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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业视野下的当代儿童文学
□方卫平

随着儿童文化的生产进入产业化时代，当代儿童
文学也成为儿童文化产业的一个重要链环。这一文化
身份的变化给当代儿童文学带来了什么？我以为，要
认识这一点，我们必须把它放到儿童文化产业的语境
中，来考察它在其中所处的位置，以及它与儿童文化
产业的关系。

认识儿童文化产业

我们知道，文化产业是围绕着文化商品和文化服务
的生产、分配等活动而形成的一种产业。传统的产业活
动主要围绕着物质性商品展开，文化产业的核心则是

“文化”和文化性的商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文化产
业”定义为“生产物质性或非物质性艺术和创造性产品
的产业，它通过文化资源的开发和知识性商品及服务的
生产，具有创造财富和产出收入的潜力”。

我们看到，文化产业不只是简单地生产相对于物质
商品的一类文化产品，它还具有针对传统物质产品的庞
大吸纳力和同化力，只要一般商品中融入了相应的文化
元素，它就同时成为了一种文化商品。因此，除了文学、
艺术等传统的文化产品外，餐饮、服装、家具等过去被认
为是物质性的商品，同样可以在注入文化的元素之后，
成为一种新的文化商品。这也是文化产业及其经济在当
代获得迅猛发展的重要原因。

儿童文化产业是这一新兴的文化产业的一个分支，
它依托儿童文化的资源展开其产业运作。儿童独立的文
化需求得到日益广泛的关注，如何满足这些需求也日益
引起家庭和社会的重视。

儿童文化产业不仅致力于为儿童提供各类文化性
的精神产品，而且把这一儿童文化的精神进一步推广到
了包括衣食住行在内的全部儿童生活中。儿童的食物、
服装、玩具、学习用品等一切日常消费品，都在儿童文化
的产业范围之内。一件普通的儿童衣装，一种日用的儿
童玩具，一旦与品牌文化标签绑定在一起，就被赋予了
无形的文化价值。

在现代经济学中，我们把这类文化性的价值称为符
号价值，意指它是由特定的文化符号衍生而来的价值。这
类文化性的符号拥有一种特殊的魔力，它可以给消费者
带来一种愉悦的文化体验，这体验是消费者从一般的物
质商品中难以获得的。这也正是文化商品的优势所在。今
天，儿童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消费群体，并牵动着日益增
强的消费能力和消费影响力。面向这个群体的文化产业，
无疑为现代经济带来了无穷的商机。

认识了儿童文化产业的巨大商业潜力，我们也就可
以理解为什么在当代，儿童文化产业会成为文化产业领
域一个炙手可热的新话题。而在这一新兴文化产业的开
发过程中，人们越来越感觉到，儿童文学在其中扮演着
举足轻重的角色。

文化产业链中的儿童文学

我们知道，对于儿童漫画、儿童影视、儿童电子游戏
等儿童文化产品来说，儿童文学代表了其文学性的基
础。一个好的儿童文学文本，可以衍生出好的儿童漫画、
影视、电子游戏等产品；即便没有儿童文学文本的直接
支撑，这类文化产品的成功也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它们
所建构的那个潜在文学文本的质量。

不过，随着儿童文化市场由产业向产业链的进一步

拓展，儿童文学相对于儿童文化产业的意义，也变得越
来越不止于影视等典型的儿童文化产品领域。

在文化产业链中，居于产业链核心的是文化的因
素。以儿童文化产业为例，在某一特定的儿童文化主
题下，将儿童的饮食、服装、玩具、文学、艺术、影
视等产业彼此链接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个儿童文化的
产业链。比如，围绕着迪士尼公司的“米老鼠和唐老
鸭”动画品牌，开发出了包括儿童的服装、玩具、图
书、文具等在内的一系列产业，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典
型的儿童文化产业链条。我们看到，产业链的开发使
特定的儿童文化产品具有了比单一产业开阔得多的经
济辐射力，当一种儿童文化产品获得市场的认可后，
它可以同时向产业链的上游和下游拓展自身，由此衍
生出一个个产业链的分支，其范围甚至可以覆盖一切
儿童消费的领域。

