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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热线
有事你拨
一拨就灵

钓鱼场上的奇遇
《钓 鱼 场 上 的 奇 遇》 作 者 方 赛 群
办人。他为了不让儿子沦为不思进取的
是原桐庐县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有近 “富二代”，选择让儿子进“宏志班”就
百 万 字 的 新 故 事 作 品 在 《上 海 故 事
读……
会》、《中国民间文学》 等刊物发表，其
都是“望子成龙”，都是“天下父
中有一批作品获得省级以上大奖，如
母心”，可故事中两位家长的做法截然
《特殊的公益行动》 获得浙江省民间文
不同，引人深思。钓鱼场上的这一场
艺最高奖“映山红奖”；《钓鱼场上的奇 “奇遇”，碰撞出了当代家长在教育子女
遇》 获得中国民间文艺最高奖“山花
观念上的“火花”，也让作者方赛群一
奖”。此外先后有 《方赛群故事选》、 举摘得中国民间文艺的这朵灿烂“山
《方赛群少儿故事选》 作品集公开出版。
花”。
钓鱼场上，两个“贵族学校”的学
方赛群创作这个故事，最早的构思
生，正在攀比谁更有派头，见一个雇了
源于一位朋友的真实遭遇。为了择校，
“渔童”背钓竿，另一个便叫来家里的
这位“单身母亲”，毅然卖掉自己仅有
保姆搞“豪华烧烤”，结果却发现辛苦
的住房，不惜自己租简陋的房子住，也
赶来的保姆竟然是对手的母亲，于是
没有为自己留下傍身的财富，她的目标
“贵族”的假冒身份当即露馅，而最认
就是让儿子能进省城最好的学校读书。
人意向不到的是，打工的“渔童”才是
但万万想不到的是，儿子在学校读书没
真正的富豪之子……
用心，却学会了攀比摆阔，不断向母亲
这是方赛群获奖新故事 《钓鱼场上
要钱，还对她出言不逊。本来想让儿子
的奇遇》 的主要情节。故事中的“保
受最好的教育，希望他以后有出息，可
姆”是一位“单身妈妈”，为了供儿子
是却换来这样的效果……这位朋友撕心
上“贵族学校”，卖掉了房子和值钱的
裂肺地哭诉：
“这是为什么？为什么！”
家当，自己外出帮佣挣钱；而故事中
正是这位伤心母亲振聋发聩的“天
“渔童”的爸爸实际上非常富有，是提
问”，触发了方赛群的创作灵感，更引
供贫困生免费就学的“宏志学校”的创
起了她对当前培养教育子女问题的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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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父母再爱孩子，也不能设计他们
的人生；只有在“立德”上多投入，帮
助孩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才
能让孩子成为真正健康有用的人才！为
了让更多的父母明白个中道理，也为了
避免别的家庭重蹈覆辙，方赛群创作了
《钓鱼场上的奇遇》 这个故事。这个故
事在上海 《故事会》 刊物发表后，获得
了很好的社会反响，得到了专家的好
评，2011 年，这个故事最终问鼎中国
民间文艺最高奖——山花奖。
她以父母心创作少儿故事，不经意
间触动了无数“父母心”这让她更深切
体会到了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意
义。从那一刻起，她就有了为孩子写本
故事书的想法。2018 年，她将自己写
作的少儿故事选辑成书。《钓鱼场上的
奇遇》 一书共收录 30 个少儿故事，歌
颂善良、歌颂勇敢、歌颂真诚和爱，是
属于这本书的“主旋律”。她希望孩子
们能喜欢她写的故事，更希望这本书能
成为一座“桥”：能让孩子从故事中明
白一些做人的道理，也能让大人从故事
中读懂孩子的心。如果能达到这样的效
果，她觉得就算“不虚此行”了。

