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本散文集的书名为什

么叫《外婆家》？ 我想这可能是

跟我的童年经历相关。 外婆家

对我来说太重要了，是我精神

的起点。我童年的大部分时间

都是在外婆家度过的，在那里

我体会到了最初的爱与善良。

我想， 如果没有这段经历，我

可能不会成为一个作家。 ”

近日，由八光分文化和新星出版社联合出版的科幻

小说集《莫比乌斯时空》正式出版。 这是银河奖、华语科

幻星云奖金奖得主顾适的首部科幻作品集。这本小说集

是顾适八年科幻创作的一次总结，不仅收录了《嵌合体》

《莫比乌斯时空》等人气篇目，还有 3 篇此前未发表的新

作，内容涵盖人工智能、记忆存取、人体冬眠、脑机接口、

基因编辑等前沿题材。

顾适不仅是一位科幻作家，她还是一名高级城市规

划师。 她本科毕业于同济大学，其后于中国城市规划设

计研究院攻读硕士学位，毕业后留院工作，从事城市规

划设计与研究。 其代表作《赌脑》获得第 30 届银河奖最

佳中篇小说奖和第十届华语科幻星云奖最佳中篇银奖；

《莫比乌斯时空》 获得第 28 届银河奖最佳短篇小说奖；

《嵌合体》 获得第七届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最佳中篇金

奖；其英文版入选 2017 年雨果奖最佳中篇长名单。

信息时报记者 陈川

成长，就是告别“外婆家”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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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慧

