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的童年是小村庄，
可是，
你走不出它的边际，
无论你远行到何方。”
阿多尼斯的诗句，道出童年与一生的紧密连接。无论走出童年多远，你永远走不出童年的版图。
本期湘江周刊特甄选了两位湖南儿童文学作家的作品，充满童年乡愁的文字中，透露出生命初

期的经历如何深远地影响着一个人未来的生命，以及她笔下的那些作品。读她们的童年，也读我们自
己的童年。

“六一”刚过，愿我们持心无染，天真永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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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素兰

我小的时候，有一天早晨，爷爷上山挖草
药，回来时兴奋地说：“今天我一锄头下去就挖
到了一只土鲤鱼。”比我大几岁的堂兄立即抻
长脖子往爷爷的背篓里找，见里面没有，便问：

“土鲤鱼呢？”爷爷说：“它哪能等我抓它，跑啦。”
堂兄说：“下次要让我碰到，我就往它洞里灌
水，它准跑不了！”爷爷叱责他：“你少作孽！”

“土鲤鱼”是我们家乡的叫法，大名叫
“穿山甲”。我知道顽劣的堂兄和村里的少年
们都是掏鸟窝、放兽夹、熏黄鼠狼的高手，虽
然他还没有抓过穿山甲，但我还是为这只未
曾谋面的穿山甲担心起来，很怕它遭了堂兄
的毒手。

多少年过去了，我早已离开故乡，我的爷
爷去世了，堂兄也从顽劣少年变成了爷爷，我
以为我早已把那只穿山甲忘记了，然而，没有。

两年前，我所在城市的野生动物保护协
会负责人来找我，希望我能和他们一起呼吁
人们保护穿山甲。她告诉我一件事：她曾组织
专家和志愿者团队在野外寻找穿山甲，但前
后搜寻了6次，一只穿山甲也没有找到！她带
来的消息让我震惊，那曾经生活在我家乡山
林里的穿山甲，竟然灭绝了吗？

于是，那只未曾谋面的穿山甲又从我的

记忆里跳了出来，我蓦然回首，发现小时候在
故乡天空中翱翔的岩鹰、常常潜进农家后院
拖鸡的豺狗、喜欢在半夜里发出喑哑叫声吓
人的“哑獐”都不见了，它们是从什么时候开
始消失的呢？为什么我们早没有察觉呢？

那年“五一”劳动节，我回到故乡，在雨
后走进久违的山林里采蘑菇，我在山林里看
到一间小小的书店，挂着“一本书书店”的牌
子。我十分好奇，谁会在人迹罕至的山林里
开一家书店？如果只有一本书，又怎么能叫
书店呢？我走进书店，看到里面靠墙放着整
排书架，书架上立着一本又一本书，但每一
本都是孤本，每一本的书名前面几个字都相
同——《最后的华南虎》《最后的岩鹰》《最后
的云豹》《最后的穿山甲》……书中记录的事
情，有的是我小时候经历过的，比如最后一
只豺狗被从山里赶出来的时候，我已经 5 岁
多了，那天全村的人都去吃了豺狗肉，听说
比鸡肉还好吃，但我没有吃，因为我很害怕。
而最后一只岩鹰是被我的同学用他家祖传
的粘岩鹰工具粘住的，岩鹰活捉以后被我的
同学卖给供销社，换了一叠小人书回来，那
些书我也看过。

书中记载的都是我们村子里或者这一片
山林里曾经发生过的事情。有的事情发生的
年代已经很久了。这个老头儿是怎么知道的
呢？我于是问他：

“这些事情您是怎么知道的？”
“看到的，听到的。”老头儿说，“我其实一

直住在这儿。动物、植物、习俗和人，许多已经
消失了，还有许多正在消失。每消失一种，我
就把它们写下来。每一种都是一本书。这就是

‘一本书书店’的来历。”
“可是，我怎么不认识您呢？我小时候也

来这儿采过蘑菇，我怎么不知道有这么一间
书店呢？”我问。

对这个问题，老头儿是这么回答的：“这
间书店一直都开在这儿，你小时候没有看到，
是因为那个时候你还看不见它。”

老头儿看上去像八十岁，又像八百岁。我
当天带着满腹疑问离开了这间书店，而当我
第二天再去寻找的时候，却再也没有找到，只
看到几块零乱的石头，这是一个山神庙残留
的遗迹。我猜想，那个老头儿就是山神爷爷，
难怪他说他了解山林里的一切。

这是我的童话《一本书书店》所写的
故事。

数据显示：全世界每天有 75 个物种灭
绝，每一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
很多物种还没有来得及被科学家描述就已经
从地球上消失了。我以这个故事献给那些已
经消失和正在消失的生命。