生活的色彩
黄水晶一直生活在桐庐江南农村，
《生活的色彩》写的便是他所在环境里
的故事，反映的是他在那个时期所经历
的喜怒哀乐、时代变迁。这个时代跨度
比较大，
发生的事情多，
因而色彩斑斓。
作 家 施 莉 萌 在 给 这 本 书 的《卷 首
语》里是这样说的：一个普通的乡村教
师，育人子弟是你的职业，但你心灵驰
骋的远不止那块四方的黑板和泥筑的
围墙。抬头可相见的那一方天，低头可
亲吻的那一方地，还有身边的那些周身
都散发着粮食和森林气息的农民，这一
切都是你的心之源，
笔之源。

故事汇

你把他们写成文字，永久地留在芬
芳的书页之间，一草一木，一颦一笑，生
动然质朴，刻意却真诚。透出的那味、
那情，
竟是那样的稠厚。
《生活的色彩》里那一群游龙潭的
小伙，因为你有这番执着，才有他们的
执着；因为你了解老农心里的那点善良
那点梦想以及那点虚荣，才会有你《阿
根伯轶事》里那个着实让人感到可爱至
极的阿根伯；那个《汉兵 . 秋月》里的汉
兵，除了展现那些被岁月淹没的影子，
隐约地还能看到你……
对老人，你的语言不仅沧桑而且崇

敬，对孩子，你的描写如桑葚般鲜红靓
丽，欲滴的是内心澎湃的渴求和美好的
愿望；
你努力地把“老屋”写得富有张力，
也把“情爱”写得别有韵味……犹如一
坛酿久了的米酒，品来或是清香、或是
醇厚，
总带着主人的那份真诚和纯美。
国家一级作家陆春祥说：黄水晶的
作品，叙述一直没有停止，数十年来，努
力想把故事讲好（莫言获奖词就是《讲
故事的人》）。小说结构，故事中的人
物，小说语言，都透着他的十分用心。
对文学充满敬畏，
恒久虔诚。

小熊的礼物
方赛群

开 栏 语 ：有 着“ 中 国 故 事 之
乡”、
“中国故事研究基地”之称的
桐庐，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就打响
了故事这块本土特色文化品牌。
“江南故事大王”吴文昶跑遍了当
时全县 300 多个村，培训了 2000
多名故事员，拉起了一支 30 多人
的故事创作队伍，使故事与剪纸、
越剧、小品并称为桐庐文化事业
的
“四张金名片”。
近年来，我县以故事沙龙、公
益大讲堂等载体，培养了一大批
优秀的故事创作者，且作品屡获
大奖。同时，我县已举办 24 届的
“小故事大王选拔赛”活动，也培
养了一大批“小故事大王”，取得
了故事创作演讲的累累硕果。
本报从今天起，特辟专栏《故
事 汇》，刊 选 桐 庐 的 本 地 精 彩 故
事，让我们一起走进桐庐故事，感
受其文化魅力，
体味个中滋味。

