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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科学真知的探求，是人类社会永恒不变的主题。其中，自然科学在启迪新
知、推动社会进步等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中所蕴含的科学精神恰是人
们的内在追求，这深深影响了一大批文学家，他们中有相当一批人集中描绘自然，
用手中的笔记录下对自然的探求、对美的追求。

听听来自来自
的声音的声音

我来到树林中一处比较干燥的地方，这

里的苔藓比较少，然而在这个地方，我又找

到了另外的一种乐趣，那就是观看金冠鸫。

事实上，他根本就不是鸫科鸣禽，只是一只

莺罢了。他就随意自如地在我面前的地面

上走着，与其说是走着，倒不如说是滑动着，

那神态是无意识的、全神贯注的，就好像一

只母鸡或者是一种松鸡在觅食一样，扭着

头，步伐时而缓慢，时而迅速，这个景象吸引

了我，于是我停下来观看。我坐下来的同

时，他也停止不动，仔细观察着我，同时又开

始他那悠闲漂亮的漫步，表面上看他对我没

有任何的关心，只是专注地在做自己的事情，

但是实际上，我从未离开过他的视线。然而

只有极少数的鸟类是行走的，大多数都是跳

跃式地前进，就好像知更鸟一样。在观察到

我并没有敌意后，这个漫步者抱着一种心满

意足的心态飞上了离地面几英尺高的树枝，

然后开始他的演唱，这对于我来说，可谓巨大

的恩惠。那支曲子一直处于不断升调的状

态，最开始的音调非常低，好像是从一个非常

遥远的地方传来的。随着他的声音越来越

大，我几乎可以感觉到他全身都在颤抖，歌声

也变成了大声的尖叫。那尖厉的声音不停地

在我耳边回响着，或许我可以用这种形式来

表达这首曲子：“啼雀儿，啼雀儿，啼雀儿，啼

雀儿！”别看短短的啼鸣声音符如此简单，事

实上每一个音节的重音以及每一个字的力度

和强度都在不断地加大，并越来越强。

他超高的音乐技能已经在刚才的曲子

中展现出来，但是在我认识的那些作者中，

并没有人给予他任何的赞美和欣赏。尽管

他在刚才的演唱中已经表现极好，但是他仍

然有所保留。那是一支更为罕见的曲子，他

把这支曲子送给他在空中邂逅的美人。

他以轻盈的姿态向那棵树的树顶上飞

去，然后冲向天空，像雀一样飞行着，悬浮

着，盘旋着。突然他灵感乍现，迸发出一首

令人欣喜的精美曲子。那声音清脆而响亮，

他兴奋地唱了一遍又一遍，活泼的样子美极

了，简直可以和金翅雀相提并论，曲调婉转

悠扬，可以与紫朱雀匹敌。这首曲子是人们

极少听到的鸟的歌曲之一，只有在黄昏或者

是太阳落山以后，人们才有机会领略它的动

听。这位狂喜的歌手，藏在繁茂的树林里，

远离人们的视线，用颤动的音符诠释着这首

美妙的曲子。在这首歌曲中，你会立即发觉

他与水鹡鸰的关系。水鹡鸰的鸣啾也和他

一样是迸发出来的，音质圆润而响亮，并极

为深沉，曲调中总是洋溢着年轻快乐的韵

律，就好像这只正在歌唱的鸟儿交了意想不

到的好运一样。在将近两年的时间内，这首

由漂亮的步行者所歌唱的曲子对我来说，总

有一种虚幻的感觉，我对于这种虚幻的声音

充满了困惑，就好像梭罗被他那只神秘的夜

莺所迷惑一样。顺便说一句，据我的猜想，那

只莺也许对于梭罗来说是一只他非常熟悉的

鸟，但是小鸟却似乎刻意在保守着这个秘密，

在你面前抓住任何机会展现他那尖锐并不断

升高的曲调。似乎这些已经足够了，同时这

也是他所有的一切。我相信我将它拿给世人

们来看，并没有将他的任何秘密泄露出去。

在我看来，这就是他的情歌，因为在鸟的交配

季节，我经常会听到这样的曲子。我曾经看

到两只雄鸟在森林中互相追逐，听到他们的

口中迸发出的这种略带压抑之感的歌曲。

从那条老路向左边的方向走去，柔软的

圆木和灰色的残枝败叶在我的脚下发出各

种响声，我跨过小鳟鱼溪，最后进入老巴克

皮林中植被生长最繁茂的地区。一路上，我

会被各种各样的东西所吸引，时不时地停下

来观赏。这里有一朵非常孤寂的白色小花，

从密密的苔藓中倔强地冒出头来，它的叶子

是漂亮的心形，它的花与地钱几乎是一样