例如，自J.K.罗琳的“哈利·波特”系列小说和电影走
红以来，由此衍生出的服装、玩具、食品、文具、图书、电
影CD、电子游戏、主题公园等大量产业，给作者及相关
的经销商带来了庞大的商业利润，其衍生产业所创造的
经济价值甚至超过小说和电影带来的收入，成为整个哈
利·波特产业链的收益大头。哈利·波特的产业链经验很
快在世界范围内的儿童文化产业发展中得到复制，随着
儿童文化生产领域产业链意识的不断加强，一种儿童文
化产品在其生产之初，往往就已经包含了明确的衍生产
业设想及规划。

这一儿童文化产业链的语境带来了当代儿童文学
新的角色意识。

第一，作为儿童文化产业链的一环，儿童文学已不
再像过去那样，只是一种关在小屋子里的作家写作活
动，而是与广阔的儿童文化产业活动发生着越来越密切
的关联。一些儿童文学作品在创作的时候，就已经带上
了明显的产业链意识。一旦文学文本的市场得以打开，
后续的产业链环节也会迅速跟上，力求将儿童文学文本
的产业价值最大化。

第二，当儿童文学以文学的身份进入到儿童文化的
产业链内部，它便不可避免地面对着产业化与文学化的
矛盾。在理想的情况下，儿童文学的产业化和文学化是
可以合一的，也就是说，一部儿童文学作品既充分实现
了文学的要求，又充分满足了产业的期待。但在大部分
情况下，这两者之间的矛盾是难以避免的。产业化要求
儿童文学的创作、出版等以产业利润的最大化为中心目
标，文学化则要求儿童文学首先并且重点考虑文学自身
的规律与标准。在这样的现实下，儿童文化产业链时代
的儿童文学到底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是文化产业
链时代带给儿童文学的新思考。

儿童文学在文化产业化进程中的意义

在当代儿童文化产业及其产业链的发展中，儿童文
学看似只是其中的一个产业领域或产业环节，但很多时
候，它却在根本上影响乃至决定着特定儿童文化产业的
商业价值与文化价值。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儿童
文学对于当代儿童文化产业发展的意义。

首先，儿童文学为儿童文化的产业化发展提供了重
要的文本基础。

我们从哈利·波特的例子中，看到了儿童文学在这
一产业链中所扮演的某种核心性的角色。从哈利·波特

产业链的构成来看，作为儿童文学作品的“哈利·波特”
系列是其最基本的产业源头，相关的电影、服装、玩具等
产业，都必须建立在这一产业源头的基础之上，整个哈
利·波特产业链的形成和拓展才会成为可能。

也就是说，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支撑着儿童文化产
业的成功开发。事实上，当代许多成功的儿童文化产业
链，其源头往往是一些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近年来受
到热捧的一批所谓的奇幻电影大片，包括“哈利·波特”
系列、“魔戒”系列、“纳尼亚传奇”系列、“黑质三部曲”系
列等，其背后都有儿童文学作品的支撑。在这些影片获
得票房的同时，相关的产业链也被源源不断地开发了出
来，而且，这些产业链的受众对象早已不限于儿童，更包
含了成人受众。这一产业链潜能受到关注的原因之一，
正是由于人们意识到了儿童文学作品所包含的巨大的
产业衍生潜能。

其次，儿童文学为儿童文化的产业化发展提供了重
要的艺术基础。

文化史上留下了一批影响深广的经典文学和艺术
作品，人类最优秀的那些文学和艺术作品中，往往包含
了对人性、对生活、对生命的最为深刻的体验和洞察。在
儿童文化的领域内，儿童文学也承担着类似的功能。几
个世纪以来，从一大批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中，我们看
到了对于童年的生命、文化及其精神的最为丰富、深刻
的理解和诠释。

今天的许多儿童文化产品，承袭的正是在儿童文学
中得到孕育和发展的这些童年的艺术精神。即便是在儿
童文学文本并未直接参与其产业链建构的各类儿童文
化产品中，这种童年的艺术精神仍然蕴含和体现于其
中，并在很大程度上支撑起了相应的儿童文化产业的文
化品质。

