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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热读

爱是海啦啦的力量源泉
——读童书《大侦探海啦啦》系列
一名叫做海啦啦的少年侦探在梅
龙小镇侦破大大小小的案件，并与罪
犯进行斗争的故事，被收进了《大侦探
海啦啦》书系。这个系列分为《风云突
变的校园》
《阴霾笼罩英伦岛》
《梅龙镇
上的尖叫》和《疯子杰克的死亡挑战》
《樱花古堡的唱歌女妖》五个部分，每
个部分既相互独立，又有所关联，通过
五个部分拼凑出一个完整圆融的海啦
啦的探案世界。高潮迭起的剧情，和
真实感爆棚的梅龙镇风情，带给我们
海啦啦在某时某地正在进行着他的新
一轮冒险的错觉。
同时这本小说是动态的，小说中
的人物会随着经历改正缺点、获得成
长。海啦啦在《风云突变的校园》中初
出场的时候是一个完美的形象，帅气
高大、十项全能，可是第一本结束的时
候，我们会发现他也会有害怕的时候，
他在揭开真相前也会颤抖，他也会受
伤，可是他还是执着地追求真相。阴
霾 过 后 ，他 还 是 会 敞 开 胸 怀 拥 抱 生
活。同样的，贪吃花痴的牛花花和美
丽傲人的大班长青瑛也不能简单地一
言蔽之。牛花花也有勇敢的时候，高
傲的班长也会无助脆弱。
海啦啦的侦探冒险要告诉我们什
么呢？仅仅是为我们创造一个个不可
思议的惊险的侦探故事，让我们动动
脑筋享受一场头脑风暴吗？绝不仅是
如此，梭罗曾经说过人们真切地感知
到，除了这样生活下去，他们别无选
择。然而那些健全敏锐的人深知，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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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升起的太阳永远都会是光彩夺目
的。海啦啦就是这样健全敏锐的人，
对于海啦啦来说，生活是一艘在大海
中航行的大船，每一次出航都是惊险
刺激的冒险，每一次冒险都会收获一
笔丰厚的战利品，而这些战利品，是

□云上有明
爱。爱也是海啦啦不断冒险的力量源
泉。
在《大侦探海啦啦》这套丛书中，
我们会发现所有的罪犯犯罪的共同
点，竟也都来源于“爱”。奖杯谜案中
的薛大爷是出于对孙子强烈的思念与
爱才会去偷奖杯，小路囿于贫困为了
能与心爱的小秋结婚铤而走险绑架作
家孙不二。
而在所有因爱犯罪的故事中我最
喜欢的是海啦啦的好朋友向东的故
事。向东与海啦啦是如此的相似，同
样的经历，同样的天才，他们就像光与
暗的双生子，海啦啦阳光，向东忧郁。
在第一本书前期，向东一直是海啦啦
的好助手，细心地帮助海啦啦侦破了
奖杯谜案，拯救了孙不二，但是海啦啦
怎么也不会想到向东的心灵早就因为
缺爱而扭曲了。向东因为父母没有回
来为他庆祝生日竟利用自己天才的大
脑设计了同班同学浩二和铁男老师，
最后以玉石俱焚的姿态和海啦啦进行
生命博弈。他所作的一切，不过是想
要获得父母的关注，毁了天才向东的，
正是他对父母求而不得的爱。
难道因为这些犯罪就否定爱吗？
不能！爱本是美好的。就以海啦啦为
例，他正是因为被爱着，才能毫无保留
地去爱人、爱生活，才会为了维持这样
美好的生活不懈地与黑暗进行战斗。
书中最让我动容的一个细节是海啦啦
在众人的阻止下吃了向东谎称有毒的
点心，海啦啦对向东的伤害毫无芥蒂，

