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翅膀》周晓枫/著，作家
出版社 2018年 9月版）

倾听孩子的梦与怕
邢宝丹

家有四岁小女儿哎哟喂，调

皮到让人头疼不已。唯有夜里睡

着了，才会不吵不闹像小精灵一

样卧在床上。有时半夜从梦中醒

来，呜呜咽咽，小兽一般往我怀

里钻。等到醒来跟她讨论晚上的

梦，能记住的都是美梦：糖果雨、

数不清的玩具、好看的衣服……

至于晚上为什么哭，她已经不记

得了。 作为一个好奇的妈妈，我

恨不得飞到她的梦里看一看，是

什么让她呜咽，是什么让她如此

害怕。

周晓枫的第一部儿童文学

作品《小翅膀》便是一本真正倾

听小孩子梦与怕的童话。 书稿

讲述了一个给孩子们投放噩梦

的小精灵“小翅膀”的故事。 它

将噩梦拼成美梦， 让孩子们摆

脱对黑夜的恐惧， 从中获得理

解、 温暖和勇气， 实现自我成

长 。 《小翅膀 》首发于 《人民文

学》杂志，书稿几经辗转交到我

的手上，伴着哎哟喂的梦呓，我

趁夜连读。 故事如笼罩在身边

的斑斑灯光， 将灯下阅读的人

裹挟在温暖之中。 文字有作者

一贯的凌厉之气， 直面孩子们

生活的真实： 生活中不仅有美

好，也有黑暗、噩梦和恐惧……

毕竟，“除了快乐， 还需要经历

害怕和恐惧， 一个孩子才能完

完整整地长成大人”。 不过这并

不是一部骇人的童话， 送噩梦

的小精灵“小翅膀”在这些让人

不太舒服的 “真实 ”中 ，穿针走

线，缝缝补补，用爱来抚慰孩子

们的心， 化解了噩梦带来的恐

惧。

读完书稿之后和作者联系，

作者希望我们先找插画家为书

稿试画一张图，然后再决定这本

书是否在作家出版社出版。“小翅

膀”这个形象，干净、澄澈、温暖，

还得是个精灵。 我最终找到了鲁

迅美术学院的张璇老师，她曾经

给我们画过《吉祥时光》一书的插

图。图很快画好，我看了之后心里

稍稍定了下来：我想象中的小翅

膀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在干净、温

暖、澄澈的基础上，张璇老师的画

又体现了小翅膀小孩子般的狡

黠、调皮和灵动，是一个活泼泼的

形象。 作者也很满意试画图。

接下来就是书稿的琢磨和

等待插画的时间。书稿的每个章

节都讲述了一个孩子的噩梦：胆

小的浆果做了一个满是毛毛虫

的噩梦，爱欺负人的打打做了一

个变成蜗牛的噩梦，盲孩子阿灯

做了一个关于世界上最最恐怖

的大恶魔的噩梦……整理总结

了每个孩子的形象特点，插画家

画了小图放在篇章页和页眉上。

同时和作者、插画家一起沟通小

翅膀的形象， 在试画图的基础

上 ， 又修改了小翅膀头上的

“角”、颜色以及通透度。 作者希

望小翅膀的眼神是 “极为干净

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光是小

翅膀的形象反反复复修改了不

下十次。封面图则用了一张睡梦

中的小翅膀的图：小翅膀像剪辑

师剪掉电影镜头那样，把孩子们

噩梦中最恐怖的一幕剪掉。但这

些碎片都必须用到具体的噩梦

中，于是，小翅膀决定自己来承

担这个噩梦。 花香和鸟鸣中，他

睡着了， 也迎来了噩梦的反转，

做了一个珍贵、美好的梦。 这张

封面图便是全书最亮眼的一个

存在： 既契合了书稿送梦的主

题，又契合了书稿充满爱与温暖

的基调。 图书出版之后，《小翅

膀》的插图还入选了首届中国插

画艺术展。

被过度保护的孩子们，缺失

的抗挫力，不在场的家长……周

晓枫用敏锐的观察来直视当下

的各种教养困境，凌厉客观却又

无比温柔地将思考写进了《小翅

膀》中。 这部作品打破了“甜腻

腻”的童话给孩子们构建的美好

虚幻的空间，让他们更坦然地去

面对自己的生活，用平和的目光

去打量身边的丑陋、另类。 噩梦

并不可怕， 我们所需要做的，就

是勇敢地去拥抱它，毕竟，最恐

怖的噩梦中也存在着美好的可

能：胆小的浆果看到了毛毛虫羽

化的奇迹，爱欺负人的打打再也

不欺负别人了，盲孩子阿灯和世

界上最最恐怖的大恶魔咔嚓成

为了好朋友……在噩梦中，孩子

们学会了成长。

周晓枫有如心灵捕手一般，倾

听小孩子的梦与怕，也给了孩子们

安慰与守护。 在小翅膀的陪伴下，

开启一段历险之旅吧， 在梦中，在

阅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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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一 向 认
为， 宫泽贤治的
童话有一个独特
的心灵面向。 它
对老人、 孩子和
一切柔弱无力之
物都无保留地敞
开 ， 习 惯 当 下
“10 万+? 网络
鸡汤文的成人 ，

