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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童年插上梦想的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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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全社会越来越重视和关注文艺发展的

大背景下，儿童文学因其受众的量之大、面之广，以及

其读者身份的特殊性，受到了特别多的关注甚至是挑

剔。这对儿童文学的发展是好事，有市场才会有动力，

有批评才会有提升。在经过了10年“黄金发展期”后，

儿童文学界也意识到中国儿童文学发展似乎来到了一

个分叉路口。今后的路怎么走？中国儿童文学应该以

什么样的面貌走向世界，在世界儿童文学中找到自己

的位置？这些问题已经进入到每一位儿童文学作家和

出版人的心里，正在形成越来越清晰的答案。

反思“黄金十年”的热潮

2015年7月，中宣部和中国作协在北京联合召开

全国儿童文学创作出版座谈会，是近年来专门针对儿

童文学的一次高规格、大规模的重要会议。其意义在

于，在这样一个关键时间节点上，把活跃在儿童文学创

作队伍中的老中青少四代作家和发展迅速、成绩斐然

的31家专业少儿类出版社的负责人召集到一起，学习

和认识儿童文学发展的大形势，交流和研讨各个领域

的状况和问题，探讨儿童文学面临的新形势、新课题、

新任务，为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此外，中宣部和中国作协还共同举办了一期儿童

文学作家编辑研修班，精选了全国44位创作活跃的优

秀中青年儿童文学作家和31位全国专业少儿出版社

的骨干编辑参加。这些活动和举措，让儿童文学作家

和出版社备受鼓舞，对实现由数量和销量为主导的发

展模式向以品质为主导的模式“转型”的意识更加强

烈，在儿童文学界掀起一股反思“黄金十年”的思潮。

如何应对新形势、把握新机遇，儿童文学界已经在做种

种努力和尝试。比如，湖南省成立了儿童文学学会，编

辑出版了《湖南儿童文学史》，并且首次在毛泽东文学

院举办针对儿童文学的专题班；浙江省组织召开了新

生代儿童作家群研讨会，把省内近年创作突出的几位

青年作家作为一个群体亮相，对他们的创作进行真诚

的批评，促进他们的成长；湖北省一方面继续与省市图

书馆合作举办公益讲座大力推广儿童文学阅读，一方

面大力推动儿童文学评论；陕西作协举办了全省儿童

文学作家培训，受到儿童文学作家的欢迎；安徽省成立

了儿童文学委员会，第一件事就是组织作家到自然保

护区深入生活。

种种迹象表明，创作的沉淀、批评的促进、出版的自

律，正在成为儿童文学界迎接新的“黄金十年”的共识。

一个专栏引起的思考

具体到2015年儿童文学创作的收获，首先要说的

是在全社会引起广泛关注的《人民日报》“繁荣儿童文

学大家谈”专栏。儿童文学作家、评论家、出版人，分别

从创作、批评、出版三方面，对当下儿童文学现状进行

全方位的梳理、把脉。高洪波的《“三心二意”作得天真

诗篇》把儿童文学创作所需要的特殊品质形象地总结

为“三心二意”，即童心、诗心、爱心和感恩意识、敬畏意

识。文章以多年写作的智慧和幽默的笔调，讲出了儿

童文学创作的根基性问题；李敬泽的《儿童文学的再准

备》则是对整个栏目所谈到的现象和问题的一个总结，

对儿童文学的进一步发展提出明确而诚恳的建议；张

之路、曹文轩、秦文君、杨红樱、刘先平、薛涛等作家从

各自写作出发，分享创作经验，从中可以见出儿童文学

创作的特质；李学谦谈到出版和传播对儿童文学发展

具有的重要意义，提出儿童图书的出版特别需要兼顾

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徐德霞、方卫平、朱自强等就

儿童文学“系列化”现象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批评；金

波的《理论批评当积极介入儿童文学》直面对儿童文学

的质疑，热切呼吁文学理论批评多关注儿童文学，提出

加强理论建设的具体措施。这些文章在儿童文学界和

文艺评论界都收到了良好的反馈，在加大儿童文学的

批评力度，发挥文艺批评激浊扬清、指导创作的作用

上，起到了积极的影响。

比较突出的几个创作现象

2015年，儿童文学创作中几个突出现象值得关

注。一是绘本的快速发展，出版数量激增，阅读火爆，

质量也在上升，成为今年儿童文学的一大亮点。梅子

涵和满涛的《麻雀》，秦文君和刘洵、弯弯、徐晓璇的

《秦文君温暖绘本》系列，白冰和江显英的《换妈妈》，

彭懿和九儿的《不要和青蛙跳绳》，黑眯的《辫子》，亚

东和麦克小奎的《跑跑镇》等都是非常优秀的绘本新

作；信宜原创图画书系列2015年继续推出了一批优

美的绘本，比如麦子的《棉婆婆睡不着》等；蒲蒲兰绘

本馆今年推出了朱自强和朱成梁的《会说话的手》等

新作。这些绘本注重绘画风格与文字意义的搭配，把

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很好地结合起来，为孩子们带来

美的享受，在培养孩子对艺术的感悟力方面有着重要

的作用。

二是在加强儿童文学批评方面颇有实绩。辽宁儿

委会与《当代作家评论》合作推出了一期中国儿童文学

小辑，效果不错；一批儿童文学理论批评专著出版，如韩

进《童心密码——为孩子选择文学》、王泉根《中国儿童

文学概论》等一套世界儿童文学研究丛书、方卫平主编

的《童年的栖居——儿童文学卷》等。这些理论专著将

会为我国儿童文学研究提供坚实的基础。

三是在社会各界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胜利70周年的大潮中，儿童文学创作也捧出了一批

