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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我青春年少的时候，那一
场浩劫让刚刚迈进中学校园的我无
书可读。 学校图书馆被贴上了封条，

我们像干涸的沙漠上渴望清泉的小
鱼，透过图书馆窗户，望着里面丰富
的藏书，焦躁莫名。 后来我们终于不
管不顾地砸破图书馆的窗户，爬进去
偷书。 有同学去报告了工宣队，偷书
者全军覆没，偷来的书悉数没收。

幸运的是，我偷得一本薄薄的红
封面的《金蔷薇》因为藏在裤腰间，被
宽大的衣服盖住而没被发现。我不敢
与人共享，带回家吃了独食。 那时我
根本不知道这本书的作者康·巴乌斯
托夫斯基是谁，但我记住了《金蔷薇》

这个名字， 这本书成了我的文学初
恋，启蒙我日后走上了文学道路。

如今的文学青年可以说非常幸运
了，学校有图书馆、网上有购书城。 发
表文章也比较容易，有报纸、杂志以及
网络平台， 也能尝试参加各种文学比
赛。 本书作者张睿知就是参加了由文
学报和上海市作家协会联合主办的首
届 “禾泽都林杯” 散文诗歌大赛获了
奖，在颁奖典礼上认识的，我是大赛的

评委和颁奖嘉宾。那时的她，还是一个
小学五年级的学生， 也是参赛者里获
奖的最小一位作者， 我摸着她的头告
诉她，文学的路很长很艰难，要不断学
习，坚持不懈才能成功。

以后，睿知同学也会将一些学校
里得奖的作文发给我看，我忙于杂志
等诸事，也没有好好去辅导过她。 现
在，惊喜地知道她一路努力，一路前
行，已经成长为一个亭亭玉立的高中
生了。 又惊喜地知道她不断创作，竟
然要出书了。 可喜可贺！

一个喜爱文学的人， 从读书到写
作到发表到出书， 一般这个过程中半
路的淘汰率非常高， 睿知同学能坚持
下来自然很不容易， 这当中我发现了
她的聪慧，她的灵动，她的追求，她的文
学梦。 她给这本书取名为《越山》，我问
她为什么取这么一个书名， 睿知同学
一板一眼地告诉我：第一重意思是“越
地之山”。 “吴越”连着“夫差勾践”，史学
演绎中用得不少。 而睿知同学老家在
绍兴附近，小镇位于崇山峻岭中，这一
定是她对自小生长之地的纪念； 第二
重意思，为“越来越……”。 我的理解是

睿知同学集子中的文章虽文体格式各
异，写作时间参差，但她希望写出越来
越多的文章， 本书也见证了她近十年
来写作风格的成长过程；第三重意思，

睿知同学认为是“跨过”。 她说，我虽生
在群山中，然“好男儿志在四方”，不愿
拘于重山。 为之奈何？ 自当“越山”。 从
睿知同学的解释中， 我们看到了后生
可畏，后生可敬。

本书分“识花（小学篇）”“穿雾（初
中篇）”“越山（高中篇）”三个章节，三
个学生阶段的文章包罗万象，有散文、

有诗歌、有小说、有论文，甚至还有调
查报告。 从这些文章看来，睿知同学
的文风很朴实， 写家乡：《家乡的桥》

《不灭的炉火》；写长辈《愿您慢慢变
老》《岁月偷不走的你》《感恩》； 写生
活：《柿子熟了》《我学会了洗衣服》。

写诗歌：《雨碎江南》《城市、 建筑、文
化》； 写散文：《行泊远方》《启明星》；

写小说《重山》；写论文：《立世之本为
真知》《这才是真相》； 睿知同学还关
注家乡的发展，写了《一份关于新昌
县旅游发展的可行性报告》，渴望家乡
发展的情感跃然纸上。读了这些作文，

我认为她最重要的优点是善于观察与
思考，入笔又不拘于形式，大胆构思，

真情创作，这是难能可贵的。

我先后两次赴俄罗斯寻找我的
文学初恋，我还想再去一次，真想带
着睿知同学一起去，去亲近那些文学
大师，相信我们的下一代终将超越我
们，我们的文学事业后继有人。

（《越山》张睿知/著，上海文艺出
版社 2019 年 11 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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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文君与童年成长的秘密
唐池子