却 可 能 难 以 理
解 宫 泽 贤 治 故
事 的 内 在 逻 辑
和潜在力量。 我
们已经习惯 ，故
事 应 该 聚 焦 某
个 即 将 （或 终
会 ）取得成功的
人 ，他所经历的
种 种 磨 难 万 众
瞩目 ，他的人生
一 定 会 有 奇 迹
式的逆袭情节， 并最终会衣锦还乡、

幸福终老 。 这类英雄养成的惯常逻
辑， 在宫泽贤治的童话里找不到任何
影子。或者说，宫泽贤治的童话表现了
对英雄逻辑的彻底悖逆。

宫泽贤治为古往今来、世界各地
的 “弱者 ?和 “失败者 ?而鸣 。 因此 ，

我们将和孩子一起读到：《山梨》中小
螃蟹并没有完全逃脱从水面上而来
的死亡威胁 ，但它们慢慢发现 ，水面
上除了有带来死亡威胁的翠鸟，也有
能酿成美酒的山梨；《开罗团长》中被
黑斑蛙设计陷害的雨蛙们，虽然承受
了巨大的屈辱 ， 但最后得以摆脱桎
梏 ，和从前一样 ，继续愉快地干起活
来 ；在 《橡子与山猫 》中关于 “谁最伟
大 ?的审判里 ，一郎的宣判是 “最笨
的 、最丑的 、最不像样的才是最伟大
的?；《虔十公园林》 里傻气的虔十种
下杉树 ，受到邻里欺凌 ，没有得到公
正的对待就撒手人寰， 许多年后，那
些在杉树林下长大的孩子才懂得感
恩他的这份善意……

在宫泽贤治的童话里， 最常讴歌
的是弱小人物的人生决定。 他们历经
磨难，乃至肉体死亡，但只要抱有纯净
和赤忱，隐而不显的“天地之王?（象征
自然规律） 终究会引导他们的灵魂走
向永恒。 《双子星》中的两位童子最终
回到了天上的宫殿，《夜鹰之星》 的夜
鹰燃烧自己化作夜鹰之星， 这是宫泽
贤治式的美学， 是他隐藏在童话中的
信仰。

即使面对傲慢自负的灵魂， 宫泽
贤治也从不以暴抗暴。他以《要求太多
的餐馆》为喻，幽默地引导人们：人生，

是一次卸下自我防护、 走向被吞没的
过程。宫泽贤治的童话，是与心灵潜意
识对话的深情介质。在这里，稚嫩的幼
小被爱护及赋予期待， 无所倚靠的老
年被珍视， 甚至死亡也不是人生的终
点。 真正的伟大， 并不是哪个救世主
留下的战果。世上所有辉煌，都是历经
失败的人所谱写的宏大史诗。

只有像孩子和老人一样， 无限地
接近过失败， 无限坦诚地面对过失败
感， 我们才会真正意识到宫泽贤治之
美，才会理解：生命真正的意义蕴含在
日常生活、普通人事之中。生命最大的
力量， 是即使美好随着时光流逝而不
断地消逝， 我们也有勇气不断鼓励自
己———不输给风，也不输给雨。

读懂宫泽贤治， 我们就有望与自
己的赤子之心重逢。

（《一直奔跑下去 :宫泽贤治经典
图画书》（全 10 册） [日]宫泽贤治/著，

[日]赤羽末吉 [日]伊势英子等/绘，周
龙梅 彭懿/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年 10 月版)

责编/陆 梅 金 莹 技编/黄正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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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浪屿的乡愁
张家鸿

