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瞿庭涓

好的儿童文学作品一定是可以让两
代人共读，并且都能充盈内心的。《彼得·
潘》就是这样的作品。

“世界上所有的孩子都会长大，只有
一个例外。”这是童话开篇的第一句话。
做完作业、窝在铺盖里翻着《彼得·潘》的
女儿，冲我说了一句：“我也想像彼得·潘
一样永远不长大。”

她开始滔滔不绝地讲彼得·潘带着温
迪姐弟几个学会了飞，他们飞到乌有岛，
岛上有可以发光的小仙女，有肚子里装着
闹钟的大鳄鱼，有拿着斧头的虎莲公主，
有装着铁钩假手臂的海盗胡克。

她兴奋地讲述着，好像她和彼得·潘、
温迪一样，在呼啦呼啦地勇敢探险。

合上书熄灯睡觉时，女儿看着窗外问
了一句：“今天彼得·潘会来带我去乌有岛
吗？”

我像书中的达林太太一样，把稀奇古
怪的东西收藏起来，把乱七八糟的物品归
回原处，把调皮的念头和不好的脾气折叠
得很小很小，让平和纯净的思想像新衣服
一样摆在最上面，然后跟她说：“放心，彼
得·潘会来的。”

彼得·潘，在西方世界里无人不知，他
满口珍珠般的乳牙，穿一身树叶树浆做成
的衣服，不肯长大，成为永恒童年和永无
止境探险精神的象征。

在英语大字典里，“彼得·潘”作为一
个专有名词被收录。写出这个故事的，是
英国剧作家、小说家詹姆斯·巴里（1860-
1937）。他出生于苏格兰一个普通的纺织
工人家庭，从事过新闻工作，当过安德鲁
大学校长、爱丁堡大学名誉校长。

“彼得·潘”这个名字首次出现在他
1902年的小说《小白鸟》中，1904年他完
成剧本《彼得·潘》并发表，当年年底首次
在伦敦公演，引起轰动。

1911年小说《彼得·潘》出版，随后被
译成多种文字飞向世界，赢得了各国读者
的喜爱。中国最早的译者当中，就有梁实
秋。

再后来，我们陆续看到了以《彼得·
潘》为蓝本改编的电影，比如1991年斯皮
尔伯格执导的《铁钩船长》、2002年迪士
尼的《重返梦幻岛》、2003年环球影业的
《小飞侠彼得·潘》。

热爱还没结束。2006年，英国政府
斥资三千万英镑，请三千名作家续写《彼
得·潘》，英国儿童文学女作家麦考琳被选
中写出了官方续集《重返梦幻岛》。

女儿熟睡后，我在灯下翻看这本书，
满篇看到的却是“成为母亲”的主题。

彼得·潘为什么要从家里逃出来，去
伦敦的肯辛顿公园游荡？他为什么去到

乌有岛，成为一群被大人丢弃的孩子们的
队长？他为什么那么害怕长大，讨厌成人
的模样？

究其原因，是因为他觉得自己被母亲
遗弃了。他到处玩耍，游荡了很长时间，
以为母亲会一直敞开窗户等他，结果他想
要回家的时候，却发现“有一个小男孩躺
在我的床上，窗户也被关严实了，我的母
亲早就把我忘了”。

他带了小女孩温迪回乌有岛当大家
的母亲，温迪就像她的母亲达林太太一
样，给大家缝补衣服，跟孩子们玩游戏，照
顾他们吃饭睡觉，给他们讲故事，告诉他
们应该成为怎样的人。她甚至真的像一
个妥帖的母亲，能够第一个听到并分辨出
房间外的脚步声。

被遗弃的孩子们在期待母亲、寻找母
亲，甚至海盗们也在期待母亲、寻找母
亲。每个人都在渴求一种安宁，能抚慰成
长过程中的伤痛。

孩子们的队长彼得·潘也是这样。
彼得·潘知道温迪要回家以后，闹起

了情绪。他吹了一会笛子，想表明自己毫
不在乎。可事实上，他觉得忧郁而悲伤。
为了让温迪不高兴，他决定不吃药，然后
躺到了大床上，为了让温迪生气，他还有
意不盖上被子。

