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两年， 先锋作家马原推出首部儿

童文学作品《湾格花原》时，文坛用了

“跨界” 一词。 近两年来，作家圈里此起

彼伏的童心焕发：周晓枫写了《小翅膀》

《星鱼》，徐则臣写了《青云谷童话》，李

浩写了《没尾巴的故事》，庞余亮更是写

了 《躲过九十九次暗杀的蚂蚁小朵》

《顽童驯师记》《小不点的大象课》等一

个系列。值得关注的是，当成熟的知名作

家写作儿童文学时，为何会被视为“跨

界” ？ 他们的作品与曹文轩、郑渊洁、杨

红樱等专业儿童文学作家相比， 有何异

同？这些都是值得讨论的话题。但不论怎

么说， 越来越多的出版机构和期刊杂志

社，在助推“非专业儿童文学” 的知名作

家写儿童文学。最新一期的《人民文学》

杂志推出了陈希米的《小米兰》，乔叶的

《朵朵的星》。

和所有的儿童文学作品一样， 陈希

米的《小米兰》故事情节很简单，小学校

长兼任音乐老师的爸爸郑重宣布， 赶在

放暑假之前，他要成立一个名叫“小米

兰” 的小小文工团，马上抓紧排练，拿出

一些精彩的文艺节目，到工厂、农村和部

队去演出，用我们的歌声，去慰问奋战在

生产第一线的工人和农民以及日夜保卫

着祖国和人民的解放军战士。作者说，这

篇小说有着他的儿时记忆， 写的是少年

的事， 写的是少年人能理解的悲欢与趣

味。 经过此次“儿童文学” 之旅，陈希米

“像是突然回到了少年， 我发现自己沉

浸在这种趣味中，变得清澈而快乐” ，他

感慨地说：“少年的心里，是有着太多的

复杂情感与思绪的，从这一点上讲，它与

我从前写的那些小说，与所谓的纯文学，

在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其文学的属性，

并没有被改变。 ”

乔叶的《朵朵的星》，涉及到一个名

字：朵朵，和一个意象：星。她创作这篇作

品的出发点极为简单：纪念。“一是纪念

朵朵这个名字。 多年前，有个姐姐说：你

长得圆圆的，小名应该叫朵朵。我很喜欢

这个昵称，却从来没有使用的机会，只能

以这样的方式过过瘾。 二是纪念那些曾

是点心的星星。 ” 原来，在十多年前，乔

叶常常被三岁多的儿子缠着讲故事，讲

着讲着，她儿子也讲了一个自己的故事，

题目叫《天空旅行记》，写的是一只小蜻

蜓，想去月亮阿姨家看看。 妈妈告诉它，

这是很漫长的旅程，会遇到风雨雷电，且

只有遇到白云才能休息， 也不能好好吃

饭……总之很累、很辛苦、很危险。 但小

蜻蜓坚持说自己能行。 当然，故事中的

它最终跟着妈妈克服了种种困难，成功

抵达了目的地，得到了月亮阿姨的盛情

款待。 她拿出了许多小星星给他们吃：

“小星星的味道真不错， 甜甜的， 酥酥

的，香香的，还有一种奶油的味道呢。 ”

在乔叶心中，“朵朵” 和“星星” 都是心

中的柔软处，提醒着她，你也是个曾经

有童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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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发现儿童和父亲

本报记者 郑文丰 文 /图

今年 6 月的上半个月，以儿童节

开始，以父亲节结束，这恰好给我们

提供了一个审视儿童观、 父亲观，探

讨现代父子关系的良好契机。

我们知道 ，现代的“儿童观 ” ，

本质就是要求成人将儿童视作独立

的主体来看待， 而这一观点是逐渐

形成的。法国历史学家菲利普·阿利

斯出版过一部震动西方史学界的著

作《“儿童” 的诞生》，此书讲述的

就是欧洲中世纪 “没有儿童”“没

有儿童时代 ” 的状况 ，因为在中世

纪以及更早以前， 人们是把儿童作

为缩小版的成人来看待的。 十八世

纪 ， 欧洲一场思想和社会的大变

革———启蒙运动， 深刻地改变了人

们的儿童观， 人们逐渐认识到应该

尊重儿童，平等对待儿童。教育必须

适应不同时期儿童的发育水平 ，了

解儿童的心理，顺应儿童的天性。清

末民初，启蒙思想传至中国。随着帝

制的消亡， 延续了千年的童蒙教育

也换了新颜， 各地纷纷设立新式学

堂， 学堂和书商也开始编写新的教

材。一些具有新思想的有识之士，则

对传统蒙学读物中的思想糟粕大加

挞伐。

这一转折，被称为“发现儿童”