而向东也没有辜负海啦啦对他的信
任。事实上，作者不仅通过海啦啦从
正面上肯定爱的作用，还通过向东、薛
大爷、小路、青峰等反面角色向我们警
醒爱的作用，通过正反两面引导孩子
们对爱进行思考。
作者运用明快的语言和紧凑的节
奏将苦涩的情节转化成儿童也可以轻
易消化的故事，优美的文字在不经意
间给孩子们以爱的教育和美的享受，
通过趣味的侦探故事开拓了孩子们的
视野，书中特殊的引导更是培养了孩
子们像侦探一样独立思考解决问题的
能力。一本优秀的少儿侦探小说该做
到的，
《大侦探海啦啦》都已经做到了，
但是海啦啦更重要的是连通了儿童与
成人的世界，在海啦啦身上我们可以
看到无限的可能，可以看到光明的未
来。
同时这套书还能引发孩子们在今
后更深的思考，江南在《九州缥缈录》
中借白毅的口道出了一个教育方法，
无论孩子们在当时能不能懂得大人灌
输的道理，先记住了再说，在他们长大
后总会明白的。我从前不懂，直到近
来脑海中总是浮现出一篇名叫《在路
上》的课文，光是名字已令我怅然若
失。
《大侦探海啦啦》系列丛书也是如
此，作者在这套小说中讲述的太多东
西，在我看来都是经得起时间的沉淀
和推敲的。无论孩子们意识到了没
有，这套小说中所涉及的问题将会在
他们今后的人生中与他们重逢。

书里书外

纸为媒
随着时代的变迁，科学技术的进
步，人类已经告别了过去的交流沟通
的不便。作为新兴媒介的互联网，它
正一步步取代了许多传统媒介在我们
心中的地位，包括曾经名扬中外的发
明——纸。
纸正一步步地慢慢退出我们的媒
介世界，电子画板取代了画纸，电子书
取代了书籍，E-mail 取代了书信……
现在，很少有人写信，问候家人，有急
事告知，不过是一个电话的事，哪里还
有“家书抵万金”
“ 欲作家书意万重”。
但互联网真的能够完全取代纸吗？
在我心目中，纸的地位永远无法
被其他替代。
记忆中，妈妈坐在床头，我紧紧靠
着妈妈，她手中捧着一本厚厚的童话
书，轻柔的声音正讲述着一个个有趣
的童话，神情是那么的专注，声音是那
么的悦耳。我目不转睛地盯着纸上的

□ 夏涵
每一个方块字，生怕错过任何一个。
虽然此刻只是它们认识我，我才认识
它们其中的几个，但那纸上画着的一
个个人物形象已栩栩如生地在我的脑
海跳跃、翻腾……纸为媒，我开始喜欢
上了书籍。
当我学会拼音后，每天一回到家
中，就迫不及待地冲进房间，拿出书柜
里的书，一个字一个字地拼着、读着。
拼完了一段又一段，读着一个又一个
的故事，哪怕已经听过一次又一次，却
仿佛是第一次接触，兴奋不已……在
书中我认识了小红帽、大灰狼、白雪公
主……知道了女娲补天、后羿射日、精
卫填海、盘古开天地……了解了哈利·
波特、尼摩船长、冉·阿让……纸为媒，
我开始认识这个奇妙的世界。
七年光阴，从小学升入初中，家中
的纸质书一本一本地填满几个大书
柜。偶尔重新翻看小学时看过的书，

却恍然发现，曾经那些似懂非懂的地
方，现在又有一番新的感悟。看着这
一本本边角泛黄的书籍，读着这一个
个记忆中熟悉的书名，一点一点地回
忆起这些书中的情节，不由自主地笑
出声来。回想当初的自己，对书中的
情节深信不疑，总是幻想着自己就生
活在书中的世界。
记得读完牛郎织女故事的那个暑
假，我日日期盼着七月初七的到来。
那一日，我早早地坐在院子的竹椅上，
放眼望去，落日余晖下，偌大的院子只
余我一人背影。总算盼来了夜幕降
临，一轮皎洁的明月缓缓升起，银白色
的月光洒了一地。我两眼紧盯着湛蓝
的夜空，期待鹊桥的架起和美丽的织
女腾云驾雾而来。可惜每次抬头看到
的只有那缕缕云彩，却迟迟不见织女
如约而至。带着那怅然的思绪，我进
入了梦乡。在梦里，我才终于见证了

