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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文军为自己的童话集起了个

颇富时光气息和传统滋味的 名

字———《慢慢说书人》。 “慢”，显然已

成为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的词汇 ，

儿童在快点再快点的催促中长大 ，

社会在讲求高效的律动中前行 ，传

统的、舒缓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已

经被目送为渐行渐远的“过去”。 《慢

慢说书人》 的写作意图也便在这样

的溯洄中呼之欲出。 作家借助传统

说书人的讲述方式， 借助童话以幻

想蕴含哲思的文体特质， 传达那些

穿越时光仍应为人类记得并珍视的

心灵光亮与美好。

《慢慢说书人 》 由一位贯穿始

末的说书人 “慢慢先生 ”将 11 个相

对独立的故事与连缀起来。 作家为

这位说书人专立前传 《慢慢先生 》，

以善意的夸张 、戏谑营造出民间故

事的喜感滋味 ，凸显了慢慢先生与

时下格格不入的慢节奏 ：别人说一

句“妈妈做的饭可真好吃啊 ”，三下

五除二就把饭吃光了 ；慢慢先生说

半句 “妈———妈———做———的———

饭———”，饭就已经凉了。 然而慢有

慢的好处，慢慢先生将 “生活 ”不但

看做一个匆匆前行的动词， 还是一

个五彩斑斓的形容词。 他咂摸着生

活的滋味，思索着如何对待生命，对

待他人和对待自己的内心。于是，慢

慢先生有了一笔宝贵的财富， 也找

到了“说书人”的诉说方式 ，在一个

快到简直停不下来的时代， 以故事

带给大家片刻小憩中的心灵检视。

如前所述， 黄文军以轻松的调

子讲述慢生活的故事， 时常点缀点

儿夸张，点缀点儿戏谑，努力还原着

民间故事的滋味。 每个故事之前开

启的那段对白，是听众 “我 ”与慢慢

说书人的对白， 故事套故事的讲述

形式，类于《一千零一夜 》，《坎特伯

雷故事集》等，如同说书人这个词汇

所凝结的文化滋味， 是属于民间传

统形式的围炉夜话，娓娓道来，将生

活的平凡与故事的神奇穿梭交织。

11 个童话故事充分展示了黄文

军的想象才华，作品的核心分为上下

两篇，分别为“天上的他们”与“地上

的我们”。 作家常常以挑战时空边界

的方式突围想象的惯性，呈现出空灵

感、奇异感与哲思意味的融合。 故事

的讲述中融合着中国古代先民对浩

渺星空的绚丽遐想，比如《银河摆渡

人》《流星师》等；天上的神仙也像传

统童话一样，常常落入凡间，比如《镶

星人》中，天舟倾覆，镶星人掉落人间

水潭，被一位老伯一网捞出。 主题意

蕴上，《慢慢说书人》有着经典童话的

肌理。 尤其值得提及的是，黄文军的

这些童话既是古典的， 又是现代的；

既延续着传统童话借说故事传递人

生况味， 播种美好与善念的种子，也

具有现代意味的解构与反思。

在这 11 个独立的童话故事中，

无论是“天上的他们 ”还是 “地上的

我们”，无论是仙界还是人间 ，每个

生命个体都面临着属于自己的职业

选择，也即生活选择。 慢节奏下，作

品努力复苏人物对生活之味、 点滴

之美的感知能力， 思索给予与索取

之间的价值判断。 《镶星人》中，一位

职业镶星人披星戴月、 默默无闻地

工作，产生了职业倦怠。 而一位捞浮

萍的老人几十年如一日， 非但不觉

乏味， 还从平凡平淡中寻找到了美

感、快乐与幸福。这样一种山水田园

般的恬淡生活态度是传统的， 显然

意在对抗现代社会过于强烈的目的

性与功利性。故事的设计中，还有一

种现代宇宙观 、 生态观的自然融

入———越来越脏的星星， 越来越多

缠绕天舟的灰烟草———这种人类破

坏自然的反思， 是传统童话中所不

具备的现代意识。

作品往往构思巧妙，幻想与思想

关联，既是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的，又

是深蕴思考、根在世间的。 认为自己

默默无闻的镶星人离开岗位的那一

晚，既有的平衡被打破，广袤的星空

竟然不见了。许多看似不重要甚至可

有可无的工作，其实恰恰是不可或缺

的。 这个意蕴接下来被连环扣响：落

入凡间的镶星人急着找电报局给天

空规划局发报时，终于找到了一个三

十年都没有顾客光顾的电报局，见到

了一位坚守三十年守来了镶星人的

老爷爷。历经人间得以换个视角打量

自己工作价值的镶星人，找到了心灵

的归属与满足。 这样一种寻找与确

认，是多个故事的主旋律 ，如 《猎云

人》那个忠于自己梦想的孩子，《小墨

匠》中那个坚持寻找真相的孩子。 刘

易斯·卡罗尔曾经说过， 童话是成人

提供给儿童的爱的礼物。 《慢慢说书

人》显然是对经典童话价值意蕴的致

敬。作家视童话为一种解读世界的方

式，而非仅仅以拟人拉开生活距离的

讲故事方式。 在这样的童话讲述中，

作家期望达成的，是成人与儿童的心

灵对话，生命交流。

印象里，《慢慢说书人》中所辑的

多个单篇是获过奖的，比如《镶星人》

《猎云人》 等。 黄文军的这些童话故

事，确实是闪光的故事，尤其是上篇，

有童心与想象织就的星光浪漫，更有

智慧与思索隐喻其间的闪烁回甘。

（《慢慢说书人》黄文军/著，浙江
少年儿童出版社）

回望童年，遇上孩时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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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本优秀的童书都有一种独到的

