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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欣

6月伊始，且聊聊孩子们和刚刚过去的5月。
5月初，孩子们最喜欢的“蔡奶奶”在长沙举办

画展“啊 布籽的季节”。 “蔡奶奶”是著名艺术家、儿
童插画家蔡皋。 她曾说：“我请求孩子们的爷爷奶
奶、爸爸妈妈抱着孩子讲故事，温暖的怀抱，温馨的
时光是如同幼芽一般的孩子最好的温床。 ”很多孩
子，就是在这样的温床里听着、读着她的图画书长
大。她的图画书《桃花源》原作复制件一页一页拼成
长轴展出，孩子们最喜欢看，一树一树的明艳桃花，

似乎就要跳到孩子们眼里，沾到孩子们的衣上。
不久，一位90岁的“罗爷爷”来长沙讲学。 “罗爷

爷”是去国70年首次回湘的国学大师罗锦堂。 他从
小喜欢庄周梦蝶的故事，也喜欢古典诗词。 15岁时，
正在习画蝴蝶的他在甘肃《和平日报》上，偶见画坛
高手裴建准将军的蝴蝶图，他依画写了首诗寄至报
社，转交给裴将军。 没想到很快收到裴将军的亲笔
回函，《和平日报》还刊登了他的诗，这给了他莫大
的信心，从此终身浸淫于古典文化之中。

在长沙，孩子们听罗爷爷讲这个“蝴蝶故事”，
读他的《蝶梦雅集》，也许就有一颗深藏国学之美的

种子，悄悄撒在未来的罗锦堂们心里了吧。
有一个晚上 ，“罗爷爷 ”也去看 “蔡奶奶 ”的画

展，在留言本上，他写下“艺术中深藏大智慧”。清水
塘小学11岁的刘徐德小朋友， 紧挨着这个留言，画
下一位他想象中的古典蔡奶奶， 大大地写下一句：
“蔡奶奶，我们也来了哦。 ”

“我们也来了哦”，90岁的“罗爷爷”、70岁的“蔡
奶奶”，一切为着传播传承中国文化之美，中国精神
之魂而竭尽全力的先生们，呼唤的不就是孩子们这
一声响亮的应答吗？

105岁的杨绛先生走了， 曾在杨先生的门外书

里留连的15岁少年丁一达，当天晚上写下一篇纪念
文章。百岁是一个世纪，他发问：未来是舍簪笏而求
真知成风，还是克莱登与方鸿渐结群？ 小少年提出
大问题，是不是很厉害？

日本的图画书大师松居直很多年前曾对蔡皋
说， 他相信中国的绘本中一定会产生100年后都有
人读的经典作品，因为“中国的文化里有这种力量
和精神” 。 在爱阅读爱思考的孩子们身上，在给孩
子留一间书房 ，带着孩子 “从先生游 ”的母亲们身
上，我们看到了这种力量和精神迸发的光华，细微
而美好。

丁一达

那是2015年夏天， 京城里的燥热至
今仍能从手边的 《我们仨》 里扑面而来。
从长安街熙攘的车流中脱身， 我终于找
到声名赫赫的南沙沟小区。 仿佛是闹市
外的一隅幽篁， 清静得让人难以置信正
身在北京。

这个片段不断在我脑海中浮现， 也
不断勾起遗憾与伤感。 随着杨绛先生作
古的消息传来， 那样的仲夏已然离去，
再多的荫蔽也无法摇坠下同样的话语；
书的扉页与环衬只好永缺作者的字迹，
展平无声的留白了。

和很多人一样， 我是因为钱钟书先
生而知道杨绛的。 这大概是她莫大的幸
运也是莫大的不幸， 不论何时，“钱钟书
夫人” 一定是人们的第一反应与最大头
衔。 但她毫不在意， 不在意到只愿披一
件隐身衣， 做默存的妻子， 做圆圆的母
亲。 那是 《我们仨》 里最体贴的温暖：
那条无形的古驿道上， 三人相聚相失，
相拥相去， 字里行间只是一位深爱自己
丈夫与孩子的平凡女性。 独独令人想不
到的是， 纸背之后， 是一位九旬老人的
纤敏情思， 如同少女一样动人。 一股盼
望与作者见面的冲动不断涌来， 尽管钱
钟书先生一再强调“鸡蛋好吃， 并不需
要与鸡晤面”， 但倘若真能和作者本人见
面， 那可就真是仰承民国的脉息， 聆听
世纪的旋律， 这大概是每一位读者都会
有的心理。

