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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向梅，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发表于《诗刊》《儿童文学》等刊

物，诗歌入选多个年度选本。《寻找蓝色风》入选 2016“大白鲸”原创幻想儿

童文学优秀作品，并被评为最高等级的钻石鲸作品。

龙向梅龙向梅《《寻找蓝色风寻找蓝色风》：》：

龙向梅龙向梅

好书精读

流畅度与高度流畅度与高度
□□李红叶李红叶

《寻找蓝色风》从语言表达、故事架构、人物

设置到主题呈现均浑然天成，笔法老到。我不由

得感慨，真正好的作品原是心智和性情的自然流

露，是生命力在恰好的时刻以恰好的方式得以尽

情展现的结果。毫无疑问，《寻找蓝色风》是中国

本土原创童话的重要收获。

一

作品的流畅度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了作品的

高度。《寻找蓝色风》中，龙向梅所构架的是一个

充满多向度审美特征且充满艺术张力的作品。

童话世界是作家所造的“第二世界”，它区别

于现实世界，而又根植于此。一个童话作家必须

有才华构建一个流畅的充满真实感的第二世界，

这个世界必须充满神奇感，同时充满真实感；必

须充满孩子气，同时充满真理；必须充满乌托邦

精神，同时直抵现实。

要构建这样一个世界，作家首先要找到一种

恰好的语感。这种语感能让思想与意象顺流而

下，所向披靡。这是才情的自然流露，是恰好的意

象在心中恰好出现，是恰好的思想找到了恰好的

表达方式。这种写作具有强烈的即兴创作的特

点——你可以看到，一大批杰出的童话都是作家

们即兴给孩子讲故事的结果。“即兴”意味着灵感

的重要、氛围的重要、心境的重要。

龙向梅的故事是这样开始的：

如果你打开地图，当然，是最大的那一种，在

北半球东部一堆密密麻麻的地名里，可以找到一

个叫牙牙山的地方，但是，我敢保证，它非常诡

异，它只在你眼前呈现一秒钟，便瞬间从你指尖

下消失了，然后，你再怎么找也找不着了。

但是，这个叫做牙牙山的地方是真实存在

的，就像别的很多地方一样，虽然在地图上找不

到，但并不影响它的存在。

这些文字显示了一种氛围、一种心境、一种

恰好的语感，并且立马就把它的读者捉住了。这

种叙述所流露的自信和才华让人赏心悦目。她是

否读过安徒生，是否读过罗尔德·达尔，以及在

《寻找蓝色风》之前是否写过别的童话，这些都不

是重要的事。

龙向梅的确很会讲故事。

她的故事仿佛顺着“牙牙山”这样一个词就

可以生长出来：牙牙山上住着牙婆婆——牙齿每

天长每天磨——只有在月明之夜用琥珀心磨过

的牙齿，才不会再长了——牙婆婆寻找琥珀

心——找到泥人阿丑——阿丑的琥珀心惟有在

获得灵魂后才可以交给牙婆婆——牙婆婆与阿

丑成为生命共同体，走上寻找蓝色风之路，带上

配角“船长先生”——三人行——遇见蓝尾

狐——四人行——历经千辛万苦——找到风先

生——阿丑获得灵魂，牙婆婆获得琥珀心。

二

《寻找蓝色风》的构思基于“追寻”母题而展

开。这种故事如果主题先行而才华不够，就很容

易显得“大而空”。幸运的是，《寻找蓝色风》不仅

有“深刻的主题”，而且塑造了一系列极为流畅的

人物形象。

阿丑的灵性来自于他的琥珀心和三只耳，而

他的泥巴质地也与他的智慧相辅相成，甚至让人

觉得，他缺的不是“灵魂”，而只是血肉。当然，作

家会让他傻傻地记不住牙婆婆那个长长的除了

船长先生和蓝尾狐再无其他人能够记住的名字，

而他经由蓝色风一吹，立即就能顺溜地叫出牙婆

婆完整的名字来了。我们甚至觉得阿丑的感知能

力早已超越一个泥人可能感受到的一切。尽管如

此，在读者眼中，这个角色依然十分生动，我们很

担心他被打湿，也很担心他摔跤，担心他缺了手

指，当他的耳朵被水冲走时，我们以为他从此不

要第三只耳朵了，结果他却执意要找到第三只

耳，他不仅要找到第三只耳，还坚持要恢复他“本

来的样子”，而不愿意把他改造得“更漂亮”。他执

著地要成为人的信仰也让我们觉得足够真诚。其

余各色人物，如牙婆婆、船长先生、蓝尾狐、小山

妖、巨人伏塔、觉姆人、风先生、时间先生，乃至黑

米山庄的芒果婆婆、米修爷爷……啊，这些人物

无一不生动，无一不有趣！作家在创造他们的时

候，颇有造物主之态：要有阿丑，阿丑就成了，要

有牙婆婆，牙婆婆就成了，各从其类，都在恰好的

时候以恰好的姿态出现。

阿丑念道：牙齿牙齿短一短，牙齿牙齿短一

短。牙婆婆的牙齿就从脚尖短到膝盖，再从膝盖

短到腰间，再到胸口，到下巴，最后又回到了原

位。于是，牙婆婆从地上坐起来，她羞愧极了，决

定要陪阿丑前往风之城。这个牙婆婆自然是个配

角，却是极有趣也极重要的配角。她不但有一个

独一无二的名字，还有一个独一无二的茄子房，

你看她念念有词：天君地君茄子君，左请左灵，右

请右灵，牙婆婆一请马上灵，墙壁请往中间走，窗

户请往里边走，烟囱请往下边走……于是，这个