或“儿童的诞生” ，“儿童节” 的设

立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最新一期的

《博览群书》杂志推出“名家名作

与儿童” 专辑 ，回溯了现代儿童观

在中国的形成过程：1900 年， 梁启

超撰写了《少年中国说》：“少年智

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

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

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 ” 少年

被寄予了无穷的希望， 少年肩负着

复兴中华的伟大历史使命。 赢得了

孩子，也就赢得了未来；五四新文化

运动期间， 青年与儿童取代少年成

为备受国人注意的新名词。 儿童如

何才能健康快乐地成长， 儿童应该

如何教育， 对于上述两个问题的相

关思考与实践， 最明显地体现了二

十世纪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着现代的

转型。 文章认为，成人与成才，这是

所有人对孩子的殷勤期盼， 也是一

切教育的真义所在。所谓成人，就是

儿童要成为真正的 “人” ； 所谓成

才，就是儿童要接受教育。如何才能

既成人又成才？ 如何让孩子健康快

乐地成长， 如何才能不让孩子输在

起跑线上， 这不仅是一个个家庭需

要面对的问题， 也是国家社会需要

面对的问题。

至于现代的“父亲观” ，则是从

“父亲” 的“失去” 开始的。 我们知

道，父亲这一角色，在传统中国是一

切权力的代表。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

个重要特点，就是“人的价值” 意识

的觉醒。 新文化运动先贤们告诉中国

人，人不是牛马，更不是奴隶，人就是

人，不是别的什么东西。 而要达到向

社会传递这种人道主义、人本主义观

念的目的，需要一些手段。 其中一个

手段，就是攻击父权。 中国封建时代

的父权开始了瓦解的进程。 最新一期

《南风窗》回顾了一百年来“父亲”

形象的演变史，认为“父亲” 是中国

现代化进程中的一块百年垫脚石，在

现代化过程中，“父亲” 日渐走向一

种平等的“权利———义务” 关系。

在现代的 “儿童观”“父亲观”

的背景下，“父亲” 这一角色处境颇

为尴尬，“丧偶式育儿”“丧偶式婚

姻” 的言论屡见不鲜，“男人其实很

辛苦” 的言论没人同情。 《功夫财

经》难得的发表文章，为中国“父亲”

辩护。 文章说父亲节到了，但在当下

中国，说起“父亲” 二字很沉重。 如果

“父亲” 是个岗位，那许多中国“父

亲” 会被认为不称职。 为此引用了一

项腾讯理财的联合调查， 结果显示：

高达 47.8%的人不打算给父亲过节，

而有 36.9%的受访者在父亲节不打

算花一分钱， 其消费力不足母亲节

1/7、儿童节 1/12、情人节 1/13。

为何会如此？ 文章给出的结论

是：中国仍是个男女薪酬不平等的社

会，而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 并没

有改变多少，社会大环境下，男人往

往只能顾一头。

但不论社会大环境如何，为了好

的家庭关系、亲子关系，“父亲” 需要

在家庭小环境上做良性调整，大概是

不会错、也值得做的事。

期刊·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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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期刊