去年7月， 拜访杨绛先生便在北京之
旅中成行了。 事先从人民日报的一位资
深编辑口中得知了杨先生的住址， 流火
的午后， 我们“摸” 到了南沙沟小区。
南沙沟小区素以住户闻名， 住着不少京
城社科界的著名学者。 因为并没有提前
预约， 贸然造访确实太过无礼， 我们提
着满手的礼品在楼下踌躇了好一会。 杨
先生住的栋数靠里， 我们无意间在传达
室的花名册里发现了“杨季康” 三个字，
住的是顶楼， 看来平时也不常出门。 这

愈发叫我自责： 104岁的老人， 哪里是你
想见就能见的。 同行的S君鼓励我道：
“好歹都到楼下了， 不上去见见多可惜。”
我也觉得言之有理，便憋足劲去按单元门
上的门铃。 那真是极极冗长的声音，仿佛
长过书中的绵绵远道，长过茫茫云烟。 我
止不住地冒汗，喉咙锁住了一般，说不出
话来。“咔”的一下门开了，是一位老先生
正巧出门。 老先生见我们面生， 一口京片
儿：“找谁啊？ ”我答：“找杨绛先生。 ”他有些
诧异：“杨季康啊，她如今不怎么出门了，那
么大年纪……” 上得楼来， 可算是放松了
些。 门紧闭着，敲门：“杨绛先生在家吗？ 杨
绛先生在家吗？ ”如此十多句，终是无果。明
知杨先生喜欢清静， 但这样碰壁多少还是
有些遗憾， 虽是咫尺之距， 终究还是悭了
这一面之缘。

杨先生去世的消息不算突然， 却也
不可能做到她所希望的毫无寸澜。 他们
夫妇一生都有太多的意料之外， 在于他
们太清楚、 太厌恶毫无意义的沐猴而冠。
1946年 《围城》 定稿， 如今又是70年。
作为 《围城》 的第一位读者， 她现在该
有多么看破， 多么洞察。 正因为这样，
我才不那么愿意沉浸在先生 《洗澡》 的
语境中， 我知道那样的理解真的只是孩
子的徒劳， 去探求祖母的智慧。 在我的
认识里， 她仍是那样的母亲， 既不需文
苑晚辈的痛悼哀歌， 也不是手机新闻里
的扁平形象。 她离去， 将自己“收敛成
零” 正是了却她自己相聚的夙愿， 觅到
栈道渐近的归途。“世间好物不坚牢， 彩
云易散琉璃脆。” 兴许在别处， 她不会再
有这样的感叹。

在聒噪与喧哗间， 弥高弥远的眼界
与弥清弥简的文章都去而难返， 因为百
岁是一个世纪， 世纪是一声叹息。 而最
后的吟咏业已平复， 谁也说不清， 未来
是舍簪笏而求真知成风， 还是克莱登与
方鸿渐结群。

(作者系株洲景炎中学初三学生， 从
小喜欢跟着妈妈逛旧书店 、 旧书摊 ， 尤
爱读文史书)

舒凡

某日，儿子问我：“妈妈，我是几岁的
时候，你开始带我逛旧书店的？ ”我怔了好
半天，还真想不起来具体是哪年哪次开始
的。 只记得我们母子俩或一家仨，跑了各
地不少的独立书店、旧书店、旧书摊。贵阳
西西弗书店、上海古籍书店、苏州文学山
房、西安关中大书房、郑州三联书店、南京
唯楚书店、杭州晓风书屋、北京万圣书园、
长沙述古人文书店等等。 这一路的访书，
一达开始在日记中记下他经历的书人书
事。 他的日记已坚持了整整三年，现摘录
其中两个片段：

参观完圣母院，我们继续沿着塞纳河
前行，二月巴黎的清晨萧索得厉害，河畔
仍是昨夜的雨声。“塞纳河畔的旧书摊”是
多么令人兴奋的字眼，而眼前的景象却只
是一排破旧的绿色铁皮箱。书摊本是我们
的核心项目，如今却只好悻悻离开。突然，
一块绿色的招牌让我一振，凭借那标志性
的头像，一眼就能认出这是“莎士比亚书
店”。 海明威来此借宿，乔伊斯在这读书。
如果说那时的巴黎是世界的文化中心，那
这儿就是巴黎的文化中心。我惊喜地推门
进去了。 （2016年2月11日）

出版家钟叔河先生住在20层，他自谓
“廿楼”，“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

层”看来也是不无道理的。 老先生声如洪
钟，聊起天来滔滔不绝。 从他早年在长沙
拉板车说起，继而讲到自己“一个车夫给
周作人写信”，周作人竟也真回了信，那样
的勇气和作派在当下都难寻了。我最深以
为感的，是他给我的读书经验：“书不能专
读一类，你喜欢文史当然好，可也一定要
多读自然科学。像我倒还蛮喜欢读那些科
普文章（笑）， 比一些小说还有趣些。 ”
（2015年2月7日）

