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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玉栋：书写少年艰难岁月的现实与梦想

○张艳梅（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院长）

刘玉栋的文学创作有着一以贯之的情感基调，

那就是对生活温润细腻的爱和理解。无论是他早期

创作的乡土小说，还是他近年来创作的儿童文学作

品，他笔下的乡村少年形象，都充满了新鲜的泥土气

息，朴素生动，饱含情感，富有独特的艺术感染力。

艰难的少年岁月

《月亮舞台》呈现的是日常生活的伤痛与温暖，

作者以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讲述了一个底层故事。

爷爷和爸爸去世后，妈妈为生活所迫带着妹妹改嫁，

留下男孩和奶奶相依为命，日子过得捉襟见肘。男

孩在学校成绩一般，经常被同学欺负。暑假开始后，

男孩想打工挣钱，给即将上学的妹妹买书包和文具

盒。男孩干了很多脏活、累活，还要忍受猜忌和质

疑，因送餐途中出了意外而受伤回家，两次打工都没

有挣到买书包的钱。这是作品的一条主线，一个少

年，面对生活的种种考验，不断经历打击和挫败。从

不停地骂自己，心里失落极了，到后来完成根雕艺术

品，觉得自己并不是那么笨，这个成长过程，令人心

酸，也让人感动。

作品中有一节“静静的玉米地”，男孩带着妹妹

去玉米地捉蛐蛐，可是玉米地寂静得让人心慌，没有

杂草丛生，也没有野物乱窜，人们大量使用农药，导

致玉米地干净得令人发毛。刘玉栋是一个对大地、

对自然万物有着热忱情感的作家，《月亮舞台》写到

了大量的田野风景，这些花鸟鱼虫，既给游荡在乡间

的孩子们以陪伴，也给满怀乡愁的我们以精神的慰

藉。寂静的玉米地，意味着曾经的童年乐园正在慢

慢消失，不断遭到破坏的自然环境和日渐艰难的底

层生活，让我们看到了刘玉栋在自然情怀之外，有着

更深厚的人文情怀。

生活中的温情与美

作品中还有一条线，是艰辛的日常生活中令人

无限感怀的温暖。

男孩和奶奶相依为

命、相互照顾，妈妈、

妹妹与家人彼此牵

挂。老鲁爷爷、金嫂

子都像亲人一样爱

护男孩。虽然生活

很难，充满了各种疼

痛和失败，不过，奶

奶会烙好吃的馅饼，

妈妈会种美丽的蜀

葵，男孩也会把小摊

摆整齐，认真耐心地

做根雕，一个普通乡

村少年的内心里依

然生长着艺术和爱

的饱满枝叶。

老鲁爷爷擅长根雕，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

人。和老鲁爷爷在一起，男孩不仅学会了做根雕，而

且找回了自信，对生活充满了梦想。为了帮助男孩

实现心愿，同学磊磊、金嫂子收留他打工；周围的人，

虽然也会开玩笑欺负他，但总体上都是善意的，并不

会真的有意伤害他。老鲁爷爷做根雕，就像他对待

生活一样，有着朴素执着的艺术追求，“记住，根雕是

艺术品，是供人们欣赏的，所以，制作的每一步都马

虎不得。”这些都是男孩成长的内在动力。

反复出现的梦境

作品名为“月亮舞台”，以梦境贯穿始终，给了现

实主义文本一个延伸出去的想象空间，闭合的小说

结构被打破，男孩承受的压力和内心的复杂情绪得

以更完整呈现。作品中反复写到梦境、想象和传

说。妹妹背上男孩送给她的新书包，飞得越来越高，

一眨眼，变成了一只百灵鸟，又一眨眼，变成了一只

硕大的、漂亮的蝴蝶……这些虚构为沉重的现实生

活插上了轻灵的翅膀，为具象的、有局限的世界提供

了超越性和更多的可能性。男孩完成的那两个根雕