再次，儿童文学为儿童文化的产业化发展提供了重
要的精神指引。

儿童文学既接收来自儿童文化的营养，也以其独特
的方式滋养着儿童文化的内容与精神。现代儿童文学的
艺术发展进程，极大地参与提升并推进了现代儿童文化
的精神。例如，在西方儿童文学史上，人们常常把1865
年英国作家卡洛尔的《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的出现，视为
儿童本能的幻想和游戏精神在儿童文学艺术领域得到
全面解放的开始。正是随着包括“爱丽丝”系列在内的一
批宣扬童年游戏精神的儿童文学作品的传播，以及它们
在包括成人在内的读者中获得的艺术认可，儿童的这一
独立的文化精神，才越来越在普通大众中得到了认可和
关注。在20世纪初的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家们也把他们
想要发掘和提升儿童文化地位的努力，寄托在儿童文学
的传播和影响力量上。正如优秀的文学总是走在时代精
神的前面，在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中，我们总是能够看
到一个时代儿童文化中最富价值的那些精神内涵。优秀
的儿童文学艺术对于儿童文化的精神提炼，往往具有一
定的先锋性，它洞察并引导着特定时代里儿童文化的基
本方向。

这也正是为什么我们要把儿童文学和儿童文化放
在一起考察的原因，它不仅是为了将儿童文学从单纯的
文学视角拓展到开阔得多的儿童文化的场域中，也是为
了通过儿童文学的视野，来更好地分辨和把握当代儿童
文化的精神方向。这一文化上的导向功能，正是儿童文
学艺术的一个重要精神向度。

我不是一个民族虚无主义者。但是在儿童文学方
面，西方资源对于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与发展，确实有
着重要的影响。上世纪初的王尔德、安徒生童话，直接
影响了叶圣陶的童话创作；本世纪之交“哈利·波特”系
列的引进，给中国童书市场注入了一针强心剂，并且由
此改变了中国童书出版的格局，并迎来了中国儿童文
学的黄金时代。所以，我认为现在“零时差·YA”系列
的出版也会给中国儿童文学的创作、出版、阅读带来
全新的影响，至少从我个人来说，我热切地期待着它
的影响。

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的文学艺术迎来一个新
的春天，中国儿童文学也开始走向繁荣。回顾这个时
代的中国儿童文学，最引人注目的是青少年成长小说，
最闪亮的名字，也是擅长写这类小说的作家，比如曹文
轩、金曾豪、秦文君、张之路、常新港、程玮。这些作家
的作品表现的对象都是13—17岁左右的人群，读者对
象也是他们。但是，2000年前后，中国儿童文学进入
一个新的黄金时代，读者群开始分化，中国儿童文学的
主要读者群是0-12岁左右的人群。为他们而创作的
作品也空前繁荣，分类越来越细，如 0-3 岁的婴儿文
学、4-6岁的幼儿文学、7-12岁的童年文学。精美的图画书、快乐的校园小
说成为了儿童文学的主力军，甚至之前不怎么景气的童话也变得畅销起
来。但是少年文学渐渐失去读者，开始凋零。近年来这种情形愈来愈明
显。在儿童文学领域（在这里要特别强调儿童文学领域），以青少年人群为
读者对象的作品很少，作家也少了。看看那些原来的少年小说大家如今都
在写什么，就知道我说的不是虚妄。曹文轩、张之路、秦文君等文学大家们，
这些年都把自己的笔转向了童年文学。

如今，青少年读者的阅读兴趣转向了“青春文学”、“玄幻小说”等等时尚
和娱乐化的文学品类。我不知道这是因为出版社的重心转向童年文学、作
者的写作转向童年文学造成的，或者是青少年的阅读兴趣改变造成了作家
与出版社的重心转移。或者两者互为因果。但“凋蔽的成长小说”，“失去的
少年读者”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种现象不仅儿童文学与童书出版界有
目共睹，连偏远地方的学校老师也已察觉。2014年圣诞节前后，我去了内
蒙古的校园做活动，最远到了阿拉特前旗，其中一所九年一贯制学校的校长
问我：“有没有作家也能到我们的中学部做做讲座？除了世界经典名著，能
不能推荐一些当代作家的适合中学生阅读的作品？我们自己怎么找也找不
到合适的！”

在这种背景下推出“零时差·YA”系列，出版社显然已经凭着敏锐的嗅
觉捕捉到了市场的空白点，这种对市场空白的填补，也许会引出新的阅读风
尚与出版潮流。

“零时差·YA”系列的读者定位是非常明确的，即“young adult”——年
轻的成年人，具体来说主要是13-17岁的人群。如果说“0-12岁的儿童时
代”是人的童年期，这段时期的孩子主要是游戏、玩乐并且认知与了解世界，

“young adult”是青春成长期，是社会性和人格发展时期，这一阶段的青少年
更需要心灵的引导、精神的激励和文学的感动。由于前面所说的原因，对于

“青春成长期”的青少年来说，真正优秀的当代儿童文学作品是非常缺乏的，
当然并非没有，但是显然远远不够，因为中国的中学生人群有整整1.2亿。
当然，这里有两个限定词：“优秀的”和“当代的”，或者还应该加上一个：“本
土的”。