当年我教儿子识字、朗读，陪他阅读。
如今15岁的他， 养成了每天必看书的习
惯。放学回家，功课之余，他少不了拿本文
史书或散文、诗歌集看上半小时；一张报
纸到他手中，他首先会去读“副刊”；家里
书架上的近万册书籍，这两年开始由他整
理归类；我办起了公益阅读馆———山塘书
屋，他也乐于在休息日或晚上，背着书包
来看书写作业， 帮助我做些书屋杂务；
2012年， 株洲市妇联办起了株洲少年讲
坛，他和其他两位同龄少年一起，成为株
洲少年讲坛的坛主。

25日中午， 我给在学校的他去了电
话：“杨绛先生走了。”他怔了一下：“哦，
妈妈 ， 我们去年 7月暑假去杨绛先生
家，还不到一年啊。”当晚，他即写下这篇
《在杨绛门前书中流连的日子》。

（作者系丁一达妈妈，媒体人）

给孩子留间书房
光华便自在生长
徐天舒

每有朋友来找我咨询新房设计， 我都忍不住会建议， 做一间书
房吧。

我们现在都是看电子书呢。 常常听见的回答是这样。 可是， 你
不为孩子们留一间么？

第一次去本省耄宿史鹏老先生家里， 就觉得特别亲切， 不仅老
先生的样貌气色与我先祖父神似， 一进到书房， 靠墙的那一排老式
黑色带玻璃推拉门的书柜， 就与小时候嗲嗲家里一模一样。 走近一
看， 连带好多书， 那些平实素朴的版本， 都是儿时读过的。

偶然间在朋友圈看见有人发台湾文化学者蒋勋的 《细说红楼》，
忍不住点开， 讲得真是好， 下载了在手机里， 开车时细听。 我儿子
德德也和我一样听上了瘾。 有天他和我说， 要买书。 问买何书？ 答，
《红楼梦》。 他父亲进到书房， 随手拎出一本， 正是我初中时候买的。
他哥哥在苏州， 要读 《古文观止》， 我一时竟找不到好的版本， 就是
不要有图有太多白话不要精装的那种， 四处觅不到， 情急之中自己
不禁哑然失笑， 何必外求， 家里书柜上放的不正是我小时候读过的
那本吗？

让孩子能够读父母亲小时候读过的书， 让孩子随手就可以取到
书， 这是当时我们设计新居首要考虑的问题。 我们的房间并不是那
么宽裕， 但是还是留出一间书房， 当时德德还小， 书柜从地到顶，
挨着地面那层， 放着他的玩具和他的布面书硬纸板书。 随着年龄增
长， 他的书也慢慢排上来了， 几乎要和我们的书并排了， 最上层，
是佛经。

或许由于个人经历的缘故， 嗲嗲在我们小时候并不太教我们，
只是有一天高兴， 用筷子蘸着米汤在桌上写个爨字给我们看， 让我
们知道还有说文解字这一出。 所以当知道史鹏老先生以九十高龄仍
然坚持讲课， 课堂就在他的书房时， 我常带着德德去。 史老讲的是
诗词与文史， 小朋友只在本子上画画， 我忍不住责备他不懂得珍惜
机会。 史老轻轻摆手劝住说， 我三岁时候， 祖父给我们上课， 那时
候我也是不要听的， 但是好多东西你当他没听， 其实也都在脑子里
了。 并不要他学什么， 当他大了， 回想起来曾经和九十岁的老先生
一起读书， 这就很好了。

已届九秩高龄的国学大师罗锦堂老先生早一晌由美赴湘讲学，
我与锦老提起这段， 锦老连连点头： 史老说的是对的， 是对的。 锦
老去浏阳宝盖寺的那天正是周一， 德德主动提出要请假一天， 与老
先生同往， 史老在上课时常提及古时最重要的学习并不是进学堂，
而是“从先生游”， 估计他想的也是这出。 在宝盖寺， 德德给锦老看
他五岁时在禅堂壁上画的小画， 那是宝盖寺主持佛光法师讲了一个
故事后给他出的题目： 原木念佛。 德德画了一个小和尚， 手尚未合
十， 树上鸟巢里一只小鸟就忍不住探头出来闻法。 锦老大声说， 画
得真好！ 德德并没有读过佛经， 他只是自小听佛光法师讲法时在旁
玩耍。

嗲嗲小时候也没有要我们一定读什么书， 家里那时住房很紧张，
书柜就在客厅， 孩子们可以随便看， 唯一的要求是要阅毕放回。 他
会谈起他读大学时， 课后常去教授家里，“学问都在教授的烟圈里”，
记得嗲嗲说。

