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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

风悦 读· S H I J I F E N G· 輥輳訛

多少年以前， 当我还是梳着两根麻花

大辫子的初中生时，一本薄薄的小书《金蔷

薇》，让我第一次接触了俄罗斯文学。它像

一抹灿烂的阳光，照亮了我幽闭的脑海；更

像一片蓬勃生长的高高白杨，风吹叶落，把

文学的种子撒在了我的心田。

那是我的文学初恋， 那种扑面而来的

美好让我头晕目眩。从此，我记住了康·巴

乌斯托夫斯基这个长长的名字。之后，我又

读到了他风靡世界的“梅拉尔”系列，情不

自禁被作家神奇的笔触牵引着，走进森林、

海洋、田野、河流，飘逸的晨曦、坠落的夕

阳、大大小小的湖泊、曲曲弯弯的小溪……

多少年以后， 当我从相伴相守了近半

个世纪的文学岗位上退下来时， 我决心去

俄罗斯寻找我的文学初恋， 寻找影响了我

一生的“梅拉尔”那片神奇的土地。从 2017

年开始，我先后三次赴俄罗斯，从莫斯科郊

外那一片片树干上睁着无数只眼睛的白桦

林， 到伏尔加河两岸滚动着金黄色麦穗的

旷野；从索罗恰乡间无边无际的草原、黄豆

地、草垛子，到梅拉尔深处洇染着墨绿色的

丛林……一路寻找着老康的创作轨迹，也

一路走读着俄罗斯大自然如同油画一般的

美丽风光。

我终于明白， 为什么俄罗斯这片神奇

的土地， 会孕育出那么多如雷贯耳的世界

级文学大师；我也终于懂得，大自然是举世

无双的天然教材， 你只要从中撷取一根枝

叶、一滴水珠、一片云彩、一缕阳光，你就会

在不经意间走进一个未知的缤纷世界。

2019 年夏天，我去乌克兰寻找老康青

少年时期的成长轨迹。 我在基辅大学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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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意外又惊喜地发现：他居然还是一位伟