反映抗日战争的作品。战争与儿童，永远是一个探究

深邃人性的主题。今天享受着和平阳光的少年儿童如

何体会战争的残酷，体会战争年代儿童的生活状态，进

而懂得珍惜、懂得敬畏，是儿童文学必须面对的课题。

曹文轩的《火印》以抗日战争时期的北方草原为背景，

以一个孩子和一匹战马的故事为主线，再现了与那场

导致我们民族浩劫的侵略战争有关的历史记忆，以及

它所带来的个体与民族创痛。小说从人性的角度对战

争中的中国人、日本人进行思考和审视，发人深省；史

雷的《将军胡同》从儿童视角写抗战时期，北京城里皮

影戏班子的父女、前清八旗落魄子弟和富有又爱国的

姥爷一家三类人的命运，透视沦陷区不同阶层人们的

思想、情感和遭遇，展示了那一特殊年代广阔的生活画

面；“烽火燎原”系列抗战题材原创少年小说首批8部作

品，包括张品成的《水巷口》、肖显志的《天火》、牧铃的

《少年战俘营》、汪玥含的《大地歌声》、王巨成的《看你

们往哪里跑》、毛芦芦的《如菊如月》、毛云尔的《走出野

人山》、赵华的《魔血》等。这些作品从不同的角度描述

了战争的残酷、日本侵略者的残忍狡诈以及在侵略战

争中艰难生存和成长的少年们。小说从孩子的角度书

写抗战，更加突显出孩子是一个民族的未来这一命

题。该系列小说特别注重以史实为创作依据，保证了

小说在历史叙述方面的可信度——这也是历史题材小

说的一个重要品质。

成长主题再添佳作

少年儿童是一个人的重要成长期，关于成长的故

事也就成为儿童文学的一大主题。金波的《婷婷的树》

在简单的故事里蕴含了生活的不易和人生的无常，把

深刻的道理讲得纯净而易懂，体现出老作家的写作功

力；张炜的《寻找鱼王》把人与自然和谐共处这一宏大

母题寓于一个“渔王”的形象中。在这个特别的成长故

事里，主人公最终学会的不仅是生之技巧，更是生之哲

理，生之真谛；赵丽宏的《渔童》也是关于成长的故事。

小说以孩童的视角直面那段特殊历史记忆中的罪与

罚，并尝试通过童年的路径实现某种意义上的救赎；徐

玲的《全世界请原谅我》同样讲述了一个关于成长与救

赎的故事，把当代少年的生活际遇与网络时代普遍的

青少年成长问题相结合，在切肤的感悟中带领少年读

者思考和追寻生活的真实意义与真切方向；陈晖的《我

的名字叫豆豆》把目光放在单亲家庭这样一类特殊孩

子身上，试图以成人的智慧帮助孩子正确应对生活的

烦恼。

当下儿童的生活是儿童文学创作的重要源泉。通

过阅读这类作品，大读者们可以从中领略当下儿童的

生活乐趣，小读者们则可以寻找同龄人的共同语言。

张之路的《弯弯的辛夷花》讲述了六年级女孩儿徐弯弯

一段有趣的校园经历；殷健灵的《不一样的暑假》写一

个大城市的孩子到乡村度过一个难忘的假期，收获了

不一样的友情；薛涛的《大富翁》讲述了3个少年因为不

同的原因流落在大城市，尽管生活困苦，却一直保持着

乐观、坚强的信念，最终几个少年陆续回归正常的校

园生活，但这段经历已成为他们成长中不可磨灭的记

