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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小兵张嘎》，大部分
读者都十分熟悉，可说起《团的
儿子》知晓度就没有那么高
了。其实，作为苏联版的“小兵
张嘎”，《团的儿子》也算得上是
20世纪 50年代的红色经典，不
仅有小说，还有连环画、电影，
广受人们喜爱。

《团的儿子》是苏联著名作
家卡泰耶夫的作品，讲述了苏
联红军某炮兵连在一个深夜邂
逅四处流浪的孤儿凡尼亚，凡
尼亚聪明倔强，深受骑兵战士
们的喜爱。但是，当时战争非
常激烈，红军准备将凡尼亚送
往后方。凡尼亚想方设法逃
回，几经曲折加入了红军 .并乔
装打扮协助侦察兵深入敌军后
方勘察地形，又带领红军找到
敌军的司令部避弹所歼灭德
兵，立下赫赫战功，被战士们亲
切地称为“团的儿子”。

最早将《团的儿子》引进中
国的是茅盾先生，这也是茅盾
先生的众多译作之一。说起
来，现当代很多文学大家都是
翻译家，有不少都热衷翻译儿
童文学作品，如鲁迅先生就翻
译了《小约翰》《小彼得》，巴金
也翻译过王尔德《快乐王子》

《自私的巨人》《渔人和他的灵
魂》等，这个现象值得后世作家
们深思。

《团的儿子》是茅盾儿童文
学翻译中的重要作品，最早由
万叶书店印行，1946年 10月初
版。此版为中苏文化协会文学
丛书，版权页还有“主编者曹靖
华，编辑者中苏文化协会”字
样。封面简略，上下两条红边，
粗宋书名，下为一幅中年男人
的半身人像，面如鹰隼，让人很
难想象这是一部儿童文学作
品。到 1949年 1月版封面已然

大改，右侧红边，主图改
成了书内的一幅插图，红
色线条，内容是在战场上

叶拉吉耶夫上尉牺牲后，侦
察兵毕克登安慰凡尼亚的
画面。版权页信息与 1946
年版对比，除出版和印刷日
期不同外，几乎完全一致，
不过也标为“初版”。

中苏文化协会是 1936
年在南京成立的，会长孙

科，1937年 12月随国府迁至重
庆，1940 年底至 1941 年初，中
苏文化协会进行了改组，郭沫
若、阳翰笙、王昆仑、侯外庐、翦
伯赞等进入协会，实际上成了
中共南方局领导下的进步人士
活动的场所。1946年，重新迁
回南京。曹靖华，河南卢氏县
人，现代著名翻译家、散文家。
1939年起担任中苏文化协会常
务理事，主编了众多苏联文学
丛书，卡泰耶夫的这本《团的儿
子》就是其中之一。新中国成
立后任北京大学俄语系主任、
教授。曹靖华早期参加了鲁迅
组织的未名社，与鲁迅有着深
厚的友谊，其著名散文《望断南
飞雁》就是听闻鲁迅先生逝世
消息后的悲痛之作。

《团的儿子》一书我收有万
叶书店 1951年的第三版，书页

微黄，但整体品相尚佳。从版
权页来看，此版称 1949年版为

“初版”，但不再有“中苏文化协
会文学丛书”字样。不过封面
及内页装帧上与1949版保持很
好的连续性，封面插图仍然是
毕克登安慰凡尼亚的画面，不
过是线条改为了黑色，四周改
为紫红与淡绿花纹环绕，书名
也改为了紫红色。全书仍采用
旧式竖排的方式，尤其是书中
12幅插图十分精美，扉页还有
一幅作者卡泰耶夫的头像。

万叶书店是中国近代出版
史上一家重要的出版社，它的
主要特色是出版音乐书籍，甚
至被尊为中国现代意义上第一
家音乐出版社，1938 年 7 月由
钱君匋、李楚材、陈恭则、陈学
綦、顾晓初、季电云出资创办，
因为钱君匋有开明书店的工作
经历，由他出任经理兼总编辑，
早期主要出版算术、美术、音乐
方面的教材及文艺书籍，主要
针对中小学读者群体。1945年
抗战胜利后，万叶书店改组为
股份公司，盐商陆海藩、画家费
新我等社会名流加盟入股，两
年后公司开始调整出版方向，
集中力量专营音乐书籍。1953
年，在缪天瑞、吕骥两位音乐家
的热心牵线下，万叶书店与上
海音乐出版社、教育书店三家
私营出版社合并，成立新音乐
出版社。1954年 10月，公私合
营的音乐出版社在北京成立，
为国家级专业出版社，并受双
重领导，业务由中国音乐家协
会主管，行政由原出版总署负
责。1974 年 8 月，音乐出版社
更名为人民音乐出版社。