牛郎织女的鹊桥相会……摩挲这并不
光滑的纸张，勾起了我那一缕缕的回
忆，当初的日思夜想，今天看来不异于
天马行空，但却是我童年最美好的记
忆。
时间悄然而过，回想当初生涩地
读着各类书籍，到如今一目十行，如行
云流水般的阅读，感觉自己真的长大
了，纸也发生了质的变化。冷冰冰的
电子书有的是快速便捷，少的是那油
墨浸染过的书香飘逸，网络小说有的
是扑朔迷离的故事情节，却没了四大
名 著 拥 有 的 古 老 情 怀 。 纸 —— 小 小
的、薄薄的、泛黄的，甚至是磨破的，但
拥有的是一种年代的变迁以及满满的
回忆。
纸为媒，它不但传播着文化，寄托
着情感，抒发着情怀，也记录下人类成
长的历史。
纸为媒，
它陪我成长，
伴我同行。

编辑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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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多世纪以前，动物与人仍在相互凝
视，彼此确认，而今人们前往动物园观看一
只又一只动物，只会感觉到自己的孤单；当
我们看到麦卡林在顺化所拍摄的照片，我们
看到的是战争被违背其本意地非政治化，照
片变成了人类普遍境况的一项证据；库尔贝
最早体认到的景物和声音是流水，以至于当
他画穆提耶的岩壁，都如同池塘里映照出的
风景……不同形式、不同对象、不同结果的
“看”，似乎都可以找到某种宿命般的因果逻
辑，如同作者在本书最后所说：
“你眼前的原
野，
就如同你自己生活中的视野一般大小。”
这部批评文集分为三部分：首先以我们
看动物的方式为切入点，回溯人类与动物
漫长而悠远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在当代资
本主义社会中是永久地失落了；继之以对
摄影功能的思考，与苏珊・桑塔格遥相唱
和；最后则聚焦于艺术，谈绘画、论雕塑，从
容游走于社会、心理与艺术各个层面，颇得
瓦尔特・本雅明的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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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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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读

在时光之海中寻找自我
若不是时间不停地雕刻着人们的
皮囊、枯萎着我们的内心，也许我会将
时间当成幻象。在《身外之海》中，90
后新锐作家李唐将逝去的时间，做成
了一座冰屋子，它的名字叫“死”，在夜
间它温暖如生，而在白日则冰冷如死，
它充满着诱人的危险，令人忘记在生
的背面就是死亡。
与 这 座 叫“ 死 ”的 冰 屋 相 对 应 的
是，岛上老警察在过去时光中的沉溺，
对已故爱妻的思念，令他看得见过去，
看不见未来。他试图通过发明电极
椅，以电流刺激自己的神经，让过去更
真切，他一天天在电流中萎靡。他在
时光中迷了路，失去了记忆。
“我”选择
性地隐瞒了真相：是他应久病妻子的
要求，亲手结束了她的生命，他曾说,那
一刻解脱的不是妻子，而是他。在爱
的背面,并不是恨，而是日复一日的对
爱的消磨。
大海、森林的环抱，为小镇的半封
闭提供了便利，整本小说都充满着小
镇式的优雅、缓慢与宁静。继“老警
察”退役，
“ 我”成为小镇上唯一的警
察，生活舒适、安逸，写写诗、吹吹萨克
斯，直到一只会说话的狼打破了小镇
的平静……
90 后作家的笔百无禁忌，他写下
了一系列梦一般的事物，比如死之冰
屋、树纹唱片、会说话的狼、得了抑郁
症的鹿、以花为食物的蛇、靠南瓜发电