的，只有颜色上的差别。但是这种植物在我

的植物学研究中却没有相应的记载；还有一

些蕨类植物，我数了一下有 6个种类，有些

非常高大，甚至已经到了我肩膀的高度。

对于大多数鸟儿来说，上午是精力充沛

的时间，他们的啼鸣往往活力四射；然而到了

下午，偶尔才会迸发出一阵鸟鸣，几乎每一次

都会将所有鸟儿的情绪调动起来，加入大合

唱中；到了黄昏时分，也只有这个时候，你才

能从隐居鸫的圣歌中领略到其庄严和力量。

（摘录自《博物学家的自然观察笔记》）

一
真好，能够和这么多可爱的家

长，一起做出这一本可爱的书。借

着阅读，他或者她，与孩子之间进

行了最美好的陪伴，同样借着阅

读，我们之间，也是一次最美好的

陪伴。

二
关于亲子阅读，我喜欢松居直

先生的一些看法和说法，他在《爱

的语言》一文里写道：“念书给孩子

们听，就好像和孩子们牵手到故事

国去旅行，共同分享同一段充满温

暖语言的快乐时光。”“即使经过几

十年，我们仍然以自己的方式，将

这些宝贵的经验和美好的回忆珍

藏在内心深处。”

一直以来，我所在的锦绣博文

幼儿园有很多家长朋友，相聚在

“小种子”悦读坊，他们在那里一起

学习、分享并相互鼓励，他们念书

给孩子们听，牵着孩子们的手，“到

故事国去旅行”。在这趟“旅行”

中，他们度过了很多光阴，经历了

很多风景，不但欣赏了天光与云

影，更对“旅行”本身有了很多理解

与发现，因此，我们试图用这本书，

将这些宝贵的经验和美好的回忆

进行珍藏。并且，特别重要的一

点，虽然书中的故事说的是不同家

庭的个体经验，但汇集起来，就会

呈现出不少共通的、值得其他家庭

学习的亲子阅读方式和策略。

三
到底大人和孩子之间，怎样的

亲子阅读才是“好的”？我想来想

去，想出这么几点：一是给孩子一

个书的世界；二是培养孩子的阅读

兴趣；三是在阅读中大人和孩子一

起成长。孩子是从什么时候知道

世界上有一样东西叫做“书”的？

想来，应是从大人捧起书来到他面

前这个动作开始的。

很多人都听过犹太人将蜂蜜

涂在书页让孩子尝一尝的故事，我

倒是觉得这个故事最大的意义不仅

在于让孩子认识到“书”是甜的，而

是让孩子从此意识到与书有关的

“世界”都是甜的。亲子阅读的起

点，就是把“书”这个世界带到孩子

面前，让他知道有这样一个四四方

方却奥妙无穷，通过手指的翻页来

推进的世界，这个世界是甜的。

培养孩子的阅读兴趣，是说借

着共读，让孩子对阅读这件事产生

兴趣，能够感受到读书是多么愉悦

而美好的事。大人参与其中，一来

可以进行指导，二来也会给孩子一

个感受——大人是如此深爱着阅

读，就和他一样。我觉得后者其实

更为重要，吴蓓老师曾在文章里写

道：“孩子看到的图画必须非常美

丽，色彩、内容应该健康、积极、美

好……‘图画’在德语里是榜样的

意思，孩子看到的画面会内化成

他的一部分。”这个“榜样”在绘本

阅读中显得如此卓而不群，这是书

籍的榜样，是阅读的榜样，也是兴

趣的榜样。

至于说大人和孩子在阅读中

一起成长，想来不必多说。阅读本

来就是一种修炼，一路读下去，大

人变成更好的大人，孩子变成更好

的孩子，家庭变成更好的家庭，世

界变成更好的世界……这样的阅

读，怎么会不“好”呢？这本书，就

是想让大家看到很多很多“好”的

亲子阅读。

四
从上述的角度，来进入这本书

里的故事，就别有一番感受与收

获，仔细去读、去体会、去领悟，这

些大人是怎样把孩子带进书的世

界，又怎么让他们生出更多的兴

趣，最终又如何与孩子一起成

长。看起来，本书的三个分类——

“读什么”“怎么读”“为什么读”，都

是“技术”，尤其前面两辑，但我要

说的是，亲子阅读，扎根于“亲子”，

绝非是一招一式刻意而为的“技

术”。或者说，关于“技术”，一般人

的理解一直存在误区，多年以前，

好朋友发来王德威先生的一段话，

正是讲这个：

“海德格尔曾说明技术这一观

念的微妙意义。我们今天对技术

的认知，多与其立竿见影的工具性

衔接，有用之谓也。海德格尔曾

提醒我们，技术的希腊字源，不仅

指器械手艺，也更指经由人为媒

介，由无生有的过程。正因为慧心

巧手使然，无从捉摸的天机得以为

我所形构驾驭。”