分别命名为《跳舞的孩子》和《妈妈的梦》，表达的是

男孩对于生活的美好向往。

作品提供了童年声音的双重文本。作者的

叙述、男孩的讲述，真实的日常生活和带有魔

幻意味的想象世界，交错缠绕，在表达底层关

怀的同时，营造出神秘奇幻的氛围。刘玉栋擅

长写乡村往事，尤其是乡村少年的成长，他不

仅能够写出他们与世界建立种种关联的过程，

还 写 出 了 他 们 不 断 成 熟 和 强 大 的 心 路 历 程 。

舞台可能是虚幻的，生活却是无比真实甚至残

酷的。即使没有任何才艺，没有精彩表演，也要

努力生活下去。我想起了不久前上映的电影

《奇迹男孩》，每一个孩子在人生路上，都会面对

很多考验。无论是出生于富有家庭，或是成长

于贫困家庭，接受生活给予的一切，立足大地，

拥抱星空，并且拒绝小丑一样的表演，本身就是

成长吧。

读这篇小说，让我想起了铁凝的《哦，香雪》，它

们同样是一个与文具盒有关的故事。40年中国社

会变迁，无论是乡村生活，还是成长主题，都有太多

值得我们反思的东西。

关键词 乡村 少年 成长

作者擅长写乡村往事，尤其是乡村少年的成长，他不仅能够写出他们与世界建立

种种关联的过程，还写出了他们不断成熟和强大的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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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新一少年科幻》[日]星新一著

李重民译/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2019

年1月版/22.00元

推荐理由：你想拥有情感电视机

吗？情感电视机是电子学、生理学、心

理学、生化学等科学的高度结晶，用它

来看电视节目，会有身临其境之感。

播放节目时，电视上的小型天线会发出电波，手腕上

的装置会根据指令注入人体静脉药物，观众可以跟

电视里的人物一起哭泣、欢笑、恋爱、冒险。不料，有

一天意外发生了……《星新一少年科幻》是日本科幻

之父星新一的科幻短篇精选集，除了收录作者各个

时期的代表作品，还收录了入选语文教材和课外阅读

的篇目。

星新一被誉为日本科幻小说巨匠、日本微型小说

之父，与小松左京、筒井康隆合称为日本科幻小说的

“御三家”。他的作品短小精悍，每个故事构思巧妙、创

意新奇、对话流畅，结局耐人寻味，很容易激发孩子们

的阅读兴趣。同时，小说又充满哲思，拥有一般科幻作

品没有的教育性和启发性，给孩子留下反思的空间。

《2018 中国年度科幻小说》星

河、王逢振著/漓江出版社2019年1

月版/42.00元

推荐理由：该书是由科幻小说界

专业选家选编的 2018 年度科幻小说

集，悉数从全国多种相关刊物上精心

挑选而来，旨在检阅该年度科幻小说

的创作实绩，公正客观地推选出思想性、艺术性俱佳，

有代表性、有影响力的年度科幻小说。

陈楸帆《美丽新世界的孤儿》描绘所谓“蛮荒”与

“文明”的激烈冲突，探讨稳定社会应该具有的形态；

阿缺《宋秀云》以冷静的笔触展现科技状态与现实生

活的无缝对接，反思人工智能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刘

洋《对流》对时间展开奇思妙想，构建了时空旅行的通

道，借此挽回逝去的青春、逃避现下的不堪……12篇

科幻小说力作，以丰富的想象、生动的故事、鲜明的人

物和深入浅出的语言，探索科学技术的过去、现在和

未来，思考人类的命运，展示人类的梦想。

《星球大战如何征服全宇宙》[美]