（作者系长沙人， 佳日设计董事长， 会无轩文化沙龙出品人）

啊，可爱的蔡奶奶
刘徐德

伴着夏天轻盈欢快的步伐， 蔡奶奶的画展开幕了。
蔡奶奶喜欢画水粉画。 她用鲜艳的颜色和美丽的图案， 为我们

勾勒出一幅幅美好的画面。 她的画朴实， 素净， 四处洋溢着娇美欲
滴却并不华丽的美感， 看画展的人无不喜欢她和她的画。

我最喜欢蔡奶奶 《花与人》 系列的第三幅。 画中， 一个圆嘟嘟
的小孩， 坐在一朵怒放的鲜花中。 四周花团锦簇， 连鸡鸭都被吸引
了过来。 花旁， 三个扎着麻花辫的小女孩围着鲜花， 又是吹笛， 又
是跳舞， 好不热闹。

记得五六岁时， 母亲携我至图书馆读书， 偶然发现一本 《桃花
源的故事》， 甚是好看。 我随手一翻， 一幅幅生动活泼的画面出现在
我的眼前， 一个个鲜明个性的人物跃然纸上， 配着简洁精练的文字，
构成了一个看似简单却令人深省的故事。 原来， 这本书就是蔡奶奶
画的呢。

蔡奶奶也如她的画作一样， 纯朴， 热情， 充满了城市里少有的
纯真与美丽。 记得第一次见到蔡奶奶时， 我还只是一个青涩懵懂的
小孩。 她看到我， 把我招呼到一边， 蓬松的短发如羽毛般肆意落在
肩上。 她笑道:“德德， 你好， 我是蔡奶奶！” 正是这一句简单亲切的
话语， 让蔡奶奶和蔼可亲的形象深深烙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蔡奶奶热爱生活： 她喜欢养花种草， 就在屋顶的荒地上开辟了
一片花园， 经过精心培育， 如今变得郁郁葱葱， 一派生机。 也正是
因为向往生活的美好， 充满好奇心， 才使得蔡奶奶童心永驻， 脸上
永远洋溢着灿烂的笑颜……

啊， 温暖的夏风； 啊， 可爱的蔡奶奶； 啊， 五月， 这美丽的季
节！

(作者系长沙清水塘小学五年级学生， 喜爱绘画)

《彼得·潘》《杨柳风》
《英国名家童话》

杨静远 译

三联书店版《彼
得·潘》、《杨柳风》是
典型的 “名 作 +名
译+名画”组合，久享
盛誉。 彼得·潘的形
象影响了全世界一
代又一代童心未泯
的人；格雷厄姆笔下
英国乡间美丽风光
里 ， 杨柳风的吹拂

下，展现了朋友间的友谊，及自然
万物互相依存的真理；《英国名家
童话》 则收录了英国
19世纪名家作品 ，有
狄更斯、王尔德、罗斯
金、 刘易斯·卡罗尔 、
安德鲁·兰恩等。 杨静
远是朱光潜的学生 ，
曾留学美国 ， 译文优
美、典雅，充满童真的
诗意 ， 译文可称信 、
达、雅之典范。

1993年，蔡皋获得第
14届布拉迪斯拉发国际
儿童图书展（BIB）“金苹
果”奖，这是中国插画家
和绘本画家至今获得的
最高国际奖项；2016年，
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获
得2016年度“国际安徒生
奖”， 这也是中国儿童文
学作家第一次获得被称
为“小诺贝尔文学奖”的
奖项。 他们的作品，是中
国原创图画书与儿童文
学作品的经典，值得每位
妈妈为孩子珍藏。

《桃花源的故事》
松居直 著 蔡皋 绘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桃花源，专属于
中国人自己的乌托
邦。 作家用让人忍不
住放声朗读的优美
语言，画家用源自中
国传统文化、幽深流
畅的笔触，将经典名
篇变得触手可及。

《中国美丽故事》
蔡皋 绘 刘守华 编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当我们为中国
传统文化深藏的无
穷 魅 力 由 衷 赞 叹
时， 多想让孩子也
听听这些美丽的故
事。这本书精选《熊
家婆 》、 《牛郎星和
织女星》 等七个民

间故事，由蔡皋作图，著名民俗
学者刘守华教授采集数地流传
故事整理成文。

“曹文轩纯美小说系列”
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

本 系 列 囊 括
了《草房子》《青铜
葵花》等12部曹文
轩的原创精品，他
的作品有关于爱、
苦难与成长的精
神内核，也有对诗
意与唯美的极致
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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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子谈之一

在杨绛门前与书中
流连的日子

我家的读书种子

母子谈之二给
孩
子
们
看
的
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