忆；彭学军的《森林里的小火车》里，回乡下过暑假的

男孩罗恩顺着一段废弃的铁轨发现了藏在山林深处

的蒸汽小火车，并由此引出父辈和祖辈关于创业、梦

想和守望的人生遭际，自己也对人生有了不一样的认

识；阿来的《三只虫草》写的是藏区普通牧民家庭的男

孩桑吉的生活经历，小说气象广阔，写出了孩子所理

解的今天西藏人的生活状况，很多关于现实的描写发

人深省。

童话和幻想小说一直是儿童文学中最受关注和欢

迎的一类。汤素兰的长篇童话《笨狼与小红帽》把经典

童话人物放置到新鲜的场景，用孩子们熟悉的人物讲

述关于家的温暖和克服困难的勇气；王勇英的幻想小

说《巫师的传人》以优美的广西山水和神话传说带领我

们走进神秘的巫师世界，纠结千年的恩怨与现代社会

相碰撞，所不变的仍是爱与勇气的主题；马原的童话

《湾格花原》是一部富含穿越、冒险、成长元素的童话。

作家创造了一个史前地球的全新场景，用一系列有趣

的故事告诉孩子生活的哲理。

童话无论多惊险，总有一种温暖作底色。比如萧

袤的《茧屋》里的同学情谊令人感动；孙玉虎的《遇见

空空如也》把孩子失去父亲的痛苦具象为一个空空如

也的房间，逃离房间其实也是帮助自己渡过失去至亲

的难关的过程；汤汤的《一只小鸡去天国》用温柔的方

式帮助孩子坦然面对生活中谁都不可避免的一件

事——死亡，这也是童话应该带给孩子们的精神力

量；小河丁丁的长篇童话《水獭男孩》面对的是孩子的

孤单，这是现在独生子女的一大问题，一份温暖的友

情可以化解多少孤单；麦子的中篇童话《大熊的女儿》

突出了亲情对人的精神支撑，无论对孩子还是大人都

是一样的。

2015年的儿童文学作品中，值得关注的还有梅子

涵的散文集《绿光芒》、郑春华的系列低幼故事《小饼

干和围裙妈妈》、李姗姗的儿童诗集《太阳小时候是个

男孩》、格日勒其木格·黑鹤的动物小说《母兔》《狼谷

炊烟》、虹影的小说《里娅传奇》等，不再一一列举。

当前儿童文学创作存在的问题也比较明显，主要

表现：一是青年儿童文学作家需要沉淀。出书快卖得

好对作家是一种很好的激励，但是书出得太容易了，便

缺少了潜心钻研提高的过程，对年轻作家的成长并不

好。二是儿童文学刊物在萎缩，优秀的短篇作品缺少

发表渠道，从而限制了短篇作品的发展。三是作品表

现的年龄段在下降，对少年读者或年龄段稍高一些的

读者有所忽视。四是题材仍不够开阔，校园文学仍占

大部分，而与少年儿童精神成长同样息息相关的历史、

军事等题材的作品还很不够。

立足原创 蓄势再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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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路先生是儿童文学界一道奇特的风景。这道风景的