从《木棉·流年》《木棉·离歌》到《千恒·

流光》，在鼓浪屿长大的李秋沅，一直着力、

用心书写鼓浪屿的前世今生。 她最新出版

的长篇幻想小说《千恒·流光》，便是以鼓浪

屿为原型。 作家用细腻温婉的笔触， 讲述

了一个个既真且幻的故事。

作家红墨应“流光”客栈老板之约，带

着表弟小宁来到千恒岛， 为几位特别的朋

友记录他们的故事：旧画中走出的神秘女

子、 兽心木体的神木、 具有独特力量的黑

瓷、 突然开口说话的荒楼……随着采访的

深入， 小宁无意中步入岛上现实生活的另

一面，潜入时光深处，探知了一些被时光掩

埋的故事。

在千恒岛， 读者不必拘泥于各个故事

发生的不同背景， 也不必局限于故事情节

的来龙去脉，而应当关注那一颗颗从不随

波逐流的心。 以故事为媒介， 李秋沅向读

者展示了一颗颗高贵而富有的心灵。 这些

心灵有一个共通点，那便是痴迷、执着、笃

定、坚韧。 在书中人物的世界里，艺术是与

生命对等的。 甚至，艺术能够超越生命、突

破生命的长度与宽度。 颜非说：“我从小就

能听见梦想的歌声。可当主人放弃梦想时，

它们就不唱歌了， 它们就会发出世界上最

凄凉的呜咽声。 ”这个外人眼中的疯子，这

个不再教书的物理老师， 执着于用笔记录

下曾经被遗弃的梦想。 他把自己笔下的世

界称为“似非村”。 在这个主观创设的世界

里， 颜非一直在与现实中的自我较量着。

如果连生命都可以舍弃， 那人群中传来的

流言蜚语又算什么呢？

姚静说：“倘若我们全心投入绘画，那

么，我们流光一闪的思想，那转瞬即逝的情

感，都将凝固。 也就是说，画，承载着我们

的生命信息……”换言之，短暂的生命因为

倾注心血于作品中而走向了永恒。 她是这

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她没有逃离日寇侵

占的南京，既是勇敢刚毅之性情的体现，也

源于艺术上的大梦想。 她敢于见证战争与

杀戮，即便舍身也无畏。她用画笔记录下南

京大屠杀的真相，既献身于苦难，更献身于

艺术。在此，艺术成了解救生命于倒悬的唯

一利器。虽无戳破敌人胸膛的锋芒与锐利，

却有穿越苦难现实直达人心的强大力量。

她的画笔就是匕首，就是投枪，甚至胜过匕

首与投枪。

当一个人因为热忱与痴迷， 让艺术之

泉润泽心灵， 让梦想成为世俗生活的指点

与引领者， 那这个人一定是找到了他生命

的最终去处。正因为去向的高贵与厚重，我

牢记于心的是那些人与美初次相逢的瞬

间。 “见到它的时候，我分明听见心底有淅

淅沥沥的雨声响起， 似乎有记忆与这三瓣

花有关，温暖中却带有些许感伤。 ”这是白

珀与由六块圆木组成的壁挂的遇见。“盏身

的黑釉上有银色丝发斑纹， 隐约泛着幽蓝

光泽，美得含蓄。 ”安德烈被手中的黑瓷盏

吸引住了，手捧茶盏久久不放，看得入迷，

连饮茶都忘了。这些瞬间奇妙得无以名状、

无法言传。正因为它们如此美丽与美好，才

能在不同的心灵里引起震颤，引发回响，引

得心潮澎湃不已。

阅读小说，固然要在意其故事情节，却

也不必被情节所束缚。 缤纷多彩的情节常

常包围着一个闪闪发光的精神内核。 在整

天打打杀杀、没人读书的年代里，黄韵秋是

外人眼中十足的疯子。他装疯卖傻，但只要

有时间就偷偷地教安德烈画素描、做泥塑、

教锔瓷。他的一生，都在努力揭开“花火”瓷

的秘密。他不仅躬身实践，还经由授徒讲学

来曲折地圆自己的艺术之梦。 林陌立志要

建一栋千恒岛上最壮观最雄伟的大楼，“楼

的东面看得到千恒岛最初的太阳， 而在楼

的西面，见得到夕阳的最后一道余晖”。“这

座楼，藏得住昼夜流光，经得住千古风霜。”

他倾注了所有的爱，所有的心血，所有的财

富，耗费了 20 年的时光。 他建造的已经不

是一栋楼，而是一个梦想。 不独林陌如此，

尼雅、颜非、林海涛、黄韵秋、福叔、千瞳、姚

静等人，都在坚持之列。 虽然在世人看来，

福叔想把一碗沙茶面做好的梦想， 显得不

够壮阔不够远大，但是，谁又能认为把沙茶

面做好会比做一个好医生更容易？ 人心之

所以痴迷，只因为快乐，与其它无关。

千恒岛也好，木棉岛也罢，其实都有鼓

浪屿的影子。 正如尼克对深蓝的痴迷流露

出的是他的乡愁， 李秋沅对鼓浪屿的书写

也不是乡愁的体现吗？ “你相信，当一个人

倾注所有的心血在他所爱的物件上， 这物

件将因为他的爱而有了生命吗？”我当然相

信。 正因为此，我才在《千恒·流光》中领略

了这亦真亦幻的美好风光， 和风光背后痴

迷于心中所爱的、持久动人的内里。

（《千恒·流光》李秋沅/著，福建少年儿
童出版社 2018 年 2 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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