童年“发现”。 “冰心奖名家典藏图画书”系

列里的作家与插画师，从各自儿时的经验

出发，以细腻的笔触，天真的构想，透视着

童年的生动。 绘本里的人物和故事带有明

显的时代特征， 纪录着中国式的儿童生

活，它们有关亲情、爱、友谊，也关乎悲伤、

惋惜、惆怅和喜悦，儿童的内心被细腻地

描摹。 生长与情感在文字与插画之间的呼

应、衬托、协作中予以解答，表达着丰富的

儿童精神。

《校庆日的礼物》讲述了一个关于传承

与感恩的故事。 中国古典美学中常以竹喻

人，如吴镇的诗句：“抱节元无心，凌云如有

意。 置之空山巾，凛此君子志。 ”竹，隐喻着

独立清逸的人格，清洁孤高的君子豪气。 竹

的四季常青蕴含绵延不绝的生命力， 内空

代表豁达、谦和、虚怀若谷，层层竹节象征

着人的风骨、节操，竹的挺拔、潇洒，对应人

格的正直、 清高。 徐鲁的这一绘本以竹明

志， 讲述乡村古老传统陶冶少年心智的故

事。 青山绿竹伴随着孩子的成长，也以其生

命的轮回和不断拔节影响着少年的内心。

平淡、温馨的生活，扎实、精湛的手艺，以及

父亲的质朴， 对孩子的内心产生潜移默化

的影响，并植入爱的种子。 爱是简单、朴实

的，是中国乡村式的醇厚与诚实。 父亲传承

着一门赖以糊口的手艺， 也传承着一种信

念，一套为人处世的价值观念，它凝聚着传

统文化中人与人交往中的情义， 接人待物

的厚道，知恩图报的伦理。 校庆日这一天，

父亲替儿子精心准备的礼物， 成为儿子与

自己的礼物。 当校园里的油纸伞像花朵一

样点缀其间， 儿子用爸爸的方式表达对学

校和老师的感恩， 这也正是父亲通过手艺

传承的一种美善，安于岁月的平静，凭手艺

生活，知恩图报。 竹制品的精巧和实用，是

父亲期许儿子长大成器所具备的人品，在

这份给学校与他人带来的惊喜中， 也蕴含

着父亲对儿子的希盼。

《姊妹坡》对童年的回溯是舒缓的，随

着一只化身蓝蝴蝶驻足在儿时的晾衣杆

上，童年的情境徐徐展开。 绵延流长的情

感描述， 揭开小女孩缜密而细致的心思。

妹妹对姐姐的粘着和依恋，姐姐对妹妹的

守护及影响，都透露着中国式乡村古老的

人情乡俗。 姐姐的坚强与执拗，大胆和勇

气，面对困难时的沉稳，都安抚着弱小的

妹妹。 姊妹坡成为两个女孩情感的依栖之

地， 也是她们童年里眺望人生的瞭望点。

宋朝严羽倡导“言有尽而意无穷 ”式的含

蓄，在这一绘本中得以充分的体现。 小女

孩的情感波动，被爱的欢喜以及对自然的

渴望，都以不经意的文字与和美的视觉映

像，如诗如歌地描绘着，形成淡雅、轻盈的

美。 绘本中蝴蝶的影像与小女孩的内心相

互映照，将心理活动描绘得细腻生动。 那

只轻灵、充满活力的蝴蝶，成为小女孩成

长中生命力的化身，它独立、自由、孤芳自

赏，对大自然充满渴望，是姊妹俩所期盼

的人格写照。

张洁《跨越的秘密》里的童年，洋溢着

许多只有小孩才能感觉到的精致心思。 一

条小巷，一家店，一群玩闹的孩子，一条需

要一越而过的沟壑，都成了一个小孩日常

中要思虑的问题。 那条沟成了大问题，它

横躺在小小的“我”与必去的小店之间。 每

一次的犹豫、鼓劲、跨越都是一次心灵的

雀跃，然而每一次的成功，却无法消除对

裂缝的恐惧。 绘本里，插画师加入了许多

魔幻元素，被当成坐骑飞翔的燕子 ，隔壁