古人形容一个人博学晓畅，往往用“上知天文下知地

理” 来形容。 其实不只是天文和地理，人类所有的文明，最

终都会落脚在时间与空间上。 最新一期的《读书》杂志，展

示了作为空间之学的地理学的两种应用场景。

首先是通过地理学还原《山海经》的尺度。 我们知道，

古人以高山大川为神灵之所栖居，《山海经》中的《山经》

是一部典型的山川地理博物志， 它分东南西北中五方记述

山川，每方又分为数篇，每篇按照一定走向，依次记述诸山

的方位、道里、名称、所出河流以及蕴于这些山川之中的草

木鸟兽、金石矿藏各种物产。 作为一部古老的地理志，《山

海经》一书中的地域范围究竟多广，其度量的标准与尺度

何在，都是饶有趣味的话题。

作者注意到，《山经》各篇均按一定的走向记述诸

山，每记一山均说明其相对上一座山的方位和距离，每

篇之末则总计该篇的总山数和总里程。 里程的计量单

位是“里” ，《山经》的地域范围远远大出了现在的国

家版图。《山经》成书于先秦时期，中原尚未统一，统一

的华夏世界观尚未成形， 古人何以能拥有如此宏大的

地理学视野， 又凭什么手段能够获得如此广大范围内

的地理知识？ 故而现代的地理学者不相信《山经》的数

据为真， 干脆将这些数据都视为凭空杜撰， 认为 《山

经》关于远方山川的记载纯属想象，《山经》的地理学

价值因此大打折扣。 作者认为，既然《山经》各篇明确

记载了各个山列的山数和里程， 如果我们能够断定其

中某一山列在今天地图上的准确位置和起止点， 然后

将《山经》所记里程与地图实测距离两相对照，就大致

能推算出 《山经》 用以度量山川的尺度 。 幸运的是，

《山经》中恰恰就记载了这样一个山列，其位置可以在

今天的地图上准确认定，而且这一山列的特殊情况，也

足以消除对《山经》里程数字可靠性的疑虑。 经过严格

的测量和换算 ，作者得出一个数据 ，《山经》的一里仅

相当于今 0 .02366 里，即 11 .83 米！

作者将这一换算关系代入书中，发现《山经》的幅员与

鲁中山区的范围大致相当， 以商、 周国家的疆域和当时的

动员能力、 技术水平， 完全可以组织专业人员对如此范围

内的国土做全面的山川资源勘测并形成像《山经》这样的

调查报告，这也就意味着，《山经》其书并非前人想当然地

认为的那样，道里数据率皆杜撰，地理记载多为虚妄，而是

一部基于全面筹划、 科学测量、 实地调查之上的山川物产

志。

地理学的第二个场景应用即“地缘政治学” 。从 19 世

纪至 20 世纪上半叶，“地缘政治学” 在世界大行其道，甚

至被法西斯德国充分利用，以致后来各国学界对“地缘政

治学” 讳莫如深。豪斯霍弗，就是 20 世纪地缘政治学承上

启下的人物。 考察他本人以及这门学问的命运，正是近距

离观察这一争议学科的契机， 有助我们今天重新理解近

代百年战争的教训， 以及世界秩序与格局的塑造。 《读

书》刊发的《豪斯霍弗与“地缘政治学的世界” 》作了详

细的介绍。

地理学的两种场景应用

《读书》2019 年 6 月号，月刊

翻译有助于作家形成新文体

《文学自由谈》2019 年 6 月号，双月刊

林少华先生素有“村上春树” 专业

户之称， 长期从事村上春树作品的翻译

与研究工作。 在最新一期的《文学自由

谈》里，林少华分析了村上春树之所以

能够走向世界的原因。

文章开篇， 引用了村上透露的写小

说的两个诀窍：“一个是高尔基 《在底

层》里说的。 一个人说：‘喂，我的话，你

可听着？ ’ 另一个应道：‘我又不是聋

子！ ’ 讨饭啦、聋子啦，如今估计不能这

么说话了，但过去无所谓。我还是当学生

的时候读的。 若是一般性交谈，‘喂喂，

我的话你可听着？ ’‘听着呢！ ’ ———这

就可以了。可是这样就没戏了。而若回

一句‘我又不是聋子’ ，那么交谈就有

了动感。 尽管单纯，却是根本的根本，

但世上做不到这一点的作家很多很

多。 我总是注意这点。 另一个就是比

喻。 钱德勒有个比喻：‘对于我， 失眠

的夜晚和肥胖的邮差同样罕见。 ’ 这个

例子，我说过好多次了。假如说，‘对于

我，睡不着的夜晚是很少见的。 ’ 那么

读者基本无动于衷，一下子跳读过去。

可是，如果说‘失眠的夜晚和肥胖的邮

差同样罕见’ ， 那么文章就活了起来，

就有了动感 。 这样，‘我不是聋子 ’

和‘肥胖的邮差’ 两者就成了我写文

章的范本。 ”

两个规范也好，两个诀窍也好，说的

当然都是文体以及文体的重要性。 那么

村上的文体特征表现在哪里呢？村上说，

节奏比什么都宝贵。字的意象，用眼睛修

改；音的回响（节奏），用耳朵修改。

村上的节奏是如何形成的？ 林少华

认为，没有翻译，就没有村上的创作，就

没有村上这个文体家。 村上也是个相当

不错的翻译家。 他曾以一己之力翻译了

雷蒙德·卡佛全集，此外还翻译了菲茨杰

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塞林格《麦田

里的守望者》、雷蒙德·钱德勒《漫长的

告别》。

林少华认为村上的方法值得华语作

家学习。 他说：“外语是母语的天花板，

古汉语是现代汉语的天花板， 前者的高

度决定了后者所能达到的高度。 而另一

方面，外语又扩大了母语的边界或宽度；

或者说，为汉语的表达，尤其为文学语言

的表达提供了一种启示性、可能性。而新

文体诞生的可能性， 很多时候就存在于

母语同质性或熟识美，与外语（翻译）异

质性或陌生美之间。 ”