的灯泡、可以变成花朵的诗、用种子种
出的书等。这些超现实的事物，散发
着大自然的芬芳，充满着绿色的想象，
如同童话一般美妙。但在这梦幻一般
的世界中，作者并不意在造梦，而在于
书写内心的孤独与迷茫。那么多人在
时光中溺水，找不到真实的自我，以致
他们都和小镇一般迷幻，随时可能消
失。
书中处处皆是迷路的人。
“ 我”在
爱的世界里迷失，孤独的父亲带着对
音乐的执着热爱从无人理解他的小镇
消失了，
“我”以业余爱好的形式，陷入
了对父亲的“寻找”中，这更多意义上
是精神上的寻找，这是第一层迷失。
而后“我”爱上药店里如阳光般明媚的
营业员，然而她却爱上了药店医生，
“我”又在爱的世界里继续迷失，这是
第二重迷失。
正值花季的女孩柚子，她的出生
对于父母而言是个不受欢迎的意外，
母亲离去，父亲酗酒，动辄对她拳脚相
向,令她失去了来自亲缘的关爱，失去
了立足于人间的落脚点，她在人世迷
路了，患上了一种罕见的会消失的病，
这同样又是一重迷失。
那只会说话的狼，因自己拥有了
人类的思维，而在狼群与人群之间迷
路了，狼群回不去，人群中又留不下，
它注定只能在不同的森林，不同的地
域间流浪。它与“我”之间的对话，是

□胡艳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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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中的亮点，
“ 除非时间可以静
止，否则爱就不会成立”，这相对于人
们心中地老天荒的爱情，是何其的轻
薄？但细思，我们又有什么力量抵抗
变化，谁又能保证爱会永恒呢？老警
察深爱着妻子，却抵不住病中妻子的
折磨，在他送妻子上路的那一刻，恐怕
他心中是无爱的吧。
生活中，爱在时间中失色、变质的
例子不胜枚举。曾经相爱的情侣、夫
妻反目；曾经要好的朋友渐行渐远；曾

经并肩战斗、生死与共的战友为了利
益反戈相向。这世间有太多的沉重，
并不是心上开出的一朵爱之花，就可
以承受、化解的。
这就是 90 后新锐作家的写作，李
唐以一种有异于现实题材的沉重，和
有别于架空题材的轻薄，开辟了一个
中间缓冲地带。看似魔幻的笔法，其
实与现实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
柚子一般的女孩，是上一代人游戏人
生的“结晶”，她们的父辈处于中国的
一个巨大的转型期，或干脆地说是一
个巨大的历史夹缝中的迷茫期。向上
追溯，她们与传统文化割裂，横向拓
展，未得西方文化精髓，而向后，没有
人能看清未来，在这种虚空中，产生了
焦灼找不到方向的一代，又养育了看
似在蜜罐中长大,实则缺乏安全感的一
代。这其中上一代的代表便是老警
察、
“ 我”的父亲母亲、柚子的父亲母
亲，还有说话真假难辨的“长官”，而下
一代的代表则是“我”、
“柚子”，要为爱
决斗的李尔、陈眠等。
以李唐为代表的 90 后新锐作家，
其笔触虽不见老一代的雄浑厚重，但
他们对生命的独特感受、理解，以及百
无禁忌、天马行空的笔锋正在开辟全
新的写作疆域。他们是有别于五六十
年代作家的苦难式书写,以及七八十年
代作家的大社会式书写的一种向心灵
漫溯的写作方式。

这不仅是一本论述摄影的经典著作，而
且是一本论述广泛意义上的现代文化的经
典著作。
桑塔格深入地探讨摄影的本质，包括摄
影是不是艺术，摄影与绘画的互相影响，摄
影与真实世界的关系，摄影的捕食性和侵略
性。摄影表面上是反映现实，但实际上摄影
影像自成一个世界，一个影像世界，企图取
代真实世界。由此，谈论摄影亦成为讨论世
界的一种方式。
《论摄影》出版于 1997 年，轰动一时，引
起广泛的讨论，井荣获当年的全国图书批评
界奖，
至今仍被誉为
“摄影界的《圣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