在我看来，本书各篇，真正值

得我们再三咀嚼的，恰恰是这“由

无生有的过程”，并且，永远不要忘

记，“由人为媒介”，这是亲子阅读

的精神，也是这本书的精神。

五
在此，我无须重复这些不同篇

章里的所言所作，我只想说，在亲

子阅读早已“飞入”寻常百姓家以

前，锦绣博文这块小小田园里，就

已经有这样一群家长和孩子，他们

默默地读、静静地想、慢慢地写，记

下了属于他们的最好的阅读时

光。龙应台女士在《目送》里写道：

“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

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

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

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

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

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

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是的，“不必追”，我们也追不

上。然而，至少，在追不上之前，我

们每一对父女、母子，可以有亲子

阅读，可以用亲子阅读，做最美、最

好、最真、最甜的并且将永远留在

我们内心的一次次陪伴。

在十八、十九世纪的文学家中，有
相当一批人集中描绘自然，尤其是以
动植物为主要对象，表现出了自然与
文学的完美结合，展现出别样的美
感。如梭罗，大家可以熟知他著名的
自然主义文学作品《瓦尔登湖》，但鲜
为人知的是他生前曾留下海量手稿，
其内容之丰富，令人叹为观止。这些
手稿集中展现出他对大自然的向往。
再如科莱特，她是法国著名的女作家、
记者、演员和戏剧评论家，著作颇丰。
瑞士出版商梅尔莫提议，定期送一束花
给科莱特。科莱特便以花为主题，写
出了涓涓文字。再如被誉为“自然文
学之父”的巴勒斯，他曾经从事多种职
业，包括农民、教师、专栏作家。但是
他自始至终没有放弃对自然的执爱，
从而成为那个时代最受欢迎的作家。

但是，这批作品大多以手稿的形
式出现，或散见在各种专著的附录之
中。近日，浙江大学出版社启动了以
“自然志”为名的系列图书项目，将这
批优秀作品重新整理翻译，遴选的标
准是文学美感和博物科普性质兼具的
作品，且多为遗珠之作。首批出版的
有梭罗的《自然的力量：有翅膀的种
子》、巴勒斯的《博物学家的自然观察
笔记》和科特莱的《植物的生命之书：
写给花的情诗》。

这是一部由一个熟悉

并热爱鸟的人写就的关于

鸟类的书——它不是一本

干巴巴的鸟类目录，而是在

我们面前展现出一幅幅趣

味横生的鸟类百科全书。

在这里，你可以倾听森林百

鸟的音乐盛会，享受大自然

的清新和森林最淳朴的乐

趣。有趣的语言、可爱的鸟

类精灵，唤醒我们内心深处

柔软、细腻、沉睡的诗意，点

燃对自然的热爱和渴望。

在可居可游可写的大

自然中，梭罗不仅是严格的

记录员，也是自由的漫步

者。他对热爱的森林田野

进行了纯科学的观察测量，

记录了百余种植物种子如

何通过风、水、昆虫、动物等

媒介进行传播并生根成长的

过程，诠释了渺小的种子“造

就一片森林”的秘密。让我

们跟着作者一起用眼睛观

察、用脚步丈量，学习田野的

语言、探究自然的奥秘。

1947年，瑞士出版商梅

尔莫提议定期送一束不同

的花给柯莱特。作为交换，

科莱特要以如花般的文字

细细描绘众花。于是柯莱

特在晚年有了这部关于花

草、关于人生的作品。在书

中，她写自己的故事，写陪

伴在自己身边的花草精灵

们……读罢这些文字，我们

仿佛徜徉于花海，并沉浸其

中，由此感受到一段美妙的

时光。

在铁杉林中

《陪孩子爱阅读》
张燕 主编
出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我们所有的努力，就是
陪孩子爱阅读。”正如本书主
编张燕所期待的那样，这是一
套有温度的“亲子阅读”主题
书籍。本书的20位作者，来
自同一所幼儿园里的家长读
书会“小种子阅读坊”。在书
中，他们将亲历的亲子阅读故
事娓娓道来。虽然故事记录
的是不同家庭的阅读体验和
成长，但汇集起来，却呈现出
不少共通的、值得其他家庭学
习的亲子阅读方式和策略，并
提供了一份非常实用的亲子
阅读经典书目。

一次最美好的陪伴
□张燕

《植物的生命之书：写给花
的情诗》
作者：西多妮·加布里埃尔·
柯莱特

《博物学家的自然观察笔
记》
作者：约翰·巴勒斯

《自然的力量：有翅膀的种
子》
作者：亨利·戴维·梭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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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巴勒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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