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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幻的心灵之旅
□ 沈皓玮

新星文学 心事少年

几易其稿，但最中意的是初稿
郑展翅是一名阳光大男孩，高大帅

气，笑起来眼里全是星星。 他热爱写作，
脑子里时不时会冒出稀奇古怪的想法，
在《外星漂流记》这本小说中能够读出
他内心的纯真与追求。

小学四年级时，他就出版了长篇童
话《水果大战蔬菜》，当时的灵感来自电
脑游戏“植物大战僵尸”，写的是获得了
外星能量的水果和蔬菜在一个未知的
星球展开了大战，最终勤劳、机智、代表
正义的水果们战胜了懒惰、 邪恶的蔬
菜。

这一次，对外星经历情有独钟的郑
展翅，以“我”这名博物学家与科学家老
杨穿越到外星球，漂流于“颠倒国”“慧
马国”“小孩国”……各种神奇国度的经
历为线索，创作了一本充满想象力的长
篇童话。

“这部小说在我小升初那个暑假就
写完了，到了初三那个暑假，我又改来
改去，写了另外一个版本，出版的时候
我还是选择了最初的那个版本。 ”郑展
翅直言，六年级时自己 12 岁，那是一个
充满幻想的年龄， 写下来的文字轻快、
干净、利索。 到了初中，有来自中考、课
外班的各种压力，而当时又处于一个缺
乏弹性的年龄，叛逆、偏执的个性反而
给小说加入了一些怪怪的、刻意彰显个
性的语言。 现在回过头来看，更喜欢的
还是初稿，也就是现在出版的版本，“这
是我内心最初的追求。 ”

禁锢我的眼睛，我就拿起手中的笔
《外星漂流记》中的“我”其实是郑

展翅本人的缩影，而“老杨”的原型则是
自己的一位死党，“但他并不知道他出
现在我的小说里了。 ”郑展翅调皮地笑
了笑，他告诉记者，《外星漂流记》是自
己很喜欢的一部作品，不过他并未高调
地拿出来与朋友们分享， 更多的时候，
他会独自捧起小说，思索自己所想要追
求的理想国。

在这本小说中，狮子国王主张与臣
民平等相处；慧马国的成年马注重锻炼
孩子们的体力和耐力，小马们在草原上
跑来跑去，累了就跳进河里嬉戏，大人
和孩子之间总是处于平等的相处模式。
离开动物王国时，“我”和“老杨”把坐骑
马和一只宠物小狗留了下来，因为动物
应该留在自己的国度。“小时候我养过
小鸟，虽然很喜欢那只小鸟，我还是将
它放生了，鸟儿应该去属于自己的天空
飞翔，我把它关在笼子里，它应该不会
开心。 ”在郑展翅的眼里，国王和臣民、
大人和孩子、人类和动物之间都应该建
立平等的关系。 郑展翅很喜欢动物，慧
马国的灰马头领是这本小说中所占篇
幅比较长的一个角色，它的原型是郑展
翅小时候在公园骑过的一匹马。“那是
一匹灰色的马， 我给它喂了一束草，那
马儿看了我一眼，样子特别可爱。 ”虽然
只是短短的相处，他却仿佛走进了小马
的内心。“我不会因为人类是高等动物
而轻视其他的动物，很多动物都是有灵
性的， 生命都是平等的， 没有贵贱之
分。 ”

除了平等，追求自由的萌芽也在郑
展翅的心中悄然生长。 12 岁，已经开始
有很多独立的想法， 那个奇怪的颠倒
国， 就是郑展翅内心对向往自由的倾
诉。除了走进快餐店会被老板表示不欢
迎之外，还有更多荒诞情节———总统套
房是一间厕所大小的破烂房子，乞丐屋
装修得富丽堂皇；说自己是正常人就会
被关进精神病院，必须承认自己是疯子
才能被大家接受； 钻石比铜价格便宜，
越穷的人越能得到其他人的羡慕和尊
重。“当时学校规定了很多的必读书目，
但有的时候我想读的书并不在那些书
目之列，我就想着写一个属于自己的故
事。 ”禁锢我的眼睛，我就拿起手中的
笔。 在郑展翅的眼中，自由不是胡乱来，
自由是在遵守一定原则的基础上，追求
一些自己向往的东西。 比如书中所展示

