜们的开

心故事$ 不仅是在讲述一群小孩子在一

所有趣的小学里所度过的每一天$ 所经

历的成长中的点点滴滴$ 同时也呈现了

一种一任天真的儿童文学美感和儿童教

育真谛% 她写出了一种放松而恣意的小

童年应有的状态$一种在智慧的引导下&

在想象和幽默中展开的$健康&活泼&浪

漫的小童年%

'窗边的小豆豆(的作者黑柳彻子在

写到这类好奇心特别强烈&精力旺盛&思

维活跃&个性鲜明的小孩子的成长时$这

样说过#谁能够对这类孩子进行适当的&

完美的引导和教育$ 充分地理解和帮助

他们发展自己的个性和才能$ 谁就是这

些孩子成长道路上!最伟大的朋友"% 例

如她在!巴学园"有趣的!电车小学"遇到

的!小林校长"$就是这样一位循循善诱&

富有智慧和耐心的卓越的儿童教育家%

幸运的是$卜卜和小伙伴们在他们的!小

鞋子小学"里$也遇到了大刘&金乐这样

的好老师$他们也像!巴学园"里的小林

校长一样$ 喜欢这些快乐和顽皮的小麻

雀似的小孩子$ 更重要的是懂得怎样去

尊重和保护孩子们的个性$ 如何循循善

诱$去发现&保护和拓展像卜卜这样好奇

心特别强烈&顽皮好动&又常有奇思怪想

的小孩子的宝贵天性%

三

'维也纳森林('和方舟约会(和'青

鸟飞过( 收录的是一些少男少女青春题

材的中短篇小说$ 其中也有少量的非虚

构散文% 最能体现萧萍儿童文学中的唯

美&浪漫&风雅和书卷气本色的$除了她

的儿童诗$就要数她的少男少女题材的

青春小说了% 几年前我在一篇谈论她的

青春小说的书评'爱情练习课(中$说到

过我对她这类作品的阅读感受$这种感

受至今未变 #她在人物 &故事和语言上

都十分讲究$这种讲究固然源自作者在

戏剧学上的专业背景$同时也显示了一

个作家对于自己作品文本的善待&呵护

与慎重% 在文化环境越来越粗糙化$文

学写作也越来越粗放和粗率化的当下$

一个作家$ 一个文字上的唯美主义者$

用自己的方式$去恢复和重新擦拭一些

经典文学形式的光芒$建构起一种高贵

&雅致的写作趣味和文学标准$或许正反

映着作家心灵深处对当下文学的一种反

拨与纠正%

在这些长长短短的青春小说里$!十

七岁的女王们"永远是故事里骄傲的主角$

!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裘马自轻肥"%关于

友谊$关于青春$关于心灵深处的秘密与尊

严$还有即将踏入纷纭的世界之前的迷乱&

犹疑与幻想% 萧萍对于少女心理的洞察与

熟稔$对于刚刚走进!小青春"的男女生们

的那些小心思&小伎俩和小宇宙的发现&体

验与描述$是十分准确&细腻的$同时也是

欣赏&包容与充满呵护的% 因此$她的故事

里没有多少灰暗与沉沦$也不像有的青春

小说那样充满尖锐和疼痛% 她写的更多的

是少男少女们的小浪漫与!小确幸"% 也因

此$她的小说语言总是温润&知性&明亮和

浪漫的$有时带着适度的调侃和幽默$但绝

对不会给人凌厉和粗糙感% 她送给读者更

多的是一种江南丝绸般的精致和优雅的

光亮%

萧萍笔下的青春故事$ 可能是因为

浪漫至上&唯美优先$所以也给我留下了

这样一个印象 +我在几年前的那篇文章

里也写到了,#因为对于典雅的故事结构

和叙述形式的超乎寻常的迷恋与追求$

看得出$ 作家喜欢在一些故事情节上做

一点戏剧化的处理% 这种为浪漫& 为唯

美&为精致而做的!戏剧化的处理"$一方

面源自这位戏剧学博士的创作惯性$另

一方面$ 大概也是所有唯美主义者无可

救药的隐疾$就像艾米莉-勃朗特在她的

小说里说的$!没有办法$ 我们是同样的

人$灵魂都是同一种料子做的"%当然$所

有纯粹和杰出的文学$ 带给读者的一定

是优雅和精致$更何况$在目前这个利益

至上&市场优先的童书出版环境里$我们

所缺少的$正是这种纯粹&浪漫&优雅和

精致的写作%

!&萧萍儿童文学获奖作品'十册#萧
萍!著#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 年 (

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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