但是，知道温迪他们落入海盗胡克
手里时，他勇敢又机智地去营救他们。
英勇的小勇士在打败海盗胡克的那天晚
上，“在梦里一直哭泣，温迪整夜把他拥

在自己温暖的怀里。”母亲的力量才是
勇气的来源。母亲，是让孩子长大的原
因。

最后一章“温迪长大以后”，是作者詹
姆斯·巴里后来加上去的。

这一章意味深长。离开童年后，温迪
按照成人的模式很快结婚了，有了自己的
女儿。温迪成了妈妈，跟她一起长大的同
伴有的成了火车司机，有的成了勋爵，有
的成了法官。

温迪长大了，不能飞了。她的女儿
简、她女儿的女儿玛格丽特，却还可以跟
彼得·潘一起飞，飞往乌有岛。

每一个小女孩都成为了彼得·潘的母
亲。

结尾，彼得·潘永远在忘记，忘记温
迪，忘记胡克海盗，忘记小仙女小叮当，忘
记曾经的难过和喜欢，忘记曾经的约定，
一个人没心没肺地快乐地活着。

《彼得·潘》塑造了一个个丰富的人物
形象，让每一个年龄段的人都可以思考童
年与成长，让一个母亲去学会如何成为一
个母亲，在孩子成长过程中扮演好最重要
的角色。

《彼得·潘》有荒诞幻想，也有神仙故
事，有惊险情节，也有细腻心理。詹姆斯·
巴里就像英国传统的纺织工人，把一段段
小哲理纺织在一个小小的故事里。

它既像一场令人眼花缭乱的马戏，又
像一首充满母爱力量的交响曲，让人震撼
且回味无穷。

成为母亲
——与孩子共读《彼得·潘》

□郑劲松

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的社
会，多数人都不得不成为一个“经
济人”而置身繁复的经济生活。

作为一个普通公民，大到婚
丧嫁娶、买车买房及装修设计，小
到柴米油盐酱醋茶，学点审计知
识，让自己有限的财力发挥最大
效益，是极好的。

但对普通人而言，审计工作
复杂而神秘，甚至令人望而生
畏。读了《让数字说话：审计，就
这么简单》一书，这样的畏惧或许
会得到缓解。

书如其名，作者以生动流畅
的文字“让数字说话”，把复杂的
审计说得简单明白而有趣，确是
一本普及经济素养的好书。

当然，要把专业书籍写得通
俗易懂并非易事。作者既要有深
厚的理论学养，又要储备丰富的
实践经验，还得兼具相当的语言
功夫。

显然，三名作者都具备这样
的功夫。第一作者孙含晖，笔名
金十七，从事审计工作十年，企业
财务十年，先后任多家美国上市
公司CFO，2013年度中国十大杰
出CFO。第二作者王苏颖，清华
大学硕士毕业，中国注册会计师，
供职于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
一，拥有十余年从业经验。第三
作者阎歌，中央财经大学硕士毕
业，也是注册会计师，在会计师事
务所工作十余年。他们本身即是
审计领域行家，职场经验又丰富，
所以能以大量案例生动引入并精
准解读、形象剖析知识点。

“审计师职业、工作流程、审
计重点以及资产负债表、利润表、
现金流量表”等枯燥乏味的科目，在书中显得妙趣横
生。比如说到“项目建议书”与“业务约定书”的区别，
书中说，“项目建议书好比是你在谈恋爱时说的话，业
务约定书是你结婚后打算做的事。结了婚，才发现双
方不合适，婚姻的基础在于双方信任，现在，我们不能
互相信任，只好离婚了。”

讲到审计师怎样练好检查内控系统的内功，书中
就讲起了武侠小说：“张三丰大师跟着觉远和尚学九阳
真经时，听过这么一句话：‘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冈；
他横任他横，明月照大江。’审计师心中正确的内控认
知要像山冈和大江一样坚定。”

对于“怎样测试每个科目的余额”，作者又在书里
讲起了哲学故事：“亚里士多德发明分类学的精髓就
是，直接对一堆水果进行分析是很困难的，你可以将水
果分成苹果和橘子后再进行分析，可以将水果分成新
鲜的和腐烂的之后再进行分析。”

读这样的书，即使内容再艰深，也觉得流畅亲切。
作者在序言中说：“这本书写的是我自己对于审计的一
些理解和想法，以及听到的和经历过的一些故事，写出
来的目的就是为了跟大家聊一聊天。”

聊天，当然就要轻松，不能板着面孔说话。“什么是
审计？审计就是查问题吗？”作者告诉读者，这可能是
个误区。

作者先聊天说：“一般老百姓听到‘审计’这个词，
可能最先联想到的，是一群穿着制服的人，紧张地翻看
着一大堆资料在查问题。这其实不像是审计，更像是
经济犯罪调查。老百姓之所以有这种联想，大概来自
于将审计师称作‘经济警察’这一未必恰当的比喻。看
过日剧《审计风云》的人，可能会以为审计师工作起来
就是狂按计算器、一分一毫盘点现金、没日没夜翻凭
证。”

但真实的审计情形究竟是不是这样的呢？作者聊
天之余，也会严肃地“科普”：“审计可以分为政府审计、
企业内部审计和注册会计师审计三类。政府审计，就
是国家审计署做的事情，主要是检查各级政府机构和
国有企业的收支情况。企业内部审计，则是企业内部
设置的、检查内部各部门经营管理情况的一项职能。
而注册会计师审计，也称独立审计。”