然而，我不希望故乡山林里真正发生这
样的故事，我不想让那只未曾谋面的穿山甲
变成博物馆里贴上灭绝标签的一张图片。今
年清明节，我又回到故乡的山林，给爷爷奶
奶上坟。我坐在老家的场院里，在夜晚的月
光下听着蛙鸣，看着剪影似的群山，我有了
新的想象。我看见一只小穿山甲闻到春天的
气息，迫不及待地从地下钻出来，它的妈妈
紧紧跟着它，它还有两个哥哥在保护它，它
们是幸福的一家子，是那只我未曾谋面的穿
山甲的后代；我看见一只黄麂轻盈地跳过岩
壁；我看见穿条纹外套的老獾正在抱怨配不
到合适的眼镜……我知道，又想念我的爷爷
了，他说话总是和声细气，在山路上遇见蛇，
他总让我们绕着走，他说：“见蛇不打三分
义。”我也想念奶奶，她跟我讲过黄麂报恩的
故事，讲过夜里豺狗变化成小伙子到村里来
找姑娘的故事……人和自然之间，我们和山
林之间，应该有另外的篇章吧？

于是，有了我的两篇童话新作——《春夜
奇遇》和《野孩子》。

（作者系湖南宁乡人，湖南师范大学文学
院教授，湖南省文联副主席，湖南省作协副主
席，湖南省儿童文学学会会长，曾获得全国优
秀儿童文学奖、宋庆龄儿童文学奖、冰心儿童
文学新作奖大奖、陈伯吹儿童文学奖等。）

唐池子

那年秋天，妈妈送我去金谷湾
的童家大院。

我五岁那年生了怪病，夏天时
花湾天上流火，我的头上长癞疾，冒
出两个脓肿的大包，痛痒难忍。奶奶
责备妈妈没照顾好我，一怒之下把
我抱回家，每天烧银雪河的河水，不
厌其烦地给我清洗，再涂上她调制
的各种草药、油液，等过半个时辰，
又一丝不苟地清洗干净，接着再涂。
经过数月精心护理，入冬时我的癞
疾居然奇迹般痊愈，但一头长发没
能保住，被剃得精光，成了一个光脑
壳。奶奶安慰我，很快新头发会像青
草在春天发芽。

第二年春天，我的头发果真长出
来，不过稀稀拉拉、颜色黄涩，和之前
的情形完全不同。我的体格又瘦又
小，精神也没转好，目光无神，奶奶使
出浑身解数悉心照顾，仍不见好。爸
妈对着我暗暗垂泪，我上学的事刚开
了个头，全耽搁了。那时要家里拿出
一大笔钱送我去城里的医院治透毛
病，是绝不可能的。靠父母俩双手养
活三个孩子，家里还欠着一堆旧债。

正在一筹莫展的时候，外公托
人捎话来，要妈妈送我去童家大院养
一段时间。奶奶点头同意，说乡下有
外戚祖屋庇佑后人的说法。于是，六
岁那个秋天，也就是1982年的秋天，
忙好秋收后，妈妈送我去童家大院。

我们先在罗汉庄搭老渡公的桐油渡船。老渡
公的脸皮像他的桐油渡船一样黧黑，干瘦的身体
像冬天的秃枝，两条腿子上凸出精瘦的小土豆状
的肌肉，他的夏布褂衫里透出一股子河腥的味
道。他牢牢扁着嘴，像条鱼，一句话也没有，细细
的脖子随着长篙伸长，很像一只老鸬鹚。他憨憨
朝我们一笑，边伸着他的长脖子撑船，边腾出一
根手指，指指蓝花印布帘子，那里有一个高高的
蓝花白瓷壶。妈妈会意，马上走过去倒茶，蓝花小
口碗，深酽酽的茶色。我接过抿一口，清淡的茉莉
花香润进鼻腔肺腑，好喝得很。我又要了一口。老
渡公眯着老鸬鹚的眼，仍憨憨地笑。

船开始静静地逆水往上行驶。妈妈背转我，
蜷着身子，在干什么秘事。我偷瞄一眼，看见她神
情敬虔，一排黑毛刷般的睫毛微微颤动，双手端
着那个蓝花茶碗，碗里倒映着天上的一朵白云。
但是她的杜鹃色嘴巴在动，分明在对着一河莹莹
绿水说着什么。我立即像听觉的刺猬，尖尖竖起
了两只耳朵，听妈妈的喃喃低语：“银雪河的水龙
王，小女子童德雪向您祈求，保佑童家大院家宅
兴旺，保佑我家木丹健康平安，这孩子是我的孩
子，也是您的孩子，我把她托付在您手里，求您照
应，因为您是我们银雪河的真神！”妈妈一口气说
完，把一碗茉莉花茶合掌倾倒进河里，又转身倒
了一碗，让我喝一口。