大的儿童文学巨匠， 他曾经写下大量的儿

童文学作品， 在俄罗斯拥有无数的少年儿

童粉丝。 对于这样一位早在上世纪六十年

代就差一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世界级文

学大师， 为何会俯下身子为小朋友们写下

这么多的儿童文学作品， 又为何会将自己

追求一生的自然文学， 用少儿读者喜欢的

形式展示给他们，我产生了探究的欲望。

我决心去寻访老康的童年。 那是一个

名叫贝里普恰的小村庄， 它是老康爷爷的

故居，也是老康童年玩耍嬉戏的地方。我无

法形容这个朴实无华的小村庄在斜阳下露

出完整面貌的那一刻， 带给我的安谧和宁

静。 村口那一条蜿蜒穿过田野流向远方的

河流，闪动着鱼鳞般的银光。河边矗立着一

块黑色的大石碑， 上面刻有老康留下的两

行字：我在这里度过了童年，每天都像过节

一样快乐！

村民们把这条河叫“露珠河”，河边的

小山丘和长满茅草野花的旷野，是村里孩

子们天然的游乐场。老康从六岁开始来到

爷爷家生活，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度过了他

一生中最最难忘的快乐时光。后来他去了

基辅上学，但每逢周末，他还是会回到爷

爷家中，跳进河里游泳，钓鱼摸虾。河水宽

阔处形成巨大的湖泊，春天湖面上到处都

是鲜绿的菱角， 夏天则长满了荷花莲藕。

老康和爷爷一起划着小船在湖上采摘菱

角莲藕，野鸭张开翅膀拍打着水花，老康

嚼着莲子，满嘴清香，将绿色的壳扔在野

鸭的脑袋上。

我相信， 这样的快乐带给老康对生活

的感悟， 是他在课堂上和书本中都感受不

到的。老康笔下的童话世界，一定来自这个

名叫贝里普恰的小村庄， 来自他身边的大

自然。这样纯净、快乐、无忧无虑的童年，这

样清甜、美好、没有肮脏和丑陋的天地，如

今去哪里寻找呢？

从贝里普恰回到基辅， 我就开始在这

座城市的大小古旧书店里穿行， 我想收集

老康描写大自然的儿童文学作品， 我也希

望有机会将它们介绍给中国的少儿读者朋

友。没想到，这一收集，我才知道自己从前

的孤陋寡闻， 才明白老康虽然是俄罗斯自

然文学领域中的一棵大树， 但这棵大树的

背后，还有一片森林！

其实，人与自然的关系，一直是俄罗斯

文学最重要、最深刻的主题之一。在整个俄

罗斯文学的辉煌宫殿里， 有一座耀眼夺目

的长廊，就是“大自然文学”，而在这座长廊

里留下优秀作品、竖立不朽丰碑的，则是一

长串如雷贯耳的名字：普希金、托尔斯泰、

屠格涅夫、普里什文、斯拉德科夫、比安基、

希姆、巴乌斯托夫斯基……

苏俄文学曾经是几代中国人的精神

记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引进了数

量众多的优秀苏俄文学作品，却似乎忽略

了俄罗斯“自然文学”这座百花盛开的长

廊， 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十分遗憾的事情。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高速发展是全世界

有目共睹的，但与此同时，人们对大自然

无度的索取和疯狂的掠夺，也是令人深深

担忧的。 人和自然之间的平衡开始被打

破， 挥霍和透支子孙后代的生态资源，成

了不争的事实。 更让人心生惶恐的是，在

这种索取和掠夺的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

互相争斗、彼此算计，渐渐成为常态；从前

流淌在人世间的那种温情、善良、与美好，

离我们渐行渐远……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 适时引进俄罗

斯“自然文学”，无疑有着积极的重要意义。

这里首先推出的五位俄罗斯文学大师，同

时也是享誉世界的“自然文学”代表作家。

他们是：巴乌斯托夫斯基、普里什文、斯拉

德科夫、比安基、希姆，我们精心选择了这

五位作家最优秀、最畅销的儿童文学作品，

奉献给中国的少儿读者们。

巴乌斯托夫斯基的作品浪漫地再现了

现实生活中的动物和植物， 他用行云流水

般的语言，描绘出光线、气味、声音这样无

形的生命；他笔下的童话故事，是现实和奇

幻的交织；他故事中的童话人物，温暖、善

良、美好。大自然的美和人类情感的和谐交

融，是巴乌斯托夫斯基一生追逐的理想。

而普里什文的作品中， 则饱含着作家

对大自然命运的忧患意识， 他预见到人类

文明进程中，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不仅可

能毁坏大自然的生命， 同时还会导致人类

在精神、道德、审美情感上的麻木！他的作

品充满了对自然万物的爱， 他的文字会带

领着你， 亲吻泥土的芬芳、 辨别百草的奇

异、探寻密林的馥郁、倾听溪流的吟唱……

让你在欢快和光明中，对人与自然的关系，

进行哲理性的思考。

斯拉德科夫更像一位诗人， 他用爱和

好奇锻造出一把神奇的钥匙， 并用这把钥

匙为你打开大自然———一切生命的奥秘之

门。 门里面的风景很迷人， 你会惊叹于海

洋、沙漠、雪山、苔原的多姿多彩；你也会折

服于蓝天、大地、宇宙、苍穹的广袤与浩瀚！

比安基最爱讲述动物和植物的故事，

你可以跟随着他的故事走进大自然这本百

科全书。在这里，你不但能和大自然交上朋

友，你甚至还能学会做大自然的主人，培养

自己做人的重要品性。比如：善良、真诚、勇

敢、坚强，不畏强暴、扶助弱小，嫉恶如仇、从

善如流……

希姆的神奇之处在于， 他可以将动物

的对话，翻译成人类的语言，这就无形中使

得你的认知世界，一下子扩大了一百倍、一

千倍！ 希姆还是一个极其会讲故事的人，他

会把生活中的你， 巧妙地变成他故事中的

主人公。当你在他的故事中，突然看到熟悉

的自己时，你千万不要惊掉下巴，你只要细

细地去琢磨：我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我难

道也可以这样吗？终有一天，你将意识到，

自己的未来，其实有许许多多的可能性。

我去追寻一棵大树 ， 却发现了一片

森林。

现在，这片森林就在你的面前，你愿意

走进去，探究其中的奥秘吗？

（本文为《大自然里的故事》序， 福建少
儿出版社 2020年 7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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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过古华园，“吴根越脚”的遗
韵，古朴典雅的意境，让身心顿时澄
净起来。