我的爷爷和奶奶去世得比较早，

我对爷爷完全没有印象， 我的奶奶是

在我三岁多的时候去世的。 奶奶的死

对我来说影响很大。 从四岁开始，我一

个人被反锁在了家里。 我经常站在窗

户边上，扒着窗户上的铁条，像动物园

里面的猴子一样可怜。 现在想起来，这

个经历对我的影响是很深的， 因为一

个人待在屋里实在很无聊， 我便认真

观察路上来来往往的每一个行人。

为什么当时我的父母要把我反锁

在家呢？其实也是无奈之举。奶奶去世

之后不久， 我曾经遇到意外， 差点淹

死。 当时为了增加收入，我爸爸准备种

蘑菇，在这之前，要把稻草扔在门前的

小河里浸泡几天， 一捆捆的稻草在河

里堆得像小山一样高， 我觉得这很好

玩，就爬到“山顶”上，结果脚下的稻草

滚落下来，我差点掉进河里。 我妈当时

在服装厂上班，出了事以后，就把我带

到服装厂里。 厂里有规定不可以带小

孩进去， 所以每次厂长来的时候我要

躲到纸箱里， 但是有一次厂长待的时

间很久，我差一点憋死了。 因为这两件

事情， 父母觉得让我在外面乱跑很危

险，就把我锁在家里了。 所以四岁开始

到五岁这段时间， 我体验到了生命中

最初的孤独。

上午的时候，路上行人很多，到了

下午，就很冷清了。 实在无

聊

，我就开

始在家里翻箱倒柜。 柜子里有书和户

口本。 有一天看户口本时，发生了一件

让我伤心不已的事———哥哥的名字前

面写的是“长子”，而我名字前面写的

是“次子”。 当时我哥哥已经教我认了

一些字，但是认得不多，一知半解。 我

不知道“次子” 就是第二个儿子的意

思，以为是次品的儿子。 所以情绪非常

低落， 我断定父母之所以把我锁在家

里，就因为我是一个次品。 这样的生活

虽然持续的时间不长， 但对我产生了

很大的影响。 第一，我学会了独处；第

二，我变得很敏感；第三，我可以仔细、

耐心地观察身边的人和事。 如果从文

学的角度来说， 这确实是一个不错的

起点。

这本书可以说是一个少年的成长

史，我们发现成长的过程，有时候恰恰

是告别“外婆家”的过程。 在这本书里

我写得最痛苦的一篇文章叫《将尽》，

写的是我外公生命将尽的往事。 我的

外公是一个很善良的人， 有一次去镇

上喝茶的时候被三轮车撞了， 骑车的

那个人吓坏了， 外公站起来之后没有

向那人索赔，反而还安慰那人。 几天之

后他感觉肚子很疼。 那是一个暴雨之

夜，他实在疼得受不了，准备去县城的

医院。 当时， 家里只有他和外婆两个

人， 当时外公八十八岁， 外婆八十四

岁。 他们没有电话， 要先到镇上去叫

车，那时已经是凌晨。 平时去镇上，只

要走十来分钟， 可他们却走了两个多

小时，因为后半截路是爬着去的。 到了

镇上，他们叫了很多次门都没有人应。

最后到了一户人家，主人下来看究竟。

外公外婆给他磕头， 恳求屋主人开车

把他们送到县城的医院去。 开始的时

候那个人是不愿意的。 后来他觉得外

公有点眼熟，就问他说，你是不是在小

学里教过书？外公说是。原来他是外公

的学生，因为有这份师生的情义，他才

把外公送到县城医院。 虽然去了县城

医院， 但是实际上外公的身体已经非

常糟糕了，在医院里面抢救之后，仍无

好转， 最后只能回家里等待死亡的到

来。

外公去世五年后，外婆也走了。 亲

人离去总会让我们特别的悲痛， 我在

读者留言里也读到很多悲伤的故事。

写作的美好在于一颗心灵唤醒了另一

颗心灵。 所以，我很珍视读者的感受，

有的读者说，读我的文字，有一种风吹

细瓷的感觉，还有的读者说，她总会想

起安静的往昔……我始终相信， 好的

文字可以给人心灵的抚慰和滋润，相

信通过这本温暖的小书你们可以找回

遗失在外婆家的美好时光。

《外婆家》

盛慧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0年 1月

大家

赤羽末吉笔下的中国故事

唐亚明

把“大器晚成”这句话用在赤

羽末吉身上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他从未受过专门的美术教育。

由于偶遇松居直， 他从 50 岁开始

画绘本， 到 80 岁离世的 30 年间，

创作出许多优秀的作品，1980 年

70 岁时成为首位获得国际安徒生

画家奖的亚洲画家。

我与赤羽末吉相识在 1982

年。 那时，他随翻译家君岛久子、儿

童文学家小泽俊夫、福音馆社长松

居直等人访华，我有幸担任该代表

团的翻译。 他们来华前有资料告

知： 团里有一位安徒生奖大画家。

所以，中方也派出了画家陪同。 在

集体行动时，赤羽末吉常常一个人

离队跑去画速写， 让我们到处找

他。 有一天， 中国画家悄悄问我：

“他真的那么有名吗？ 我怎么看他

连线都画不直？ ”这句话给我留下

了很深的印象。 后来，当松居直把

我引上绘本之路时， 我才慢慢懂

得，那种画不直的线正是绘本的真

谛———孩子需要温暖亲和。 这与成

人的美术观是多么不同啊！

赤羽末吉 1932 年 22 岁时来

到中国东北，从事民营运输等有关

工作，业余自学绘画，一直到 1947

年 37 岁回国， 一共在中国生活了

15 年。 其间，他还在内蒙古度过了

两年。 这一段经历，对他日后的创

作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他在日本画了许多以中国民

间故事为题材的绘本，包括大家熟

知的《苏和的白马》，以及这次与中

国的小朋友见面的《灯花》《猎人海

力布》《九兄弟斗土司》《龙牙颗颗

钉满天》。

1982 年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

一次来中国旅行。

1990 年，老人去世了。 在他的

告别仪式上，我黯然想到，再也看

不到他那慈祥的目光了。

现在，我们得以在中国出版他

画的中国民间故事绘本，当然是为

了中国的孩子。 同时，也是为了让

有志为孩子工作的人从赤羽末吉

身上得知：你的人生，你的情感，你

的努力，你想对孩子说的话，都会

融入你的作品，最终成为留在世上

的遗言。（原文有删节）

赤羽末吉中国故事绘本系列

《灯花》《龙牙颗颗钉满天》

《九兄弟斗土司》《猎人海力布》

（日）赤羽末吉 绘

唐亚明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 世纪文景

2020年 1月

新书推荐

一老一少一起在书房里完成“拯救世界”的重任，听

起来似乎不可思议， 但这就是好游戏的力量， 它可以连接

“数字移民”和“数字原住民”，跨越数字鸿沟。《游戏改变学习》

一书从语言学和教育学的视角出发，结合作者沉浸式的游戏

体验，从中总结出 36 条有趣又有效的学习原则。

作为全球游戏素养的奠基人之一，美国语言学学者

詹姆斯·保罗·吉不仅对游戏的学术研究产生了深远影

响，而且也获得了游戏设计师的高度认同。他提出，当玩

家不再依赖各种操作指南，摆脱自己完成任务的既定套

路，甚至能跳出规则之外，对整个游戏机制塑造了何种

价值观进行反思，就此具备了“初级游戏素养”，而当玩

家可以用电子游戏这种新媒体语言来表达自我，反思社

会问题，则达到了“高级游戏素养”。并且，游戏和流行文

化给今天的年轻人提供着越来越多的亲密空间体验，建

立能够最大程度发挥互动效能的学习空间，极大弥补了

课堂教学的不足。

信息时报记者 陈川

（美）詹姆斯·保罗·吉 著

孙静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0年 1月

《游戏改变学习：游戏素养、批判性思维与未来教育》

《莫比乌斯时空》

顾适 著

新星出版社 / 八光

分文化

2020年 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