的，没有被污染的森林、没有战争的和
平国度、没有成人的纯真小孩国，那是
一方属于内心的净土， 平等、 自由、环
保、和平。 但是郑展翅并不拒绝长大，在
他的价值观里， 无论在哪个年龄阶段都
要成长，要拥有更新的领悟，与此同时保
持一颗纯真的心。
与众不同的想象力，期待他的下次惊喜

从《水果大战蔬菜》到《外星漂流
记》，最初略显稚气的水果蔬菜大战，发
展为科学家的种种奇幻经历，郑展翅的
心灵视野和思维能力都有了明显的进
步。《外星漂流记》中展现了一名少年内
心的真诚善良、正直独立。 给这些宝贵
品质插上翅膀的，是他与众不同的想象
力，既能天马行空又能收放自如。

湖南省文联副主席、著名儿童文学
家汤素兰在为《外星漂流记》作序时给
出很高评价：“在郑展翅的童话里，我看
到了一颗真诚、善良、美好的心灵种子
在发芽、生长。 现在热爱写作的小朋友
越来越多，他们的眼界和写作水平也在
逐渐提升。 但是，能够一直坚持下来，并
且写出值得称道的作品的孩子还是凤
毛麟角。 郑展翅的努力与所取得的成
绩，是十分令人高兴和充满期待的。 ”

已经出版两部长篇童话的郑展翅，
因高中生涯的升学“大战”无奈搁笔，但
他一直没有放下写作。“想写一部冒险
与奇幻融合的魔幻小说， 还有一部初
中、高中生活的自传体小说。 ”这两部作
品中，他更热切想去创作的是自传。 明
年将赴美留学的郑展翅说，这三年苦苦
求学的挫折， 父母为自己全身心的付
出，他有太多的话想说。 17 岁的郑展翅
希望在成长的过程中，把自己的感受和
经历写下来，是回顾和总结，也是为了
人生下一段旅程更好地扬帆远航。

“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祝郑展翅
同学未来无限。 ”汤素兰在《外星漂流记》
的扉页，写下这样一段话，鼓励她喜爱的
文学少年。

———与长沙市一中郑展翅同学的对话

周末的午后，和煦的阳
光透过窗户，铺满了整个房
间。 我正在收拾着我的书
柜。

一个红棕色外皮的笔
记本吸引了我的注意。“这
个本子写了什么？ ”怀着强
烈的好奇心抽出它翻看，发
现这是我小学的随笔。 有和
同学玩耍的糗事，有本打算
坚持却只写了两天的“妹妹
成长记” ……一页页地翻
开，童年的趣事一点点被想
起，心里仿佛被灌进一碗热汤，感到温暖
而充实。

突然，我的笑容愣住了，一页空白的
纸上写着一句话： 再也不要去她家拜年
了！

短短几个字，勾起我几年前的回忆。
“只是逗你玩”这句话也再次回荡在了我
耳边。

还记得那是寒假去亲戚家拜年。 我
们一家来到了小姨奶奶家， 正要向她拜
年时， 她开口说道：“今年小朋友拜年要
多说点好词， 要拿到我的红包， 得说 6
个。 ”顿时，客厅里的十几双眼睛齐刷刷
地望向了在场的两个小辈———我和表
弟。

表弟在家人“指导” 下说出了 6 个
词，在掌声中自豪地拿走了红包。“这不
都是大人现场教的？ ”我来不及疑惑，众
多眼神已经聚焦在我身上， 我感觉自己
像被观赏的猴子， 脑海中的东西忘得一
干二净。“新……年快乐，天天开心……”
我支支吾吾，有点不知所措。