克里斯·泰勒著 任超等译/北京联合

出版公司2019年2月版/128.00元

推荐理由：《星球大战》是怎样渗

透到我们当代文化中的？它最初的起

源在哪里？这个商业奇迹将走向何

方？《时代周刊》《财富》《快公司》前撰

稿人、资深记者克里斯·泰勒记载了《星球大战》从一

则孩童笔记，到一段产业传奇，再到一种全球文化的

历程中发生的一切。他回顾了《星球大战》这一全球

收益最高、影响力最大、影迷互动最多的文化产业传

奇的完整历史：灵感起源、项目开发历程、商业潜力、

影迷文化的产业价值、对同类电影的影响、未来的长

远规划等等。这部电影从青少年们的一个情绪发泄

口，到后来引发席卷全球的爱与热情的浪潮。从文化

角度来看，这就是“原力”的魅力。

《空间简史》[意]托马斯·马卡卡罗

著 尹松苑译/四川文艺出版社2019年

1月版/39.80元

推荐理由：自人类第一次用步伐

丈量大地，探索空间的欲望就从未停

止。“我们在哪里？”这个看似简单的问

题，答案却总是暂时性的，不断被新的

常识更替。《空间简史》一书的作者托马斯·马卡卡罗是

意大利天体物理学家，天文物理学领域的权威，他在书

中带领读者了解人类探索未知生活空间的的历史。

在早期文明中，先人用神话确立“哪里”的最初答

案。在青铜器时代，人们已经勾勒出复杂美丽的地

图，并且能够利用星星找到方向。在中世纪，计算和

导航工具更加完善，一个新大陆的发现更彻底改变了

我们对“哪里”的概念，随之而来的探索迅速填满了古

老羊皮纸地图上的空白。在当今时代，望远镜拉近了

我们与天空的距离，新的行星被发现。星星变成星

系，星系汇成星河，汇入无涯的宇宙。但仍不断有新

的理论重塑着宇宙的轮廓。过往的理论或被证实，或

被推翻，“哪里”这个不断变化的概念，却依然散发着

无穷的魅力，吸引“后来的我们”去发现，去留下新的

足印。 （郑杨/整理）

2月好书抢“鲜”看（4种）

《流浪地球》之后，我们关注的还是永恒的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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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编语文教科书·名著阅读力养成丛书”再推新品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国家统编语文教科书·名著阅读力养成丛书”，自去年上市之

后受到广大师生的广泛欢迎。其原因在于，该丛书是一套充分领会国家统编语文教科书的

编写精神，围绕阅读，紧扣教材，涵盖小学、初中、高中的名著阅读力养成丛书；不仅强调要

读什么，更强调应该怎么读。

该丛书由著名作家曹文轩担纲主编，延请一线教学名师，对入选的每一部作品编

写阅读指导方案，阶段不同，阅读指导方案也略有差异，如“专题探究”板块，通过有针

对性的阅读方法训练，把教学的目标要求融入“专题探究”的设置中，熔铸着一线精英

名师的教学思想精髓和对阅读的不懈探索。这样，通过阅读力养成训练，可以有方法

有步骤地引领学生完成整本书阅读，了解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等不同文体的特征，

切实有效地提高学生的阅读水平和阅读能力，同时也给老师的教学实践提供一种参

照与借鉴。

近日，该丛书再出新品，推出九年级（下册）推荐阅读图书《简·爱》《契诃夫短篇小说选》

《格列佛游记》《儒林外史》，与小学一、二年级推荐阅读图书《笠翁对韵》《“歪脑袋”木头桩》

等精品图书。经典名著，让孩子们在阅读的花园里，去领略丰美而自由的天地。 （文 萱）

○吴军校（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在中国的“青春文学”领域，张国龙始终以作家

和研究者的双重身份参与其中，考察这一领域独特

的文学、文化现象，这种双重身份使其能更为客观地

对“青春文学”和“青少年亚文化”做出理性批判。

《“青春文学”与青少年亚文化研究》是张国龙主持的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结题成果，该著作的出版

充实了中国“青春文学”与“青少年亚文化”的研究，

尤其是对“80后”“青春文学”的研究增添了新的理

论视阈。由于他一直致力于“成长小说”的创作实践

和理论研究，在对“青春文学”和“青少年亚文化”的

探讨上，自然而然就以“成长”意识为切入点，即在

“成长”的视阈下观照“青春文学”与“青少年亚文化”

之间的姻亲关系。

《“青春文学”与青少年亚文化研究》以独特的成

长视角，从世界文学的空间场域，以及谈古论今的历

时性维度，梳理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文学史所涉

及的典型青春形象塑造和流变，最后聚焦于21世纪

以来的中国“80后”“青春文学”现象的考察以及“青

春文学”与青少年亚文化之间的必然联系，引出对

21世纪“80后”青春文学与青少年亚文化所代表的

一代青春形象的论说。

作者真正关心的是“80 后”青春文学作家和

他们的创作所体现出来的整个青少年亚文化生

态。因之，这部作品可以称作是一部真正意义上

给“80 后”一代人的青春所作的传。对“青春文

学”与“青少年亚文化”的关注，在近几年的青少

年文学、青少年文化研究中并不鲜见。但系统地

把二者联系起来著书立说，深入挖掘文学表象之

下隐藏的文化意涵的却并不多。应该说，“80 后”