奶奶种下的巨型蚕豆……这些亦真亦幻

的画面，让小女孩细腻而又丰饶的想法具

有了感情的质感，也让孩子的每一次雀跃

有了飞翔的感觉。

张秋生先生的 《三层阁楼上的孩子》

中有一只顽皮的小猫 ， 它住在邻家的顶

层，与阁楼上的孩子算是真正的邻居。 孩

子与猫总是相互注视着。 孩子与小猫在夏

天经历了失去亲人的痛苦，阁楼里的孩子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读到了童话，奇幻的世

界开始与他的内心联络在一起。 绘本里对

童年的讲述是双重的，没有省去时光回返

草木的颜色、风的呼啸、阁楼窗户里透进

光的温度， 也没有忽略孩子的绵长苦痛，

它们随着时间倒退与放缓变得一点点地

清晰而明澈，像许多人心中难以忘怀的某

件事。 阁楼高处的小猫，与离云很近的孩

子，彼此同外界的心灵交流，让暮气沉沉

的世界多了些活力与欢快，而孩子的幻想

也成为他冲淡不堪之痛，与生活和谐相伴

的办法。 童话不只是一种儿童的读本，它

成了一位童话大师的精神伴侣和师友。

在《外婆不说话》里，外婆整日都不讲

一句话，她的手却给孩子带来惊喜。 在吕

丽娜的这个绘本里，世界充满了红红的温

暖，给人以安详和安全，平静的日子里，不

停闲的外婆灵巧的双手， 与不说话的她，

构成了画面的声与静，动和止 ，平淡而又

深远的意味， 中国式的含蓄与意味深长，

从无声的外婆与有声的动作中，星星点点

地跳跃出来。 那些红色剪纸剪出的小动

物，活灵活现地与小孩待在一起 ，那一件

贴身更贴心的毛衣是寒冷时外婆拥抱的

双臂，母性的体温与爱一点点地从心传递

到心，温暖着孩子。 岁月流长，药锅隐含着

人对生老病死的一种眷恋，也表达着满含

亲情的不舍，生命沉重的话题 ，因为有了

咕咕作响而拙朴的药锅 ， 变得悠然而恒

久。 不说话的外婆时刻与孩子分享着可以

听到的美丽，她们敞开了心扉 ，世界便多

了一分精彩。

“冰心奖名家典藏图画书”系列融合儿

童天性与中国传统美学， 它们从小的童年

事件入手，几朵小花、一只蜻蜓，一册童话，

满操场的油伞，手中的剪刀，节日里飞上天

空的龙灯，这些星星点点的平常，展开了丰

富、 辽阔世界的画卷， 写出孩子们美的天

性。 人与人的和谐交往，爱的围绕，长辈的

呵护，姊妹间的知情达理，都被真切的细节

描绘出来。 儿童在古老的传统文化熏陶下，

品德与性格得到滋养， 中国传统文化的元

素成为儿童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精神食粮，

它们凝聚着千百年传承下来的神采和意

蕴，让儿童氤氲其中，一点点长大。

作为一套由不同国家的作者与插画

师共同完成的绘本系列，作家与艺术家能

够彼此心有灵犀，默契地点燃自己的创作

灵感，让理解穿越不同的文化 ，从不同角

度描绘相同的主题，将童年的主题表达得

相得益彰，这也应证了那个道理 ：童年既

是人生经历，也是人类共通的语言 ，用它

表达的艺术是长久的，也是属于世界的。

（《中国故事绘：冰心奖名家典藏图画
书》徐鲁、翌平/主编，青岛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