让她在牙牙山蒙羞却让船长先生和阿丑大加赞

颂的茄子房就变成一个小茄子装进口袋里了。一

念咒语，它又摇摇晃晃慢慢变大，“吃力地一挺，

把烟囱伸了出来，把门也弹开了”。牙婆婆的茄子

房给读者带来的惊叹已经洗刷了她在种植协会

的耻辱。当然，当她得到了阿丑的琥珀心，不再害

牙长病了，她自然是要种出美丽的南瓜房来让种

植协会赞叹的。

蓝尾狐灵异、聪慧，她看起来无比贪婪，我们

却不能不为她的不安所打动。蓝尾狐难道不正是

现代人的写照吗？她的祖辈曾在一夜之间被淹

没，她的焦虑也就变得可以理解。然而，物质的占

有何以能真正消除内心的焦虑？当她与阿丑、牙

婆婆、船长先生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时，她才逐

渐领悟到分享和爱是最重要的事情，而她也终于

明白：没有任何人可以获得一千年的生命，因此

要记住，活在当下，活在你惟一的生命中，活在真

正属于你的时间里。

船长先生是只老鼠，形体小而名堂多，是迪

士尼动画里必定到场并带来欢笑的那种配角。它

贪吃、务实而又有着伟大的冒险梦想，然而，无论

经历怎样的危险，牙婆婆的口袋使得它勇敢无

惧。它又怎能离得开这个口袋呢，因为它的妈妈

把它生在这里呀。

就连小山妖也都个个可爱。他们在森林里玩

闹，唱着没心没肺的歌：一群小妖——哦唷，哦

唷——/住在森林——哦唷，哦唷——/没心没

肺——哦唷，哦唷——这里有火焰妖、蛋壳妖、稻

草妖、雪人妖、回声妖……他们都是没有爱的妖。

阿丑用爱的回声唤醒了回声妖的爱。事实上，他

们只需一个拥抱，心里就会暖暖的，就不再邪恶。

这是童话，也是真理。

阿丑是女娲的一个疏忽，是一个地地道道的

从本土神话土壤中生长出来的童话形象。龙向梅

经由这个形象接通了传统，她的思路延展开去，

就创造了觉姆部落，就创造了巨人伏塔。是啊，巨

人伏塔太过寂寞了，他被瞌睡虫闹得睡得太久

了，觉姆部落也太缺少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了，

那么，觉姆部落与巨人伏塔的“醒”来，大约也可

以视之为一种象征：中国现代童话创作的基本意

象除了西方意象和当代意象，真的就不能够回到

远古神话里去了吗？

我非常喜欢这个作品里的时间先生。时间先

生这一形象不是龙向梅的独创，然而，龙向梅所

创造的童话形象没有给人模仿之感。

九头雄狮拉着大家在“五十九分”驿站追到

了时间先生。他变幻无穷，刚刚还是一个白胡子

糟老头，一下又变成了一个英俊的少年，但是还

没等你看清楚，他又变了：一会儿是一道光符，一

会儿是一汪水，一会儿是火球，一会儿是精灵，一

会儿又是一盏锈迹斑斑的马灯……阿丑刚要开

口，时间先生就抢先说话了：“哦，不用说不用说，

我知道你们为何而来。我就是你们要找的时间先

生。”话音刚落，他又变成了一个穿着大黑袍的巫

师。接着，阿丑与时间先生“谈判”。时间先生在

“谈判”过程中先是变成一片跳跃的光点子，继而

变成一个黑影、一个慈祥的老人，继而变成轻烟

消失不见了，最后变成一只火烈鸟飞走了。这种

变幻既是时间先生情绪变化的结果，也是故事本

身节奏感的体现，同时，抽象的时间先生得到了

一种恰切的描述。

三

龙向梅是一个诗人。她虽年轻，却极富感悟力。

她向往理想境界，惯于用文字构建理想世

界。有一天，她突然写起童话来，我们看到，她的

童话是另一种形式的诗，而她的诗亦是另一种形

式的童话。对于龙向梅而言，童话与诗不同之处

在于，童话因其独特的叙事方式而深得童年气

质，而龙向梅的童年气质如此鲜明，从儿童阅读

的角度而言，我要说，《寻找蓝色风》自然是理想

的选择。

她自觉把儿童读者视为隐含读者，塑造神奇

人物，讲述神奇故事，乐于展现童话人物的孩子

气。那个看起来颇有点巫气的牙婆婆，骨子里其

实满是孩子似的自尊，她念念不忘的是芒果婆婆

对她的取笑，念念不忘要拿一个种植协会的大

奖。她那标志性的长长的名字，也完全是一个孩

子的奇思妙想。她把自己的那个独一无二的名字

刻在自己的大门上，每次回来，她就敲敲门，礼貌

地说道：“美雅唯斯戈那贝尔阿普里莉牙落牙落

巫美奇太太，我可以进来吗？”“当然可以。”牙婆

婆在心里这样回答，于是她就礼貌地进去了。

龙向梅值得被推荐，还在于她的语言。她继

承了自安徒生时代所开创的口语叙事传统，故事

讲述亲切流利，充满现场感。同时，词汇丰富，尤

其善用叠词和排比，语词的铺排恰对应于童话世

界的敞开性，读来畅快而开阔。故事一出场就是两

个叠词：牙牙山和牙婆婆。继而点明牙婆婆除了

“一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名字”，“还有一个独一无

二的麻烦”：“每次牙婆婆的牙齿长长以后，她的嘴

就合不拢，说话就漏风，喝茶就漏水”。继而写牙婆

婆的磨牙石各样形状，黑米山庄的房子各样形状，

蓝尾狐收集的各种声音、各样味道、各色阳光，阿

丑能听到的各种声音，又写各种山妖，写时间先生

的各种形状等等，加上人物之间的插科打诨以及