作为中国新时期儿童文学发展的重要

代表作家， 秦文君用独特的创造力率先创

立了中国儿童文学幽默校园小说体， 这种

文体一扫沉闷， 给广大青少年读者带来了

一股灵动清新、活泼快乐的阅读风潮，同时

也在上世纪 90 年代打开了一扇与童年生

命平等对话的文学之门。 写作四十多年来，

她孜孜不倦地对小说等多种叙事艺术进行

探索， 凭借对童年生活的细致观察和非凡

洞见，为孩子们逐渐建造了一个意味丰富、

斑斓多彩的童年世界， 展现了既单纯天真

又丰盈茂盛、 既细腻温暖又复杂微妙的童

年生命美学，揭示了童年成长的神奇秘密。

她的创作标识了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高

度，对儿童文学发展意义重大；她以高度现

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糅合写作的笔法， 多年

来对中国当代童年教育的细致观察和思

考， 她的文学世界如同一轴聚焦中国当代

童年社会的发展缩影长卷， 对了解和探索

中国当代儿童教育和儿童观的新发展也有

重要思想价值。

少年儿童出版社这套 “臻美花香文

集”，是一次出版的大手笔，精选秦文君创

作儿童文学 40年来最富特色、最受读者欢

迎的作品， 这是希望从秦文君磅礴丰富的

文学世界，理出一道文脉清晰、格调独特的

文学风景线， 同时也为读者崭新进入秦文

君的文学世界，创造一条独特的芳香书径。

梳理秦文君 40年儿童文学创作脉络，

整体大致可以梳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

上世纪 80年代的井喷期， 这是秦文君儿童

文学创作的第一个 10年； 第二阶段是上世

纪 90年代创新巅峰期，我们可以称为“贾里

贾梅时期”，从 1991年到 2010年，关于贾里

贾梅和他们的伙伴们的 9部作品的创作，历

时二十载春秋，塑造了贾里、贾梅、鲁智胜、

林晓梅等一群个性鲜明的当代少年形象，写

这群孩子从初一到高中毕业这段时期的生

命成长，刻画了这个少年群体拥有的生机勃

勃又多思多愁的青春时代。获得艺术生命的

贾里贾梅们成为了一代少年儿童亲密的童

年伙伴，影响深远。 这个系列的主要作品集

中在 90年代发轫出版， 这个时期算秦文君

创作的第二个 10年； 第三阶段是新世纪以

来一直延续至今，称为秦文君创作的变法成

熟期，丰富多彩的 20年。

秦文君在第一个阶段创作了一批精彩

的短篇小说， 算是在儿童文学文坛牛刀初

试， 才华毕现。 闪现了一批才华四溢的佳

作，井喷效果造成焰火般炫目的光亮，让人

惊艳难忘。 这些作品来源于生活，具有真切

感人的力量， 这阶段的语言饱含诗意、凝

炼，透着悲悯的情怀，思想深刻，作家关于

童年美学的基本特点已初步形成。

在第二阶段，也就是“贾里贾梅时期”，

秦文君将幽默校园体小说这个文体推向一

个前所未有的发展高度。 幽默并非作家独

创，秦文君的幽默校园体小说，首先将幽默

精神引入校园小说创作中， 如同一股清新

活水，校园小说写作一改沉闷、凝重，展现

出当代少年精神气质相吻合的文学风格，

人物的幽默、语言的幽默、故事的幽默，通

过人物形象塑造、 文学语言艺术和故事讲

述方式传达出来。 同时作为一种文体，秦文

君创立了多人物多形象的少年群雕系列，

记录了一部当代少年青春成长风景线；创

立了主配角错峰出镜的结构方法， 具有一

种“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

阅读趣味。

第三阶段变法成熟期， 在取得个人的

巅峰辉煌后， 写作上日臻成熟的作家并没

有圈囿自己熟悉的部分继续捶打、 止步不