“完咯，四年级的姐姐连弟弟都比不
过！ ”有人开始打趣我。 时间一分一秒过
去，所有人都盯着我，我更加说不出话。

这时，小姨奶奶又发话了：“再不说
就只有 100 块了噢！”语调尖细刺耳，却
引爆了大人们的笑声。我忽然感受到一
丝羞辱，眼眶顿时盈满了泪。 我扑到妈
妈怀中哭了起来， 周围笑声更“猖狂”
了。

“你把别人弄哭了。”“只是逗你玩！”
种种话语夹杂着笑声，令人讨厌。

那天回家我在本子上记下这句话：
再也不要去她家拜年了！

后来过年， 家人责怪我说：“好歹是
亲戚，你连拜年都不去！ ”“较什么真啊，
只是逗你玩而已。 ”

“只是逗我玩？”我耳边又回荡起这
句话， 心仿佛被浸在了冰水中……午后
的阳光照进房间，我却黯然神伤。

指导教师：张莉

闲暇时，常听音乐。 每次听到张明
敏的《毕业生》，一个伟岸慈祥的身影
总会浮现眼前———我的初中生物老师
卢静。

1982 至 1984 年，我在保靖二中读初
中。 记得开学第一天，我看见一位高高大
大、皮肤白白的女老师，张口就用生硬的
普通话说：“老师好！ ”这是我第一次没有
用苗语跟别人交流。

老师笑眯眯回答：“同学好！ ”随后还
和别的老师夸我：“这孩子多有礼貌。 ”

第一节生物课，走进教室的老师让
我眼睛一亮， 这不是夸我的那位老师
吗？

“我叫卢静， 是大家的生物课老
师……”卢老师和蔼地自我介绍，声音温
柔仿佛山间清泉缓缓流过心田……

那时刚考上初中，父亲就罹患癌症，
母亲病痛不断，大哥在外工作，两个妹妹
很小。 每周六我得赶三十多里山路回家
干活，到月光透过叶间照在身上才休息，
第二天天没亮爬起接着干， 下午再赶去
学校……

某天课后，卢老师叫住我，让我随她
去她家里。 到了她家老师抚摸着我的脑
袋， 慈祥地说：“我孩子这里有几件小了
穿不了的衣服，你拿去穿上吧！ ”

那是我人生第一次穿良好材质的衣

服。 这些衣服也一直伴随并激励着我，成
为我人生旅途中的精神风向标。

初三时， 父亲最终没有逃过病魔的
魔爪。 在我一直沉浸在丧父的悲伤中时，
又是卢老师找我， 她还是那样抚摸着我
的脑袋，语重心长地说：“梦兰，马上要中
考，关键时刻，一定要振作起来！ ”在她和
班主任的帮助下， 我成功报考了免费的
师范学校。

卢老师一直像妈妈一样关心爱护
我，我也一直惦记着她。 毕业后两次打听
她的消息却无果，一搁就是三十多年。 最
近才遗憾得知四年前老师已仙逝……

这些年， 我一直像卢老师当年那样
关心、爱护我的学生。

师恩如海深。 老师早年的教诲让我
受用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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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恩师
古丈县第三完全小学 施梦兰

走进快餐店，老板对顾客说：“不欢迎光临，但你们要点什么？ ”山洞
里，坐着一位高大威猛的狮子国王，它的两边站着狼、狐狸、豹子等文武
大臣；一个国家的公民全是小孩，成年人如果闯入会被驱逐出境……这
些光怪陆离的世界，出自一名少年写的长篇童话《外星漂流记》。 作者叫
郑展翅，今年 17 岁，是长沙市一中国际部的一名高三学生。

悠长古韵

古亭
隆回县第二中学默深文学社 周泓

亭前流水清悠悠，
桥后杨柳枝条抽。

百年依旧立溪陬，
千岁何处得高楼。

� 图为著名儿童文学家汤素兰（右）为郑展翅同学
的第二本书《外星漂流记》题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