“青春文学”是一代人的精神烙印，也是一代人自

己书写自己、自己给自己代言的、极具现场感和

亲历性的文化盛宴。正因如此，“80 后”青春文学

与“80 后”这一代人之间没有身份上的隔膜和文

化上的疏离。“青春文学”文本因而架构起了作者

与读者共情的桥梁，也给我们提供了了解这一代

人的平台。

从“80后”“青春文学”的萌芽，到韩寒、春树等

“80后”作家及其作品的反叛，以郭敬明等为首的文

学的商业化媚俗，以及李傻傻、张悦然和颜歌等人的

纯文学追求，张国龙从针对这一文学样式与作家群

体成长的物候，到评论界对他们作品的批判与辩白

等方面，剖析了这一代人的文化表征与彼时的时代

语境。比如2006年“青春文学教父”白烨与韩寒的

论争，郭敬明的抄袭风波，春树以朋克的装束出现在

美国《时代》杂志封面，等等。对这些当年热门的文

化现象的回顾，有利于读者了解“青春文学”成长的

文化土壤及其存在的痼疾。正是对“青春文学”从文

学、社会、文化、心理、时代、经济、政治等各方面做了

全景式扫描，深入探讨“80后”“青春文学”与青少年

亚文化才成为了可能。著作者站在文化与时代的基

点，从成长的视角，以“青春为本位”，真诚地探究“80

后”“青春文学”和青少年亚文化中所折射出来的代

际冲突与文化割裂。

同时，就“青春文学”所表现出来的媚俗、无病呻

吟、文化符码化、流水线写作等弊端对文学个性与诗

性的解构，作者真诚地提出了批判与应对策略。同

样地，对于这些年轻的作家在语言上的陌生化与狂

欢化所作的先锋探索等，也给予了鲜花和掌声。张

国龙这种对“青春文学”的客观、理性的评判态度，真

诚而难能可贵。

“80后”作为改革开放之后成长起来的第一代

人，这个群体所面对的整个社会文化环境已然发生

了剧变。“速食”、“快消”的生活方式，改变的不仅是

消费习惯，更是文化、心理、思维、行为处事方式与

父辈的迥异。这种差异带来的矛盾是必然的，同时

也是痛苦的。“80 后”“青春文学”正是在这种文化

语境中应运而生。一代人与另一代人的代际冲突

永远都会存在，这并不是“80后”独有。只不过“80

后”的成长正逢时代与社会的变革当中，他们所表

现出来的代际矛盾与个性反叛显得尤为突出罢

了。但对“80后”“青春文学”与青少年亚文化的探

讨，实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青少年”群体及其

所代表的边缘文化的机会，让一代又一代人能以

“青春本位”的意识，对青少年群体给予关怀、理解

和尊重，从而促进人类个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茁

壮、向上生长。

当“80后”人到中年，他为一代人的青春作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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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后”“青春文学”是一代人的精神烙印，也是一代人自己书写自己、自己给自己代言

的、极具现场感和亲历性的文化盛宴。

编者的话 大年初一上映的《流浪地球》成为春节电影档票房冠军，让凭借《三体》成为知名畅销书作家的刘慈欣再度走红，成为中国电影的大 IP。甚至有人呼吁把他的

名作都拍成电影。上次全民聊科幻，还是 5 年前诺兰执导的《星际穿越》，这次《流浪地球》确实让科幻走入了大众视野，重新引发人们对科幻题材的关注。本期一周好书就来

聊聊最近出版的那些拯救地球和关注未来世界的科幻题材新书，引导读者思考思考永恒的人性以及今天和未来人类社会发展前景。另一方面，同样于大年初一上映的电影

《飞驰人生》也让韩寒这位当年的青春文学作家引发人们关注，书评版面特别介绍有关“80 后”青春文学的研究专著，给读者探索青少年精神成长路径提供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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