妈妈做完告祷，仿佛水龙王悄悄应了她的告
祷，安了心抱起我，坐在船舷开始贪看沿岸景色。
她边抿茉莉茶，边对着我的耳朵开始说悄悄话。
忽然她停下来，任眼睛望着河堤，黏住了。

原来那个大拐弯的河堤上满坡野花，金子一
样。银雪河在这里拐了一个大弯，这个大弯上绿
河堤围成的这片青山绿田，就是我们花湾。花湾
最大那棵老梧桐树下，就是我家青瓦檐老宅子。

忽然闪进眼帘的那坡金花，让妈妈停了满耳
朵的悄悄话，她自己倒像做起一个梦来，眼色迷
离，似乎想起了往事。

嘿！这回我的耳朵听到一阵熟悉的调子：“野
菊花开满坡，开满坡，风吹河水闪金波，闪金波，
我与小聪同上学，去年高考唱毕业歌，回乡劳动
情意合，我生产来他补锅，他补锅……”

妈妈的声音轻轻落在银雪河的河波上，果然
银雪般清脆好听，我听得入了神。

妈妈又哼了一遍，这才发现我在一旁瞪着她
直瞧，她赶紧捂住嘴巴，笑嘻嘻对我说：“妈妈哼
个戏呢。”

“《补锅》噻！”有人抢答，回头一看，是那个一
直不开口的老渡公，这会正咧着嘴巴笑。他的嗓
子沙得像块磨砂石头，嘴巴里还缺了一个门牙，
拉风箱般漏风。看我们都看他，他不好意思了，努
着嘴：“银雪河哪个不晓得花鼓戏啰！”

妈妈唱的正是花鼓戏《补锅》，我们大队部还
放过这部电影，里面的女主角甜美伶俐，声音比
灵雀子还好听，银雪河家喻户晓，妈妈最喜欢这
部花鼓戏。

妈妈像遇了知音，很是高兴，和老渡公说起
话来：“是的啰，渡公叔叔您也来几句啰！”

老渡公只是呵呵笑，半天才回道：“你唱得
好，我爱跑调！”

妈妈可不肯放弃，一直催他开口。老渡公实
在奈不过，就说，“要得，我唱一句，你接啰。”

老渡公手里的桨没停，挺了挺身体，又清了
清嗓子，做足了准备，才昂起头扬起黧黑的脸挺
起青筋鼓鼓的长脖子，把干瘦的身体涨成了一张
满弓的样子，破嗓高唱一句：“跑马莫怕山……”
那句真是高亢如云、地动山摇，让河水的大波纹
圈都震了震。

妈妈吐了下舌头，冒着嗓子尖破的危险接了
下去：“行船莫怕滩……”

接完这句，妈妈捂住喉咙，笑得直喘气，“渡
公叔叔，您老人家定的调调，比黑麋峰还高咧！”

老渡公嘎嘎直笑，他的笑声像银雪河里的一
种老水鸟，叼到大鱼后喜欢对着河水嘎嘎大笑一
通，声响很是得意。他伸着干瘦长脖子嘎嘎笑的

样子，简直就是一只老鸬鹚。痛
痛快快笑完了，老渡公又复了原
形，牢牢扁着嘴，沉默成一条鱼。
他指指变得弯曲的河道，意思是
他得专心摇桨把舵，你们自便，
不再搭话。

妈妈也不再拿话问他，一只
手开始在她的花布兜里掏，掏出
来，原来是包油纸包的兰花豆，是
那时候的美食，油多味香。油纸上
油汪汪的油印子已经印出来。妈
妈朝我吐吐舌头，把油纸包打开
铺在船舷上，开始边剥兰花豆边
跟我说悄悄话。

“到童家大院要听外公外婆
的话，要乖巧懂事，要好好吃饭，
别老惦着玩儿，把功课忘光了……”
我认真听着，顺着闪过河堤上的
金花看梳着两根油亮长辫子的妈
妈和她那排黑刷子一样的眼睫
毛。油亮亮的，毛茸茸的，阳光在
嘎吱嘎吱的船桨声里跳跃不定，
船上的妈妈看上去比平时更美。
我惊讶地瞪大眼睛，又望见阳光
里妈妈的半个耳朵透亮亮的，像
在脸庞旁边点了个金子的半月
亮，那景象让我惊诧。