钱君匋，浙江桐乡人，是中
国当代著名篆刻书画家，晚年
任华东师范大学艺术教育系教
授、西泠印社副社长和君陶艺
术院院长，被誉“一身精三艺，
九十臻高峰”，蜚声艺林。1927

年，受开明书店创始人章锡琛
之邀，到开明书店担任音乐美
术编辑，后又创办了万叶书店
并担任总编辑，也是一名优秀
的出版家和现代装帧艺术大
家。凑巧的是，近日偶读陈子
善编花城出版社版《钱君匋散
文》一书，其中“创作回眸”一辑
中，有《书籍装帧生活五十年》

《忆初期的开明书店》《我在开
明的七年》《略谈万叶书店》

《“孤岛”文艺钩沉》等多篇文
章，对这一段出版经历都有概
略而深情的回忆。

一本《团的儿子》，能将卡
泰耶夫、茅盾、曹靖华、钱君匋
等这样一批名家集聚其上，不
啻为一件幸事，也可以说这些
名家的共同努力与合作，再加
上时代的选择，成就了这样一
部儿童文学红色经典。在和平
富强的今天，对几乎隐身历史
深处的这一旧版进行一些回望
和钩沉，亦可作为一种致敬吧。

旁逸一句，《团的儿子》茅
盾译本还有别的版本，其中最
重要的要算 1952 年开明书店
版，此版亦在版权页中标明

“1949 年 1 月万叶书店初版，
1952 年 6 月开明书店初版”字
样，封面虽有变化，但主图仍与
万叶书店版相同。在孔网平台
我还见过韬奋书店 1946年版、
冀鲁豫书店1947年版和山东新
华书店 1948年版，此三版出版
时间均在万叶书店版之后。另
外，在此书流传过程中，中国青
年出版社 1957年版斯庸译本、
少年儿童出版社1961年版草婴
译本，影响也很大。

离开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
方生活，对一个有一定年纪的人
来说总是犹豫的。而在另一个
地方生活了一段时间后，渐渐适
应了它的节奏与亲情氛围，可
是，最终还是要离开，这种纠结
与惆怅，是离人都有的吧。

好在，两边都是家人、亲人，
这种情感上的问题很快能够解
决。

在美国生活一段时间了，这
些年来我越来越不愿意分享家
事与亲情，很少说到儿子。

儿子在上大学的时候就作
为交换生到了美国读了两年半
的书，后来回国，在他26岁的时
候结婚。这么早结婚，这大大出
乎我们的意料。我们知道他是
一个有想法的人，他要成家的观
念取决于他的另一半。

在儿子 2010 年大学毕业
后，我们做父母的对儿子选择怎
样的人生基本上就失控了，帮不
上忙，做不了主，说话算不了
数。但又必须帮忙、做主、拍
板。他迅速完成了结婚、生子生
女、在美国工作安家这些人生大
事。

当我们知道他在 IBM工作
时，心中的一块石头落地了，他
终于可以歇一口气。我们多年
来因为他的原因，省吃俭用供他
读书生活，现在终于可以为自己
了，吃点好的，穿点好的，跟别的
同龄人一样出去旅游……

2018 年年初，我们夫妻二
人到了美国，因为这个小家庭添
了人口，又是一阵忙，然后一个
回去上班照顾老人，一个继续帮
忙。

这些不足为道，做父母的另
一个代名词叫做牺牲。

儿子不是标准意义上的码
农。但我所见到的儿子的日常，
时常让我操心。

在美国，能够在谷歌、腾讯、
亚马逊、脸书、IBM还有许多 IT
行业、高科技行业工作的留学
生，他们所付出的努力，一言难
尽。正因为他们的努力、才华与
吃苦精神，才让他们在异国不可
被取代。

但这些行业的人才竞争十
分激烈，跳槽非常普遍，人才队
伍的替换很频繁。

儿子参加各种全美、全球范

围的比赛。从前几年的低水平
到如今的编程高手，其中的付
出，为我亲眼所见，往往一坐就
是半天甚至一天，当思路顺畅
时，我见过他的双手不比著名钢
琴家的双手慢，只听得一阵疾风
暴雨式的键盘声响，哗哗哗哗哗
哗，十指的灵敏度着实叹为观
止。他头脑的敏捷由于一年又
一年深入编程其中，吃饭时他的
视线离不开正在运行的程序，散
步时只有他一个人说话，说的是
程序运行过程中发现了差错，如
何纠正。一直睡在客厅，半夜或
后半夜突然起身，写上几百甚至
几千行程序，然后，刚刚躺下，又
一跃而起，那一排排天书一样的
语言，一直都在移动。