“审计是为了求真。”作者在书中告诉读者，以上三
种审计并不都是以“查问题”为主的。

作者认为，审计其实就是一种必要的管理监督，终
极目的是为了企业的发展。正是由于审计的出现，检
验了“真”与“伪”，使得企业不至于偏离良性发展的正
轨，从而越发展越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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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迎昭 见习记者 刘一叶

“在《昆虫记》中，法布尔将野外考察
发现用清新、朴实、童趣的语言表达出来，
文字有画面、有声音、有思绪、有诗意，这
是本书的最大特点，也是其历久弥新的重
要因素。”1月17日，鲁迅文学奖诗歌奖获
得者、重庆市作协副主席李元胜接受记者
专访时说。

《昆虫记》共10卷，1907年全书首次
出版，是法国昆虫学家、文学家法布尔的
传世佳作，近日入选“百本好书送你读”活
动第十期送读图书。作为该活动荐书专
家，李元胜结合自己20年记录、书写昆虫
的经历，评析了该书的精彩之处，讲述了
自然教育对青少年成长的意义。

讴歌生命的宏伟诗篇
鼓舞青少年探索未知世界

“四年黑暗中的苦工，一个月阳光下

的欢唱。”很多读者因中学课文《蝉》中诗
一样的描写而知道了法布尔，知道了《昆
虫记》。鲜为人知的是，这位耗尽一生光
阴观察研究昆虫的人，出生于贫寒农家。

1823年，法布尔出生于法国南部一
个村庄。他靠刻苦自学获得自然科学博
士学位，但并未得到法国教育界、科学界
权威的认可，只好屈就中学教职，以微薄
薪金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教书之余，他对
昆虫进行细心观察研究。

李元胜说，法布尔对生命、自然、孩子
的爱融为一体，构成《昆虫记》基调。读者
可从中感受到生命昂扬、活泼、富有诗意
的状态，这是《昆虫记》被誉为“讴歌生命
的宏伟诗篇”的原因。

李元胜介绍，法布尔不仅仅是一个安
静的考察者、记录者，他还开展过很多具
有开创性的实验，一些推断领先于同时代
学者。

如，法布尔通过实验发现，只要装雌
性天蚕蛾的容器不密封，那么雄蛾就能找
到它；假若将雌蛾放进密封的盒子或者玻
璃瓶中，雄蛾便失去目标了。他推断，雄
蛾凭借气味找到雌蛾，这表明雌蛾散发着
某种能引诱雄蛾的化学物质。

在此后大约一个世纪里，大部分科学
家怀疑那种物质的存在。直到1959年，
德国科学家阿道夫·布特南特才通过研究
锁定了让雄蛾们趋之若鹜的东西——蚕
蛾性诱醇。之后，科学家们发现了越来越
多与蚕蛾性诱醇类似的东西。

谈起为何向读者推荐本书，李元胜
说：“一方面是因为它具有非常丰富的生
物信息、珍贵的文学价值，更为重要的是
它鼓舞青少年要有探索未知世界的野心

和雄心。”

博物学和文学完美融合
像诗人一般感受和表达

在《昆虫记》中，法布尔记述每一种微
小生命的生活细节时，从不吝于表达他的
惊奇与感动，这让读者迅速沉浸在他营造
的浪漫世界中。

他在描述蟋蟀时感叹道：“我的确听
不出还有什么昆虫的鸣唱，能有意大利蟋
蟀的鸣唱那么优美清亮。”

他将蝉比作歌唱家：“它的五只眼睛，
会告诉它左右以及上方有什么事情发生，
只要看到有谁跑来，它会立刻停止歌唱，
悄然飞去。”

大孔雀蝶在作者笔下更加迷人：“它
是欧洲最大的蝴蝶，穿着栗色天鹅绒外
衣，系着白色皮毛领带。”

该书出版后好评如潮。法国著名戏剧
家埃德蒙罗斯丹称赞法布尔：“这个大学者
像哲学家一般地去思考，像艺术家一般地
去观察，像诗人一般地去感受和表达。”

“《昆虫记》字里行间流淌着昆虫世界
的浪漫。”李元胜说，法布尔为科学考察文
章创造了一种最能让人身临其境的清新
文体，令读者读后发出会心微笑。在这一
文体中，博物学和文学形成了非常好的互
动和融合。

法布尔对昆虫的观察也有着鲜明特
点。李元胜指出，法布尔总是和孩子们一
起观察，他用干净天真的眼光，不带任何
偏见和成见地去观察昆虫，不受同时代科
学发现和理论的束缚。

