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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放养年代的故事，送给圈养孩子的你

扫一扫，
查 看 更 多
现场内容

文：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张秋盈  供图：受访者

专访湖南省作协副主席马笑泉

童年始终是文学创作最
钟爱的世界。如果要给我们
印象中的儿童文学或者关于
童年的文学作品提炼标签的
话，一定离不开天真、纯洁、
幻想、自由、快乐……

然而，今天我们推出的
却是一部截然相反的作品。
虽然同样是用童年视角讲故
事，但它的
基 调 却 是
隐隐的“暗
黑 ”， 尽 管
它有一个看
上去很快乐
的名字——

《 放 养 年
代 》。 这 部
刚刚面市的
长篇小说一
反常态，用
小孩的眼睛
细腻而敏感地观察了成人世
界的人情世故、权力斗争，
而成人的一举一动也潜移默
化地影响着儿童之间的人际
关系和价值取向。

该书作者也有个听上去
很快乐的名字——马笑泉。
身为湖南省作协副主席的马
笑泉是湖南中青年作家里典
型的实力派，曾与谢宗玉、
田耳、沈念、于怀岸一起被
誉为“文学湘军五少将”，先
后著有《银行档案》《巫地传
说》《迷城》《愤怒青年》等
多部有影响力的作品。

这个素来以个性面目非
常明显的纯文学示人的青年
作家，这次为何会写这样一
部关乎成长和教育的暗黑系
儿 童 小 说 呢？ 11 月 2 日，
马笑泉做客长沙止间书店，
深情回忆了自己成长的“放
养年代”，并出人意料地回答
了关注他的粉丝：其实这是
一部写给成人看的书！在他
看来，如今的很多“问题青
年”，其实都是由于“圈养教
育”造成的，而要解决这个
问题，要靠成人的反思与自
我观照。

一个“问题少年”的诞生
马笑泉出生于邵阳市隆回县，童年和青年

时期都在县城度过，所以他特别擅长描摹县城

生活。《放养年代》的故事就发生在上世纪七

十年代的湖南某县城，男主角任冲的父母都是

国营机械厂的工人。从出生到小学高年级，任

冲一边在童年的世界成长，一边用他的视角打

量着县城里发生的一切关于成人的故事。小说

最终以任冲的一次群架胜利而结尾，至此，他

彻底地成为了一

名问题少年。

与大多数儿

童文学的纯洁叙

事不同，任冲看

到的更多是生活

的真实和残酷，

而这些生活真相

也悄悄影响了他

的童年世界：机

械厂里，有工作

单位的人看不上

“街上的人”，所

以任冲也被要求

不能和街上那些无业游民或者个体户家里的孩

子玩；见过大人们之间的恃强凌弱，任冲也因

此崇尚暴力与“丛林法则”，用暴力与其他小朋

友争抢玩具；在成人世界里，朱厂长可以利用

手中权力给女员工加工资，从而获取额外的性

资源。小孩子们目睹了这一切以后，同样利用

自己的“帮派首领”光辉赢得小女孩的青睐和

类似性游戏之类的权力。

不过，最打击任冲的，是家庭的变故和“跟

谁姓”的问题。任冲的父母离婚了，他的外婆

一个劲指责任冲“是任家的种”，一定逼他在

爸爸和妈妈中间选一个。任冲看着无依无靠的

爸爸，心疼地选择和爸爸相依为命。

于是，与哥哥任冲感情一向要好的任安被

迫成为了宋安（改跟妈妈姓），他们从此生活在

两个截然不同的家庭中。宋安尽情享受着来自

于母亲、外婆以及外公的悉心呵护，任冲则被

迫孤零零地与赌徒父亲相依为命。身为一母同

胞的任冲和宋安兄弟俩，被一个奇葩家庭硬生

生地切割成了“问题少年”和“有志少年”两

种截然相反的形象。

显然，马笑泉是个善于讲故事的人，就如

同作家何立伟对他的评价：读马笑泉的小说有

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仿佛在哪里见过书中的人

物。

但是，《放养年代》绝不只是停留在讲故事

的层面，其关注的是更深入人心的东西。“儿

童并不是我们简单理解的‘傻白甜’，他也有类

似成人的内心世界。”马笑泉说，他之所以要

写这样一本暗黑系童年小说，就是想让成人知

道，童年时期被人投下的一颗石子，在成人之

后会掀起巨大的波澜。“你可能以为你某次的

眼神、语气他们都忘了，实际上他们长大以后

很久都能想起来。据我所知，成人世界许多不

可理解的行为，都可以在童年找到理由。”