他的电脑成几个月不关。
一本笔记本电脑用了两年由于
使用过度烧掉了。

儿子的电脑配置与其他码
农一样，我闻所未闻，如果有了
钱……如果赢了比赛，就要加内
存，儿子永远都是这个话。

几千人上万人的比赛，两年
前，他能够挤进百名内，现在他
给自己加了码，要进入前五十、

前十，甚至更前……
四月份起他参加了一个由

国内非常著名的公司等赞助的
全球性的编码比赛，每天提交答
案，第二天看比赛名次，五月份
比赛进入白热化阶段，美国也有
名校师生联手组团在打这个比
赛，儿子一人单兵作战。他请了
单位的同事做助攻，结果朋友只
帮了两天，不干了。

他说赢了比赛会买礼物给
我，母亲节快到了，他记得呢。

儿子弯着腰，他不自觉地弯
着腰，与他一起散步，我默默地
摸摸他的背，那里已经驼了，我
很难过，悄悄地摸一摸，是一个
母亲对宝贝儿子的不舍，也是想
摸一摸儿子的背有没有变形。

看到他锻炼，那是我最高兴
的时候。好在，我在他身边天天
念叨，他会抽出时间仰面躺在滚
筒上按摩背面。他的背部要有
多少疲劳被滚掉，我默默地看他
锻炼，但往往不到几分钟，他又
坐起来，眼睛朝着电脑正在运行
的程序。如果出现错误，那上面
会出现红色的字体。

最近他对国内的 IT行业关

注得多了一点，因为中国的 IT
行业非常领先，高级人才扎
堆，他说，国内有太多非常厉
害的高手，要比得过他们不容
易……

如果说儿子还有其他什么
爱好，那就是电脑桌上的美国
零食，美国电视节目里的脱口
秀，最新的网络剧，其他，儿
子与资深码农一样，不抽烟、
不喝酒、不串门、不爱说话、
不爱开车，除非老婆孩子有事
非得用车，他对代码充满激情
与乐趣。

儿子的身份是数据科学
家。在美读研的第二年他就得
到了非常不错的实习工作，他
读研阶段的学费与生活费是自
己挣的，靠与大学的两位导师
组团做项目。他对未来的憧憬
远远大于忧患，他奋斗的目标
永远在前方。

我相信，美好的明天属于
努力的人，属于学霸儿子。

美好的明天属于努力的人
□ 陆渭南

金钱之外
——评电影《幕后玩家》

□ 张光茫

《幕后玩家》是徐峥继《催眠大师》之后再次出演悬
疑片，与上一部心理悬疑不同，这一次《幕后玩家》讲了
一个金融犯罪的故事。影片始于悬疑，终于情感，令人
感动又不乏思考。

徐峥饰演的钟小年，是个幕后金融大鳄，他聪明，老
道，善于权谋。故事开始的时候，他正在做一桩幕后交
易，同时要设法把幕后交易的收益洗白。妻子魏思蒙对
他的贪婪感到绝望，提出离婚。就在这当口，他一觉醒
来，发现自己睡在一间和自己卧室一模一样的密室里，
无法脱身。与此同时，有个陌生人通过屏幕和对讲机，
不断地向他发出指令，给出两个选项，要他曝光自己在
奔向财富路上的所作所为，给出私密账户的密码：“选A
还是选B？你如果不选，那么等于两个选项都选。”

整部影片中，导演任鹏远对钟小年这个人物的刻画
很有意思。相对于反派直白的恶，在他身上体现了一种
复杂的人性，杂糅了种种本能、欲望、良知与观念行为，
不能用简单的善恶来评判他，他的变化是这个电影最有
趣的部分。

让人惊喜的是，这部悬疑片不只是做到了用紧张的
剧情牵动人心，更用真挚的情感打动人心。电影中，钟
小年、魏思蒙在危机之下生死相守的动人情感，戳到了
我们的泪点。在一无所有时与魏思蒙相识的钟小年，却
在追逐名利的过程中被欲望吞噬，狠狠地伤害着身边挚
爱。而当拥有的一切都被残忍剥夺时，他才惊觉自己的
迷失，不惜用生命换回人生中最重要的人。电影中，两
人一个因爱甘愿放弃生命，一个因爱悬崖勒马重拾初
心，以爱为动因展开的故事令人十分动容。