最近10来年中国出版人、教师、家长和儿童文学作家们的努力与推动，
政府与教育主管部门的重视，通过从亲子阅读到作家校园行多种手段的阅
读推广，儿童读者的欣赏水平不断提高，阅读视野日益开阔，阅读期待也在
提高。当他们走出儿童时代，进入到青春期成长期的时候，仅仅快餐化与娱
乐化、时尚化的阅读是不能满足的，一次性消费式的阅读也是不能满足的。
他们会期待更优秀的读物。

从“零时差·YA”系列出版的两本书《托德日记》《宠爱珍娜》看，它们迥
异于国内时尚的青春读物，具有更高的文学品质。首先，它在主题上不仅关
注着青少年成长中的焦虑、自我的确立、友情与亲情、本能与责任等问题，还
涉及到道德伦理、国家法律等重大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无疑能够有助
青少年更好地直面人生，走入社会。而在写法上，这些作品又与我们平时所
接触的经典名著不同，更多融入了当代畅销与流行作品的写作技法。比如

《宠爱珍娜》将惊悚、悬疑、成长小说、医学伦理融为一体，通过对亲情的追
问、生命的追问确定生命的意义，肯定爱的力量。《托德日记》的构思非常巧
妙，看上去有点无厘头、幽默搞笑，实际上是一部非常严肃的青少年成长小
说，小说以一个底层家庭孩子的日常生活为主要故事框架，同时没有回避贫
困、社会不公、歧视等社会问题。

文学有文学的使命与坚守。优秀的文学作品都坚持着对人性的追问，
坚持着对人类心灵世界的探索，也坚持着对社会现实的怀疑与批判。为读
者提供阅读的同时，更提供思考，提供价值的认同与情感的共鸣。这些也是
我们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少年小说中最具有价值的地方。可惜在当
下，青少年成长小说变得十分稀罕，而所谓的“青春文学”又几乎变成了物质
主义与消费娱乐的代名词。

没有一个作家能够单独成为一个作家，一切的写作都需要学习。当代
的出版也是如此。这一套“零时差·YA”系列小说的引进，能让读者零时差
地阅读到当前国外优秀的青少年成长文学，或许也能为我们找回丢失的青
少年读者，并且为中国当前青少年成长小说的写作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从
而让我们的青少年成长小说接续传统，焕发生机。

□汤素兰

2014年12月，经过近两年的反复修
改和精细打磨，图画书《妖怪山》终于以
一种让人惊喜的面貌出现在我们面前。
作品甫一出版，便受到读者欢迎和业界
关注，首印两周就紧急加印，刷新了蒲蒲
兰10年来新书加印的纪录。这样的接受
效应由很多因素而决定，其中必然包括
积极有效的推广方式和销售策略，但作
品在原创图画书艺术方面的成熟与突
破，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

《妖怪山》所写的是四个孩子在妖怪
山遭遇困境以及如何自我拯救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包含着超自然因素的幻想世
界，这在注重反映现实生活、民俗风情的
原创图画书中，是少有的题材类型。故事
从小女孩夏蝉的失踪和有关妖怪山的传
说开始讲起。9岁那年暑假的一个下午，
野狐、虎牙、夏蝉、笛妹四位好朋友一起
去往妖怪山，在玩“妖怪抓小孩”的游戏
中，夏蝉掉进了山上的裂缝里，三位伙伴
在惊恐之中丢下她逃下山去。一年后，野
狐、虎牙和笛妹收到了夏蝉写来的信。夏
蝉真的如传说中所说的那样变成了妖
怪，她请求三位朋友去妖怪山做完去年
的那个游戏，让她重新变回人类小女孩
回家。经受着心灵煎熬的野狐、虎牙和笛
妹鼓起勇气再次来到妖怪山，直面自己
变成妖怪的考验，最终凭借智慧和爱拯
救了夏蝉，不仅获得了好朋友的原谅，并
且实现了自我救赎。