一位现场读者表示，阅读了这本《放养年

代》之后，他萌生了一个想法——如果他再

有机会重新带大一个孩子，他会用完全不同

的方式来对待他。一个根本的出发点是：儿

童也有和成人一样的情感判断和欲望，简单

的宣教只会让他对大人产生不信任，因为“大

人说的和做的是两码事”。

希望打破家庭教育的恶性循环
如今，家长和老师、学校普遍滋

长了功利思维，家长、孩子齐上阵，

从幼儿园时期就开始竞争，各种兴趣

班轮番登场。“这种兴趣都是人为地加

给孩子的，这种强加甚至会一直延续

到大学。”马笑泉说，他把它喻为一场

漫长的全民内耗战，在这样的内耗下，

儿童的天性被压抑，在以分数决定一

切的情况下，素质教育沦为空谈。“我

家女儿从小到大基本没让上补习班，

我大胆地让她根据自己的天性去学习。

比如说她喜欢画画，就给他提供足够

的纸和笔，让她按照自己的想象力去

创作，尽可能的让她把天性中的创造

力释放出来。”

另一方面，在马笑泉看来，圈养

年代里，孩子们居住在一个“温暖的

牢房”里。“在重要的成长时期，他对

社会的认识是残缺的。等到他们长大，

就像长时间圈养的小动物被突然扔进

丛林，那种惊惶失措的状态里，一点

小事也会被当作‘天大的事’，从而导

致过激反应，这种不适应是致命的。”

还有一点，同样是马笑泉认为放

养教育的好处——人际关系的培养。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人，

对人际关系的恐惧程度非常低。“因为

从小和人打交道，知道人与人交往的

规则和分寸感，但我们的下一代在‘牢

房’中长大，他们只能在房里打游戏，

当他们进入现实的成人世界，他要么

逃避，要么就变成宅男宅女。”马笑泉

感叹道。

那么，“放养年代”里的教育对今

天来说，有什么借鉴意义呢？马笑泉的

观点是：给小孩相对自由的空间，家

长和老师站在一定的距离看着他们，

让小孩在自我生长中完成自我塑造，

家长和老师适当引导。经历过这样的

成长过程，成人后的问题都会迎刃而

解。

“我希望这本书的阅读者更多是成

年人，成人世界对小孩错误的处置会

对他形成暗伤，影响整个人生。但是

很多人好了伤疤忘了疼，再一次以同

样的方式教育下一代，形成恶性循环，

我希望打破这种恶性循环”——这个

看 似 植 入了广

告一样的结尾，

也许 就 是马笑

泉作为一 个 作

家的 担忧与担

当， 只 是， 不

知道 有没有家

长 真 的 会从一

本 小说 里去反

思自己的教育。

属于我们的“放养生活”
在《 放养 年 代》 的自序里，

马笑泉写道 ：“虽然现今许多中

国小孩所居住的县城普遍比过去

繁华宽广，但他们是被‘圈养’的，

而我们那时是处于‘放养’状态。

作业既不繁重，补课和参加各种

才艺培训更是闻所未闻。这意味

着我们有大把的时间和机会随意

游荡，每一条小街，每一道深巷，

每一栋楼房的天台上都活跃着我

们无拘无束的身影。再偏僻的角

落对我们而言，都有家的自在和

舒展。”

因为对童年“放养生活”的

留恋，马笑泉在书中活灵活现地

呈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县城儿童

日常生活中的游戏、玩具、零嘴

乃至吵架日常用语等。他笑着说：

“这么大篇幅的描写游戏和零食，

只怕在文学史上都是没有过的。”

马笑泉回忆，那时候，根本

没有买来的玩具，所有的玩具都

是自己“纯手工”制作。毛线、铁环、

弹弓等等，还有一大帮孩子自己

发明的各种游戏，比如嗨蚂蚁、

弹玻璃球、斗烟壳等等。

小说里还写到任安从垃圾堆

里找玩具，花几分钱买糖果、把

动物造型饼干当做奢侈品等情

节。“我们这一代相对于上一辈是

温饱有余，但是根本没有零食，

所以我们那时候对零食的渴求是

无穷无尽的。”马笑泉说。 

而与之 对比鲜明的下一代，

则几乎收获了玩具和零食的大满

足。因为够多，所以孩子们并不

珍惜。

但 更让马笑 泉感到忧心的，

是“圈养模式”对孩子天性的压抑。

他认为，人在童年时代，如果及

早知道他的天性，那么天性就能

够得到较好的发掘。但在圈养年

代，孩子们往往被过度引导，这

种过度引导变成一种压制。因此，

很多孩子的天性是被压抑的。

马笑泉说他在网上看到一则

视 频：一群高中生 正在教 室 里

安静自习，突然

一 名 男 孩 站 了

起 来， 狂 笑 两

声，踩着课桌瞬

间跳了楼，教室

里一片尖叫……

马 笑 泉 坦 言 看

到这个场景时特

别 心 惊 ：“ 我 觉

得学业压力并不

是他跳楼的真正

理由，那只是导

火索，它引爆的

是一种长期的禁

锢。”

11 月 2 日，马笑泉在长沙与读者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