幕后玩家究竟是谁？看完电影答案很明了，不是影
片中的操控者，而是人永无止境的欲望，它激发出人的
恶念，催生出各种疯狂与荒谬。

名家合作造就红色经典
——略谈《团的儿子》万叶书店版及其他

□ 滕建锋

一个奔跑在
城市和乡村间的灵魂
——读朱凯生的《生来沧桑》

□ 张坚强

人来到世上就要与这个世界建立联系，与所有的他
者建立联系，北京奥运会的主题曲《我和你》，刀郎的歌

《爱是你我》，其实都是这样一种人类共同心声的呼喊,前
者表达的是四海之内皆兄弟，后者表达的是更深刻的情
感联系。

今天的联系是泛在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经验和
记忆甚至梦都是相互交融的，而我们生存的意义就是这
样呈现出来的。当然每个人面临的自然人生事像是不
一样的，因为每个人都是有局限的。

文学写作的基本目的，就是运用语言去表达个人与
他所面对的世界之间的关系。我们知道，文学创作的基
本材料往往来自个人的经验和记忆。而乡村与城市的
经验和记忆是朱凯生文学表达的主要源泉。但是乡村
与城市的经验和记忆是互为他者的，没有城市就没有乡
村，没有乡村也没有城市。著名作家马尔克斯说过，只
有当你远离家乡，来到某个陌生的地方，家乡的面貌才
会变得清晰起来。只有当你离开中国才会更深刻地感
觉到祖国的存在，只有当你离开父母，或者自己做了父
母以后，你才会真正理解自己的父母。

所以我说因为乡村，照亮了我们的城市经验；因为
城市，照亮了我们的乡村记忆；因为孩子的来临，照亮了
我们的父母；因为凯生的表达也照亮了我们的经验和记
忆，当然我们的经验和记忆也会照亮凯生的作品。

何处是故乡？
凯生一直在寻找心灵的故乡，一直在折腾，一直在

城市和乡村之间奔跑。这种努力主要呈现为三个主题
意象：故乡，旅行，音乐。

“故乡”——是由亲人和葡萄或者说花园组成的。
那些在眼前一同浮现的亲人：父母、奶奶、姐妹、儿子、外
孙、叔叔婶婶。所有的亲人都没有描写他们的样貌，但
是我们依然像作者一样深刻地感觉到他们的存在。作
者的主要经验和记忆是听觉和对话。与亲人之间的密
切联系是通过听觉来呈现的，知音是靠倾听的，彼此的
心声是要用心去倾听的，这就是传统的道家美学。葡萄
或花园主要是视觉经验，那只是故乡这个主题意象的附
托物，就像所有的民间故事都有属于自己的附托物一
样。

旅行——速度与激情，是关于平淡的生活和激情的
生活，安全的生活和冒险的生活的叙述。这种旅行的叙
述是通过旅行的工具来呈现的：木滑车——自行车——
拖拉机——摩托车——吉普车——小汽车。各种交通
工具好像都是为了回到故乡，凯生在我的想象中，始终
是一个奔跑的兄弟，他背着包徒步旅行，他开着他的小
汽车旅行，在城市和乡村间不断奔跑，对这种时空的转
换乐此不疲。

其实我们永远也回不去了。我记得我们离开大学
之前，每届学生都要留下一句话，我们留的是这样一句：
我们在的地方从此没有我们了。母校再也回不去了，家
乡再也回不去了。电影《归来》也是这个意思。

音乐——音乐其实就是艺术的代称。音乐不仅仅
是一种欲望和娱乐，也是一种预示着沧桑命运的深刻激
情。音乐在凯生追寻故乡的旅途中具有重要的象征意
义，无论是古琴的演奏还是流行音乐的咏叹，都表现了
他内心的激情和挣扎。面对心灵的焦虑，音乐是我们最
后的慰藉。音乐也是我们心灵解放的力量，是我们了解
世界隐秘和真相的主要途径之一。在音乐中也许存在
着人类最后秘密的钥匙（列维施特劳斯）。

如果我们对音乐或者说艺术充耳不闻，那我们可怜
的生活就只剩下两样东西：生意(交换)和娱乐。

何处是故乡？他乡就是故乡。奔跑吧，我的兄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