妈妈是外公外婆的满妹子，18岁时听说被爸
爸来了个“唐伯虎点秋香”，把她点到了花湾，当
了我们的妈妈。爸爸爱吹竹笛，妈妈爱哼花鼓戏，
花鼓戏是我们那里的土戏，劳累一天后，爸妈最
大的快乐就是晚上吹个曲唱个戏，我们一家子整
天生活在他们的花鼓笛声里。

小孩子总觉得大人的世界神秘莫测，踮起脚
尖看，竖起耳朵听，还是看不懂听不懂，模模糊糊
感觉大人的生活才是戏。花湾人人个个都说爸爸
娶妈妈，这场戏就叫“唐伯虎点秋香”，当我们的
面笑嘻嘻地讲，还对我们挤眼睛挑眉毛，却从没
有人真正给我们解释过，究竟什么是“唐伯虎点
秋香”。难道爸爸是唐伯虎，妈妈是秋香？可是爸爸
明明叫唐湘浩，妈妈叫童德雪，两回事呀！有一次
姐姐捅了这层糊窗纸，大胆求问，但有意思的是，
爸妈却扭捏起来，红脸不答，硬是把这层纸又给糊
上了。大人越不说，就越显得疑云团团，越让人想
入非非。“唐伯虎点秋香”，到底是出什么戏？看爸妈
脸都红了，这出戏肯定带劲。可是为什么不告诉我
们呢？我们似乎一出生就在猜这个谜。要知道小孩
子有多喜欢挑战自己的好奇心呀。

出发前天晚上，睡在我身边的姐姐用揪耳朵
的老办法把我揪醒，“唐木丹给我听好，给我调查
清楚，到底什么叫唐伯虎点秋香，不搞清楚就莫
回来哒。”

妈妈全蒙在鼓里，完全不知道专程护送的是
一个调查他们的小间谍。在我们的眼里，妈妈呀，
她仍然像个小女孩，经常被我们搞得摸脑壳，分
不清东南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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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很快，河堤就吸去我的眼神。那是两匹
全身雪白的骏马，正在河堤上悠闲地放牧吃草。
那时我还没见过马，只见过黄牛黑牛，以为那是
白牛，于是摇妈妈的手：“白牛！”妈妈噗嗤一笑，

“宝妹子，那是白马！”（我犯傻的时候，妈妈就叫
我“宝妹子”。）话音刚落，一粒香酥的兰花豆立即
塞进了我的嘴巴里，算是奖励我又开了回腔。那
时，我多半像个哑巴不响，只要吱半声，马上就能
得到特别奖励，这算是生病后的特殊待遇了。我
边咀嚼那浓浓的香酥味，一双眼睛一边钉牢白马
新鲜而俊逸的形象，不知为什么，自此只要我想
起马，嘴巴里就会自动回甘，一股水上兰花豆的
香酥味道立即充满我的味蕾。

白马过后，接着河堤上又出现了一堆黑山
羊，每只都像在寻找叫唤自己的妈妈，那咩咩咩
让人爱怜的呼唤声，在银雪河水里似乎也荡起了
丝丝波纹。第一次看见那么多黑山羊，多得数也
数不清，像绿地上滚动的黑色的花朵，那景象让
我惊讶得嘴巴无法合上。妈妈看我那副没见过世
面的样子哈哈直笑，又连续不停地往我嘴巴里塞
香酥酥的兰花豆，笑骂我真是她的“宝妹子”。

桐油渡船静静向上逆驶，推开一轮一轮透明
的同心水纹，像一张不停编织的水晶网。有时水
晶网里会出现银鱼黑鱼的脊背，还有白虾的长触
须。河两边都是方块的稻田菜园，还有玉米甘蔗
林相间，青烟黛山不时隐现，像一轴连着一轴竖
起来打开的长条幅的画卷。