■文学期刊

非专业儿童文学作家的儿童文学写作

《人民文学》2019 年 6 月号，月刊

■博物期刊

南北方端午节的异同

《文史知识》2019 年 6 月号，月刊

端午节是我国四大传统节

日之一，但全国各地的端午习俗

并不完全一致，尤其是南北方差

异较大。 例如，端午节的节令食

品是粽子，北方的粽子一般是素

馅甜味，南方除此之外还有咸味

的肉粽子。 南方端午多龙舟竞

渡，北方过去很罕见，近年才从

南方引进了一些竞渡活动。 那

么， 各地端午节的共同点在哪

里？ 差异在哪里？ 又如何理解这

些差异呢？ 最新一期的《文史知

识》杂志给出了解答。

文章认为，五月初五之所以

成为一个节日，是人们根据文化

观点赋予的。 普通百姓则从实际

生活经验出发，发现五月气温骤

然上升， 各种毒虫活动加剧，疾

病增多，直接威胁人类健康与安

全。 所以，五月初五被古人视为

“恶月恶日” 。 各地端午节习俗

虽然千差万别，但是习俗背后对

于端午日时间性质的想象是高

度一致的。 正因为有这样的时间

观念，为了保证顺利度过端午日

这个关卡，人们创造了各种具有

驱邪气、 保健康的民俗活动；基

于对五月五日性质的共同想象，

南北方的端午节习俗大多是一

致的。 端午既然是阳气极盛的日

子，所以人们认为此时的各种药

物药性最强，由此形成端午日采

集药物的习俗，全国通行。 消灭

“五毒” 是各地普遍的端午习

俗。

当然，中国地域广大，南北

方地理环境截然不同，生产方式

不同，地方性的历史传统也有差

异。 因此南北方的端午节习俗既

存在着共同点，同时也存在着不

小的差异。 比如，竞渡是全社会

参与的大规模节日习俗，可在这

方面南北方偏偏存在巨大差异。

南方河流众多，船是重要交通运

输工具。 因此，南方很早就有端

午竞渡活动， 但是在缺水的北

方，基本没有竞渡；再如，端午节

食用的粽子，北方粽子一般都是

甜味的，但是南方除了甜味粽子

之外，还有咸味的肉粽子。 形状

也有差异。 北方粽子都是三角锥

形，而南方除此之外还有长条形

状的所谓“枕头粽” 。 包装的叶

子也有差异。 南方多用箬竹叶包

粽子，它有一种独特的香气。 而

北方没有箬竹，多采用芦苇叶。

由此可见，端午习俗并不是

固定不变的行为模式，而是人们

根据自己的思想观念和地方资

源不断创造的结果。

端午为何成为屈原纪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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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地看，端午节的“插艾

叶、包粽子、赛龙舟” 都是古代

很早之前就有的习俗， 有的更

是远在屈原出生之前。 最新一

期的《国家人文历史》杂志推

出专题封面文章， 详细分析端

午节发展演变为屈原纪念日的

全过程。

事实上， 因为屈子的 《离

骚》， 端午节也被许多文化人

视为诗人节。《国家人文历史》

杂志趁着纪念屈原的时节，完

整地解读了楚国、屈原、离骚 、

端午之间的内在逻辑 ：“帝高

阳之苗裔兮” ， 分析了屈原所

在的楚国 ，从火神祝融到问鼎

中原的辉煌历程 ；“肇锡余以

嘉名” ， 从屈氏家族的谱系说

起，看屈家是如何成为贯穿春

秋战国的公族支系的 ；“抚长

剑兮玉珥” ， 贵为三闾大夫的

屈原被放逐 ，直接催生了不朽

的《离骚 》；最终“哀 故都 之

日远 ” ， 屈原奔赴汨罗江 ，成

大诗人之死 。 但是，屈原的肉

体虽然消亡了， 但他创作的楚

辞作品 “与天地兮同寿， 与日

月兮齐光 ” ， 成为中华文化灯

塔；他那“路漫漫其修远兮，吾

将上下而求索” 的精神也被视

为爱国的象征。 影响后人至深

的屈原，最终借助“端午节” 这

一古老的节日， 活在人们的现

实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