前，而是更加扎实沉静地深潜童年生活，选

择向更宽广的领地进发， 创作了多彩多色

的 20年。 这阶段的创作，秦文君不再只聚

焦于青春成长小说， 随着对童年生活和儿

童精神更深的了解和领悟， 她手中那支擅

长捕捉青春期少年心理的笔变得越来越轻

盈、单纯，这位用写作来生活、思考的作家，

成功转身变法， 又创作了一大批优秀的低

幼童话、儿童小说、散文随笔，高产高量。

在童年感觉上， 这个阶段的秦文君的

文学感觉越来越散发天然的母性亲和力，

审美风格越来越接近纤巧温婉， 同时生命

感觉越来越臻于一个纯净的小女孩， 她日

渐抵达靠近自己的童年时代， 关于自己的

童年记忆越来越清晰， 随之变化的是写作

的语言也越加清浅轻盈起来， 形成了一个

天然恬静让人徜徉的小小女孩世界。

从三个创作阶段逐步追溯， 秦文君所

有的创作都在庄严而清晰地表达自己的儿

童观：每个孩子是不可替代的奇迹。 成长非

易事。 尊重童年生命的尊严。 是的，世界从

来没有完美天堂，童年也并非田园抒情诗，

用以表达儿童生活的文学需要作家用一颗

孩子的心灵一双孩子的眼睛去真切感受，

真实表达。

从这种儿童观出发， 我们可以归纳出秦

文君创作内涵的三个基本特点：第一，没有减

弱儿童文学的文学性， 儿童文学的本质首先

是文学；第二，没有把儿童概念化、群体化，儿

童是这一个，各自有丰富、复杂的生命感受，

自成一个小世界， 这个小世界值得成年人好

好关注、了解；第三，没有把童年简单化、诗意

化，童年是儿童的生命成长过程，这个过程有

独有的快乐、天真，但同时也充满各种成长之

痛，关注儿童成长的艰辛不易，引领儿童心灵

成长。

对应内涵的三个基本特点，秦文君的

作品在艺术风格上也呈现两个显著特点：

第一，始终关注儿童心灵成长及其成长环

境 ， 从文学内核把握审美体的本质 ，从

“常”与“变”的辨证关系观察探究儿童的

精神成长轨迹。 “常”是儿童的天性：单纯

美好率真，“变”是成长过程中种种无法预

料的遭际。 无论遭际如何，只要孩子永远

保持永真向善的天性，保持干净坦荡的心

灵底色，世界才有希望，人性才有希望。 从

这个层面上看，作品具有一种深刻大气的

气度。 第二，用丰富的文学手段表现童年

的小世界，似小非小，以小见大，折射出关

照生命的大情怀。 丰富的文学手段包括个

性化的人物形象、鲜活的小说语言和入骨

的细节刻画。 她用小说的笔法生动刻画了

中国现实童年。

总而言之，秦文君的文学世界 ，神似

一个丰茂的森林。 在这个森林里，你会发

现是她在文学中选择了天性是爱的儿童

文学， 也是儿童文学选择了天性是爱的

她，她骨子里向往的高贵、丰富、博大、灿

烂、 美丽都是与儿童文学天然吻合的，她

勇敢地担当了这份文学命运，从此她的眼

睛再也没有须臾离开过孩子，她尽毕生心

血，至今仍然毫不松懈，用自己的每笔每

划去寻找和遇见童年，她坚定、倔强、不由

分说地站在童年的原点，就像执着站在那

个丰茂的森林中心，她渴望牵着童年的手

走向无限可能的未来， 只要心中有光，她

从不畏惧害怕。 她像一个守护童年心灵王

国的歌王，侧耳倾听，发现了潜藏在童年

生命灵魂深处的美学密码，她为被我们定

义为天外来客的孩子们唱出了那首来自

童年灵魂深处的歌。 永远祝福童心璀璨、

臻美至善、创造不竭的秦文君老师。

作家 点击

秦文君“臻美花香文集”，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9 年 8 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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