只要妈妈不说话，船上就剩下嘎吱嘎吱的摇
桨声和逆水而行的轻微摩擦声，还有偶尔大鱼的
跳水声。银雪河静得像一条锁住了声响的银带子。

我舔着嘴巴咀嚼那包兰花豆，忘了一路上还
遇见什么，只记得一河银雪闪耀的河水，一艘黧
黑的桐油渡船，那白马黑羊，绿堤金花，隐约黛
山，和香酥酥的兰花豆的味道。

似乎才坐了一眨眼的工夫，我们就到了桂圆
铺的渡口。我简直舍不得下船。老渡公咧着缺了
一个牙的扁嘴，笑呵呵朝我们扬手，我的搭帮布
鞋踏在了桂圆铺渡口的青麻石板上。

妈妈带着我攀上渡口的石阶，就望见了前来
迎接我们的外公。在桂圆铺渡口的中药铺子前，
我像第一次看见外公，牢牢盯着他的脸，眼珠子
都不转了，又变成了妈妈的宝妹子。

（摘自唐池子长篇小说《漫川银雪》，获第三
届“青铜葵花儿童文学小说奖”。）

唐池子

我是美国神话学家坎贝尔的追随
者。他一生从事教学，研究，著述，却从
来没有为了金钱而工作，活得自在快
乐。他是一个不怕跌倒的人，他认为在
哪里跌倒，那里的地下就很可能有宝。
这两点都让我崇仰，并让我思考，他如
何能拥有超越常人的人格特质和看待
世界的独特视角。

从记事以来，我的耳边总是飞着
嗡嗡嗡的小虫子，它们不停在说，你我
都是凡人，别人怎么活，你就该怎么
活，人与人都一样。

很小我就为此苦恼。因为发现自
己并非和别人一样。这个别人，首先是
家人。我发现自己没有和姐姐们一样
的大眼睛白皮肤，伶牙俐齿心灵手巧
一样没有。我只是一个有点笨拙、长相
勉强、不爱说话的小孩。后来上学，我
还是没办法变得和别人一样。我跑得
像风，蹦得像兔子，读起书来痴迷得像
个傻瓜。别人的理想是成为伟人成为
太阳，我那时候却一心想当学校花园
的园丁和图书管理员。我耳边嗡嗡嗡
的虫子不停告诫，比如要像个文静斯
文女孩，千万不要当个假小子。我表面
应承，“好的，好的。”应承了很多年，也
花了不少气力消耗自己，结果，变成了
你们现在看到的模样（头发短得不好
意思说，呵呵）。

包括我为什么会离开故乡，别人
去上海有一千种理由，当时我却只有
一个想法，唯一的一个想法，就是张爱
玲小说里写到的，坐在双层巴士上可
以摸到梧桐树上的叶子，从没见过坐
过双层巴士的我，想去试试，看看自己
能不能也摸到。

我摸到了吗？现在我可以告诉你
们，真的摸不到。不是因为我的手臂太
短了，而是因为现在上海的环卫工人
太负责，出于安全考虑，早早修剪掉了
低垂的树枝。

所以，我现在谈故乡是我的文学
之根，绝不是因为既然福克纳有他的
文学故乡，沈从文有他的湘西，莫言有
他的高密，曹文轩有他的麻油地，因此

唐池子就该有她的花湾。故乡作为作
家的文学之根，既是作家自身的一种
文学宿命，也是这片生养他的土地的
一种主动承载。还记得坎贝尔那句话
吗？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很
可能那个地方藏着很多宝。故乡就是
第一个跌倒的地方，是最大的一次跌
倒，是从世外跌到此世的某个点，坠
落，然后是一生中最大一次跌倒。而世
上再也没有哪个跌倒的地方胜得过故
乡的宝藏。

记忆里感觉里每个神经末梢每个
汗毛孔都储藏了故乡水的味道，花的
味道，草的味道，泥土的味道，空气的
味道，雨的味道，米饭的味道，脆萝卜
的味道，哦，红辣椒的味道。

原来，当初离开故乡，就是为了用
漫长时光去记忆，所有的思念都是心
头悄悄消长的默默蘸泪的宝藏啊！

自从我突然失去我的父亲，上天
入地遍寻不着，好多年我一直苦苦追
寻。后来我在故乡山头开遍的栀子花
上找到了他，在村边屋顶升起的白色
炊烟上找到了他，在河堤上漫起的蓝
色雾霭上找到了他……我才顿悟，一
个人的魂是与他的故乡生死相依的。
父亲，不过变成了故乡的花，烟，雾，
风，雨，电……他因此与我们永在。

而我们，最终的我们，也会以任何
自己喜欢的方式，与故乡生死相依。

所以，我的故乡永远在这里，与我
的文学故乡合二为一，必定。

早已放逐了那些在耳边嗡嗡的虫
子们。

我只做我自己。
我只拥有独属自己的文学故乡，

我的花湾。
这是我的根。
心，在这里。
（作者系湖南长沙人，上海师范大

学儿童文学专业博士，少年儿童出版
社文学编辑，曾获冰心图书文学奖、冰
心儿童文学新作奖、张天翼儿童文学
奖、青铜葵花小说奖、中国少儿文化优
秀奖、《儿童时代》新势力儿童文学奖
等奖项。本文为她在第四届张天翼儿
童文学奖颁奖式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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