这天，小熊妈妈给小熊买了一个叫
干嘛呢？”想不到小松鼠看到它，
“吱溜”
“城堡”的新玩具，这个玩具可以拆卸组
一声窜上树就跑了。
合，里面住着公主和王子，有马车卫兵，
小熊又往前走，看见一群小动物正
还有一个大草坪！
“城堡”
亮灯时，
一闪一
在玩游戏，它们一边玩一边拍手唱：
“草
闪地就像电影里《疯狂动物城》一样，可
儿绿绿，
花儿开开，
小手拍拍，
小动物们，
漂亮了！
一起玩玩！”这时，只听小猴大叫一声：
“哇！好美的玩具呀！”小动物们一 “你们看！小器鬼来了！”
小动物们一听，
齐涌到小熊家来参观，大家都争着想摸
立即一哄而散了。
一摸，看一看，玩一玩！小兔子最心急
这情景，让小熊心里很不爽。它想
了，
它摸了一下叫道：
“哇，
这草像真的一 “哼！有什么了不起的？你们不就是嫉
样哎！”
妒我有漂亮玩具吗？你们不和我玩，我
小熊突然冲上前来，一把将小兔子
自个儿玩挺好！”
它气呼呼地回家了！
推开：
“这是我的玩具！谁也不准碰！”
小
奇怪的是，它发现今天不但小伙伴
兔子一个屁股墩跌在地上，痛得“哇哇” 变了，
就连玩具“城堡”
也变了：
王子公主
大哭。小动物们吓了一大跳，一齐生气
变丑了，
围墙的颜色变得刺眼，
大门上两
地盯着小熊看。小猴子叉着腰骂了一
个灯变得像怪兽的眼睛……小熊越看越
声：
“哼！小器鬼！”
说完拉着哭哭啼啼的
郁闷，
最后气恼地一把推开了玩具，
一个
小兔子就走，其他小动物也一声不响跟
人跑到门口生闷气去了。
着走了。
正在这时，它听到小溪边传来几声
没有小动物和它抢玩具，小熊安心
喊“救命”
的声音，
他连忙跑过去一看，
原
了！那天它在家里玩得很起劲。它让
来小兔和它妹妹捡松果时，一不小心滑
“城堡”里的王子和公主换了一个房间， 到小溪里去，正在水里惊恐地挣扎呢！
又把大草坛从东边挪到南边，还把城堡
一见此情景，小熊二话不说“扑通”一下
的围墙“重砌”
了一遍。它独自陪伴着心
跳进水里，
把小兔兄妹救上岸。
爱的玩具，
感到很开心！
小兔兄妹上岸后，一个劲地说：
“谢
这一天很快过去了，第二天、第三天
谢小熊哥哥！谢谢小熊哥哥！”小熊说：
……
“别谢了，看你们身上都湿透了，到我家
不知不觉，小熊在家玩腻了。它于
去吧，
我可以帮助你们把毛弄干了！”
是出门想找小伙伴玩，
迎面碰到小松鼠，
小熊把小兔兄妹请到家，为它们弄
只见它正在一棵松树下捡棵果呢，小熊
干了毛，又请它们一起和它玩“城堡”。
高兴地上前打招呼：
“嘿！小不点，你在
那天下午，
小兔兄妹玩得很开心，
小熊也

玩得很尽兴，可他玩着玩着又生起闷气
来了。小兔问它：
“小熊哥哥，怎么啦？”
小熊于是把上午的事说了：
“我想不通，
大家为什么不和我玩了，
我很难过！”
第二天早上，小熊还在睡懒觉，就听
到有人敲门呢，只听小兔在门外叫：
“小
熊哥哥，小熊哥哥，开开门！”小熊一“骨
噜”
起身跑去找开门，
这时他看见门外站
着一大群小动物，其中有小猴、小喜鹊、
小黄鹂鸟等，
它们笑着一齐向小熊招手，
每个小动物手里都捧着一个漂亮玩具！
小兔说：
“ 小熊哥哥，我们今天要搞
一个‘玩具大联欢’
活动，
你也带着‘城堡
’
来参加吧！”
小熊高兴地一蹦老高，
马上
跑回屋内捧出了玩具，然后欢欢喜喜和
大家一起玩去了。那天玩具真多啊，有
玩具娃娃、玩具小火车、玩具推土机，还
有玩具机器人等等，每一个玩具都很奇
特。它的玩具“城堡”更是受小动物欢
迎！小熊好开心啊！
小熊突然明白了：会分享，才会有快
乐。自己原本只有一个玩具，当拿出来
和小动物们一起分享的时候，就变得可
以玩很多很多玩具，收获很多很多的友
谊，
可以有很多很多快乐的时光！
“分享”
两个字，
真的是很神奇哎！
小熊这样想着，那边游戏又开始了，
它赶紧跑过去，高高兴兴和大家一起唱
开了：
“草儿绿绿，花儿开开，小手拍拍，
小动物们，
一起玩玩！”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