“法布尔把昆虫看作独立的生命，只

是客观记录他看到的细节，《昆虫记》中
50%以上的内容是这些‘干货’。”李元胜
说。

开展自然教育
用心呵护人类共同家园

和法拉尔一样，李元胜也是一位诗
人，并致力于将在野外观察记录的生物信
息转换成适合生物圈以外的人爱看的文
学内容。

2000年李元胜对野外考察感兴趣
后，写下了很多关于昆虫的散文、随笔、考
察笔记，并出版了《昆虫之美》等图书。预
计本月底，他的新作《李元胜野外考察笔
记系列：旷野的诗意》将由重庆大学出版
社出版发行。今年，他还计划赴江津四面
山等地进行考察，深入感知和记录大自然
的魅力。

为何如此痴迷大自然？李元胜说：
“大自然是人类共同的家园，不仅慷慨地
供给着物质，也给人以精神慰藉。其中，
昆虫是造物者最精巧、最大胆、最放肆的
设计，将昆虫放大后，你会感到它比科幻
片里的外星人还要令人震撼。”

李元胜表示，自然教育是构成一个人
成长的重要基石，要让青少年学会用心呵
护自然之美。

据悉，开展自然教育已得到相关部门
高度重视。全国关注森林活动组委会已
印发《全国三亿青少年进森林研学教育活
动方案》，提出到2025年，基本建立全国
三亿青少年进森林研学教育活动体系，全
国50%以上青少年参与森林研学教育活
动。

作家李元胜谈名著《昆虫记》

字里行间流淌着昆虫世界的浪漫

□刘茜

《从一到无穷大》是著名物理学家、科
普界一代宗师乔治·伽莫夫的代表作。

没错，本书是一本科普书，但跟大多
数科普书不一样，它并不局限于某一个科
学领域，也并不只是告诉你科学家到底有
哪些有趣或惊人的发现。

作为一个横跨了多个学科领域的科
学顽童，伽莫夫的野心更大，手段更高。

他打算带你回到知识的源头，体验知识产
生的思想过程，体验那种从一片或混沌或
荒芜或凌乱的思想中诞生出秩序的美感：
这才是知识最大的魅力。

如果一个人对知识诞生的过程有所
了解，他自然会更容易理解经由这个过程
而诞生的知识，也更容易找出知识和知识
之间的关联。一旦这些关联彼此再连结
起来，你的脑海中就搭建起了最初步的科
学体系。

也就是说，《从一到无穷大》这本书，
固然向你介绍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
天文和宇宙的种种知识，但是它真正想要
介绍的，是科学本身。

科学不是什么高不可攀的东西，一代
代科学家愿意为了它殚精竭虑也绝不是吃
饱了撑的，它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我们
可以从伸手可及的细节出发来了解科学。

在本书中，任何科学话题都从身边事

展开，伽莫夫像是科学地图上一位最贴心
的导游，他不对读者提任何要求，总会到
你家楼下来接你出发，带你前往你未知的
风景，只需要你跟上他的解说。

而那真的并不难，因为有位大师在你
身边，告诉你现在在哪儿，告诉你为什么
要出发，告诉你要怎么去哪里。

他对这幅地图的全貌了然于胸，知道
自己最熟悉的那片领域里的绝大多数细
节，并且对不同领域间的相互位置心中有
数，所以可以带你在不同的“景点”间自如
地游来逛去，间或看看路上的风景。

从数学开始——是的，科学地图上的
游览当然是从数学开始，数学充填进科学
的灵魂，让现代科学摆脱了巫术的阴影。
伽莫夫带你拜访那些可能曾经让你气鼓
鼓的，觉得数学家完全是在玩弄后学的地
方，看看那些似乎与日常毫无关系的数是
为了什么而出现的。

然后他毫不费力地带你从虚数一转
身跳进时空，你以为是从数论逛到几何，
一抬头抵达的景点却是相对论。途中经
过一片名为“拓扑几何”的新地图，这个世
界上的绝大多数人不曾在课堂上学习过
这门学科，但伽莫夫带着你溜达过来，也
并没撞上什么铜墙铁壁。接下来去往时
空尺度的两头——微观世界和宏观世界，
物理和化学顺路纳入行程，生命和宇宙就
在视野前方，每一站都充满闲庭信步的余
裕，却又精准、深刻，让人将应该看到的景
色尽收眼底。

这是乔治·伽莫夫作为一名科普作家
最大的特点，硬核得春风化雨，渊博得悄
无声息，在你跟着他溜达的时候根本察觉
不到身边这个快活的老头有多厉害，合上
书本回过神来，才会惊讶自己竟然在科学
世界里走了如此之远，看到了如此之多。

甚至，从一走到了无穷大。

跟着科学顽童回到知识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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