各种机智的应答，使得作品语言丰富多彩，叙事流

畅而充满想象力。

最后，不能不提故事和人物背后的哲思。

血肉之躯可感知万物神奇，感知各色气味、

各种声音，感知友情，感知爱，所以，生命真是奇

迹，是上天（女娲）的恩赐。而此生固然短暂，尽情

地活过了，譬如陶俑将军，便已足够。这些经由无

血肉的泥人变为有血肉的阿丑这一童话形象得

到了生动诠释。牙婆婆的障碍在于身体病痛，有

了这病痛，觉姆宫殿的极尽奢华也就没有意义。

即便是求口欲满足的船长先生，也觉得吃饱喝足

的生活是多么死气沉沉。蓝尾狐则终于领悟到，

活在当下，比占有1000年也用不完的东西要有意

义得多，也有意思得多。

而“寻求”之旅，由一人而二人，由二人而三

人，由三人而四人，则告诉读者，人与人是命运共

同体。无论阿丑之于牙婆婆，牙婆婆之于船长先

生，蓝尾狐之于阿丑三人，或阿丑三人之于蓝尾

狐等，他们之间谁也离不开谁。没有谁能独自一

人完成理想，没有谁能独自一人享受生活的乐

趣，你看地底下的阿丑、山洞里的蓝尾狐、守大门

的伏塔，他们都经受过无穷尽的孤独。同时，他们

互相成就而性格不同、理想不同、志趣不同，就连

已经活过的陶俑将军和尚未好好活过的阿丑之

间也相互成全、相互尊重。作家在这里传达的是

一种当代人文精神：和而不同，即彼此独立而相

互依存、和谐共处的精神。这些，未必是作家本人

写作前的先行构想，然正所谓“作者未必然，读者

何必不然”。而童话作为象征的艺术，其思想内蕴

的深邃和多维度的魅力也正在此。

（上接第1版）
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建设，必须坚定自觉地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要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主

心骨、定盘星、度量衡，贯彻到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全过程、各方面，切实增强干部群众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

情感认同，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要全面贯彻落

实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新任务新要求，深入研究新情况新问题，

科学提出新思路新对策，着力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

的针对性实效性。

三、深刻把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着眼点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要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着眼点。这一重要

思想观点，聚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进一步明

确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一）我们党历来重视培养什么样人的问题。马克思主义

认为，社会全面进步是与人的全面发展相统一的过程。列宁指

出，共产党的基本任务就是帮助培养和教育劳动群众。我们党

在改造旧社会、建设新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把培养一代新

人作为重要任务，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

己的利益而奋斗。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就

是要帮助劳苦大众认清苦难生活的根源，为摆脱压迫、实现解

放而奋起抗争。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提出培养又红又专的社

会主义建设者。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过程中，我们党提出培育有理

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进入新时代，我

们党提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对于引领广大

人民群众坚定信心、强化自觉、提升素质，投身民族复兴伟业

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二）培养什么样人的问题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