我似乎听到一种生命不息的声音，

多少曼妙，缘于这里的每一寸土地。

有节奏的韵律缓缓低吟，在白朗
宁夫人的十四行诗里，宛如一些动人
的标点。

古华是这块土地的别名……花
木扶疏，有亭翼然，在“南唐第一桥”

上，古风扑面，清流回环，似闻隐隐丝
竹，暗香浮动，伴着呜呜悠长的蝉鸣，

令人思绪横飞……

看着照壁上大型的青石浮雕，看见
孔子唯一的江南弟子言子讲学的场景，

思绪倏忽间回到沧桑历史深处……

我恍若看见两千多年前深秋的
黄昏，一个头戴方巾的青年，坐着破
旧的牛车，从爬满荆棘的旷野，穿过
荒凉古老的寒风，踏着干枯沉陷的草
塘残荷，风餐露宿屡经周折，来到这
方土地上设坛传道，以儒学礼仪开花
江南……

他便是孔子门生 “七十二贤人”

之一，号称“南方夫子”的言偃。 乡民
们感化其教化恩德，世代尊奉这位贤
人。 从此古华有了另一名字———“奉
贤”，一个优雅而高尚的名字。

碧 净

蓝天碧水的温馨，让我感觉浑身
松释和柔软。从喧嚣的都市来到了自
然怀抱， 间杂着现代化的文明标示，

人和自然之间，一切没有界限。

去年此时我正在京都， 感觉两
者有许多相似， 最明显的感受就是
干净 ， 干净的街道 ， 干净的楼房 ，

干净的天空， 这是现代文明的凸显。

空旷的道路只见到青碧， 清晨从所
住的宾馆出来溜达， 听到了动听的
啁啁鸟鸣， 有人拿着水龙头冲洒路
面。 一切都自然而鲜活， 有种浓浓
的生活传承。

闻到了水的芳馨，看见了绿的渲
染。 在乡村微公园，面对着广袤的湿
地，向天上看看，天是醉朦朦的；向地
下看看，地是醉朦朦的；向树上看看，

树叶是醉朦朦的；向水里看看，水草
是醉朦朦的……忘记了旅途的劳顿
和汗水， 忘记了头顶的赤日炎炎，忘

记了这是夏日最后的酷热。

眼前仿佛是一盅老酒，把人灌醉了。

这种感觉是从一踏上这块土地
就有， 灌木小径上有幽深的绿色，林
间有萦纡的小鸟， 树上有蝉鸣若奏，

池塘里有翠羽婷婷的绿荷，“水天清
话， 院静人消夏……一霎荷塘过雨，

明朝便是秋声”，古人的隽句，给人以
无限的遐想……

老 街

名曰青村。看那一弯古老的石拱
桥，桥下秀水茫茫，两旁的绿树和夹
在石缝里黛色的石苔，可以想见它的
古老。

老街很细很长，若一支长长的洞
箫，鸣奏着历史的歌，变迁的歌。

午后很安静，阳光落在街旁的门
槛上，明暗相间，显得斑驳。

一扇老木门，一把旧铁锁，可以
猜想有多少尘封的记忆。

慢慢走， 感觉到旧时光沉淀的底
色，那些被岁月磨蚀了的物体，妥帖地
组织出安静和美好，让人遐想而流连。

在街边，我看见几个老人悠闲地
坐在石板路上聊天，或者靠在自己门

厅的桌椅上打瞌睡，使我想起高更笔
下的美妙油画。

午后的阳光下，慢慢的走，静静
的，幸福其实很简单。

美 丽

美丽是一种感觉，一种状态……

曹植有《七启》说：“昔枚乘作《七
发》，傅毅作 《七激 》……辞各美丽 ，

余有慕之焉。 ”

此后把“美丽”作为佳好的代称。

美的还有漂亮讲解员清脆的声
音：“十字水街，田字绿廊，九宫格里
看天下，一朝梦回五千年。 ”

坐标，上海的美丽，东方的美丽！

人的视力所及的范围能有多远？

这里的人告诉你： 是无限的! 不抛
弃，不放弃。 这是今人的风格！

站在展示板前，看见一批批现代
人挽着胳膊，正在走来。 十里水街江
海悠，绿廊田字惹乡愁；九宫格里看
天下，杨柳春风拂月楼。

多少美丽的消息。多少次荡出美
丽的弦音。

十年人事几番新 ， 古华———奉
贤，给了我绝美的记忆……

我去追寻一棵大树 却发现了一片森林
袁 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