“妖怪山”这一意象无疑具有象征意
义，与莫里斯·桑达克笔下的“野兽国”有
些相似，都是以幻想世界里的“可怕”存
在指代孩童内心深处涌动的“邪恶”因

子。不同的是，莫里斯·桑达克将“野兽
国”外化为具体可见的形象，通过游戏的
狂欢来释放主人公的消极情绪，而彭懿
却将“妖怪山”内化为一种无形的精神压
力，重在为人物寻找自我救赎的内心通
道。“每个孩子的心中都有一座妖怪山。
绕开它还是跨越它？”彭懿在题记中提出
的问题，就是他在《妖怪山》这本书里试
图阐释的主题。作者依据自己对童年的
独特理解，大胆地在儿童的“天使”面容
上涂抹上了“罪恶”的颜色，很触目，也很
真实。野狐、虎牙、笛妹的逃离尽管出于
自我保护的本能，但他们却为此承受了
自我谴责的痛苦，这样的道德困境在很
多人的成长经历中都遭遇过。

如此看来，《妖怪山》确实是一个关
乎儿童内心阴影和心灵救赎的成长故
事，在主题内核上显示出难得的冷峻和
凌厉。但彭懿没有把它写成一个沉重的
故事，而是通过一场幻想式的游戏来化

解危机，使故事拥有了一个柔软的外壳。
夏蝉的宽容和野狐、虎牙、笛妹的勇气以
及他们共同表现出的自我拯救的意识和
能力，让人深深感动。作者既不注重表现
故事的情节内容，也不着力刻画人物的
内心世界，而是通过心理结构上的暗合
带给读者强烈的情感共鸣。同时，为了追
求语言节制而富有张力，彭懿在文字上
进行了反复修改，不留下一点道德说教
的痕迹，带给读者巨大的想象空间。因
此，作品就像是为读者搭建的一个开放性
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读者可以自由地
构建属于自己的“妖怪山”的故事，并在内
心演练的过程中获得某种成长启悟。

这种开放性的文本构建方式，也给
画者留下了无限的艺术表现空间。《妖怪
山》的画风与我想象中的不尽相同，画面
没有彰显主人公内心被妖怪山盘踞的阴
冷、恐怖，却以清新淡雅的水彩呈现出满
眼的温暖与生机，带给我意想不到的惊
喜和感动。图画作者九儿充分调动自己
的童年经验和生命感受，任画笔自由地
穿梭在真实和幻想之间，并用灵动的色
彩和线条捕捉到了心灵的潜意识领域，
从而将一个既让人心生畏惧又渴望进入
的奇异世界形象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可
以说，九儿在图画书创作上的观念、态度
以及绘画上的才能，为《妖怪山》的艺术
水准提供了重要保证。

作为图画书的绘者，九儿重视图画
的叙事功能，并通过整体构图、视角转
换、色彩变化、节奏把握以及细节处理等
方面，显示出她在图画叙事上的意识和
能力。有时，九儿所采用的叙事策略也令

人叹服：当野狐、笛妹和虎牙为了拯救夏
蝉走上妖怪山的山顶时，她通过三个孩
子的背部形象和动作来传达他们难以名
状的心理情态；当四个孩子再次手拉手
转圈圈玩起“妖怪抓小孩”的游戏时，她
用一个俯视图来表现天旋地转的节奏以
及从现实进入幻想世界的通道。而画者
在书中随处设计和安插的很多细节，更
是使阅读充满了趣味，并对文字讲述的
故事构成了很好的补充。总之，图与文的
合奏，最终使《妖怪山》成为一个可从多
角度进行深度解读的文本。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九儿为《妖怪
山》所创作的图画到了无可挑剔的完美
程度。我认为最大的问题在于中间那个
大跨页。跨页里所呈现的密集且碎片化
的画面信息，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故事
的情节线索和人物的情感脉络。尽管作
为图画设计上的创意和亮点，这个对开
门的大拉页确实能够给读者带来寻找秘
密的快乐，但其艺术表达上的缺失也是
显而易见的。除此之外，画者对四个孩子
的形象塑造以及心理描画总体上还不够
生动，有时缺少应有的变化。我始终觉
得，彭懿在文字中创造的一些心理留白，
需要画面来补充和丰富。

瑕不掩瑜，《妖怪山》仍然称得上是
原创图画书中的精品，在题材选择、主题
表现和图画叙事上有了很大突破。无论
是文字作者彭懿，还是图画作者九儿，都
在图画书创作上表现出了专业的态度和
水准，而本书编辑也在图画书制作方面
体现出了强大的编辑力，这些对于原创
图画书的发展而言具有参照意义。

《妖怪山》：原创图画书艺术的成熟与突破
□钱淑英

风 景（儿童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