根本问题。核心价值观建设，说到底是人的思想建设、灵魂建

设，聚焦的是造就具有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社会主义

建设者。人是社会实践的主体，既被现实社会所塑造，又在推

动社会进步中实现自身发展。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实现什么

样的目标，人是决定性因素。党的十九大提出“培养担当民族

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这一重大命题，把“培育什么样的价值

观”同“培养什么样的人”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抓住了价值观

建设的根本，体现了我们党对核心价值观建设认识的深化和

拓展。

（三）探索把握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标准和要

求。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应当在有自信、尊道德、讲

奉献、重实干、求进取等方面，有着新的风貌、新的姿态。有自

信，就是有着作为中华儿女、炎黄子孙的骄傲和自豪，作为新

时代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四个自

信”执著坚定，对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中国梦充满信心；尊道德，就是继承中华传统美德、

弘扬社会主义道德，崇德向善、见贤思齐，具有善良的道德情

感、正确的道德判断、自觉的道德实践；讲奉献，就是具有自觉

的国家意识、民族意识、责任意识，主动担当民族复兴的历史

责任，在尽责集体、服务社会、贡献国家中体现自身价值；重实

干，就是坚持实践第一、知行合一，求实务实、有为善为，脚踏

实地干事创业，用勤劳的双手创造美好生活；求进取，就是始

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状态姿态，富有求新求变的朝气锐气，勤于

学习、勇于开拓，以新的实践创造成就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

四、切实抓好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任务落实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强化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

保障，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创建、

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的引领作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

惯。我们必须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切实抓好任务落实，推动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建设取得新的更大进展。

（一）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是我们生而为中国人的独特精神支柱，是凝聚中国

力量的思想道德基础，是宣传教育工作的“魂”。要强化对国民

教育的引领，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动核心价值观融入思

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贯穿启蒙教

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各领域，体现到教材教学、校

风学风建设之中，体现到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全过程。强化对精

神文明创建的引领，把培育践行核心价值观作为文明城市、文

明村镇、文明单位、文明家庭、文明校园创建的根本任务，突出

思想内涵，鲜明价值导向。强化对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

的引领，推动广大文艺工作者身体力行践行核心价值观，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高扬爱国主义主旋律，唱响时代正

气歌。

（二）充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作用。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重要源泉。要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大力实施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

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要坚持古为今

用、推陈出新，不忘本来、辩证取舍，深入阐发中华文化讲仁

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核心思想观念，

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化人、育人。要充分运用传统

文化中的道德教化资源，深化孝老爱亲教育、诚信教育、勤劳

节俭教育，着力发展乡贤文化、弘扬企业精神，引导人们不断

提升道德水准。

（三）充分发挥法律和政策的保障作用。法律和政策在社

会公共领域具有刚性约束力，对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有着重要的导向作用。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使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全过

程，贯穿到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方面，为法律政策的制定

完善提供精神指引。要加快推动法律法规的立改废释，建立重

大公共政策道德风险评估机制和纠偏机制，体现更加鲜明的

价值导向，不折不扣地捍卫正义、毫不含糊地惩治丑恶，保障

实现善有善报、恩将德报。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切实

增强全民法治观念、规则意识。要更好运用法治手段维护社会

公共价值、解决道德领域突出问题，捍卫英雄模范及其所代表

的主流价值，发挥司法断案惩恶扬善功能，更好守护公平正

义、弘扬美德善行，形成有利于培育践行核心价值观的法治环

境和制度支撑。

（四）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的示范作用。党员干部是社会群

体中的先进分子，德可为师、行可为范。全民动员，首先要干部

带头。要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持之以恒推进党风政风建

设，毫不放松加强党性教育，弘扬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

是、清正廉洁等价值观，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补精

神之钙，铸党性之魂，稳思想之舵。要推动党员干部在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上做表率，明大德、严公德、守私德，以实际

行动让群众感受到理想信念的力量，用高尚人格感召群众、带

动群众。要加强对优秀共产党员的典型宣传，讲好身边共产党

员的故事，用榜样的力量、楷模的风范带动全社会见贤思齐、

积极向上、奋发进取。

（五）充分发挥家庭的基础作用。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

和睦则社会安定，家庭幸福则社会祥和，家庭文明则社会文

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从家庭做起，大力加强

家庭文明建设，深入开展文明家庭创建，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传

统美德，重视做好家庭教育，传承良好家风家训，形成爱国爱

家、相亲相爱、崇德向善、共建共享的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

尚。孩子是民族的未来，青少年的价值取向影响着一生的价值

取向，决定着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要坚持从娃娃抓起，

不断深化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树立

远大志向、培育美好心灵，勤学、修德、明辨、笃实，扣好人生第

一粒扣子，打牢思想之基、价值观之基。

（本文原载于《人民日报》2017年11月17日第6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