意义就在于坚守、或者底线这样的形容词缀成的桂冠还能当之

无愧地落在这么一个人的头上。我们常常告诫年轻的一代儿

童文学作家，向前辈学习。向前辈学习什么，这是个大问题。

张之路先生是业界的良心，他在写作和做人上有着很大的分

裂，这种分裂正是这道风景中最富有光彩的部分。

张之路被人称之为红脸大汉，或者山东大汉。他的祖籍是山东，所以，他的

性格中有诚实、豪爽、嫉恶如仇的一面。他是高个子，笔挺，很有军人的范儿。初

见，总会给别人一种错觉：此人做过军人。他是个红脸膛，笑的时候，灿烂如火

焰，发怒的时候，像是在战场上杀红眼的战士，威风凛凛。他的红色，具有两个极

端的象征，一端是谦和、腼腆，一端是愤怒、生气。这种性格上的两面性，可能他

自己都不是很清楚，所以，他表现出来的调和性就是矜持。他用矜持使性格的两

个极端得以平衡。

张之路在小说写作方面，一直是数一数二的。他对于正宗的长篇小说结构

的驾驭如鱼得水，几乎无人能够与之媲美。尤其是对故事的掌控、跌宕起伏的情

节的打造，堪称一绝。他属于那种靠理性写作的作家，很冷静地处理人物和故

事，使其合乎逻辑的发展。所以，他的长篇小说很难让人挑出硬伤，换句话说就

是非常严谨。而他还有一个良好的习惯，就是翻来覆去地对作品进行修改。这

样，他的长篇小说大多数都成了精湛的艺术品。尽管他的作品也有很好的销售

业绩，但人们都不愿意把他归到畅销书作家的行列中去。我很有幸读到过他许

多还没有出版的作品，也有幸在私下聚会的时候和他交流他的作品，这个时候，

他非常谦和，非常虚心，能够聆听别人的意见，把自己放得很低很低。

他异常敏感，对于文字要求近乎苛刻。他喜欢追求完美，努力保持良好的形

象。但这似乎很难。在很多场合，他都愿意保持一种孩子气的天真，或者保持一

个老师的角色，或者是一个前辈的角色，但这种私下里的交流或者话语，他并不

愿意为更多的人所知。他深知，离开特殊的环境和语境，会让人产生误解和误

会。他不大容易接受矜持这种评价，尤其排斥说他不大容易接近这种说法。他

不止一次对我提出过抗议、反驳。其实，这是一种褒奖和表扬，我是说他这个人

太正，正直、耿直，爱憎分明。他想温和或者随和地掩饰他的爱憎分明的性格，显

然是力不从心的。我很喜欢正直和诚实，但也领教过这种品格的力量，给我心灵

造成的巨大的震撼力和杀伤力。所以，很多人都对他保持着一种敬畏的态度。

张之路先生是慷慨的、大度的、宽容的。他可以和你针锋相对地争论，也可

以愤怒地痛斥你的观点，但他绝对不是那种斤斤计较的人，他就事论事，捍卫真

理或者正确的观点。这并不妨碍他继续与你做朋友。他是老师、前辈，更像是

一个仁心宅厚的兄长。过节我们聚会，他会送我们一些礼品，犹如长辈过年时

候给孩子们发送礼物一样。记得有一次，我看到他穿的鞋子很有意思，结果后

来开会的时候，他一下子送了我4双鞋子，令我感动莫名。从交往的经历看，他

是一个非常细心的人，也是一个非常看重承诺的人。在很多场合，作家们信口开

河相互调侃的时候，他总是喜欢保护弱者。他这个人很有侠肝义胆，很有一点梁

山好汉的味道。他也出手，也冲动，为着正义、为着弱者，与他作品中那种理性的

严谨便判若两人了。在这个时代，他像美国西部牛仔一样，捍卫着男人或者男子

汉的尊严。

他没有自己的圈子，他不需要，因为他本人就是一座山峰。

他有腼腆和羞怯的一面，在人们对他进行赞美的时候，尤其是有过誉的赞美

之词时，他会脸红，像喝多了酒一样。对他的个别作品，人们给予很高的评价（高

过他心理期待的尺度）时，他的脸更红了。这个时候，他就像孩子一样。他的内

心充满了感动、温暖以及感激之情。他会记着这份情谊，但他无法用语言表达。

他极少使用夸张的语言，更不喜欢虚伪的客套，他喜欢使用准确和精确的语言。

对他这么一个人，对他这么一个人所写的作品，再高的赞美和评价都不过分。因

为，在我看来，人们对他的认识还远远没有达到应该具有的高度。

在很多时候，他都是一座安静的火山，一座具有内涵的火山。在儿童文学界

泥沙俱下的当下，他有自己的苦恼，有自己的不满，有自己的无奈，只要他有发声

的机会，他总是要代表正义说话，代表真理说话，代表纯正的文学说话。所以，很

多作家都喜欢聆听他说话，用欣赏的态度，用敬佩的态度。

张之路先生的小说里面，充满了令人惊叹的智慧。但他在人生中，却很少运

用自己的智慧。他从不耍阴谋，更不喜欢圆滑，他在这个场合和那个场合都是一

样的本色。忠厚、诚实、朴实、豪爽、侠气、正直。他永远不可能像白云一样飘得

那么高，那是因为他本人是一座山，只能做一座山。

1 月 5 日，由大连出

版社携手北京师范大学

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中心

等单位主办的2015“大

白鲸”原创幻想儿童

文学优秀作品征集活

动在京揭晓，王林柏的

《拯救天才》、王君心的《梦

街灯影》获选钻石鲸作品，杨巧

的《阿弗的时钟》、马传思的《你眼中的星光》获

选玉鲸作品，廖少云的《米米亚氆氇猫》、王倩

的《貘梦》、方先义的《山神的赌约》获选金鲸作

品，童瑞平的《绿美人》、王晋康的《真人》、杨胡

平的《十二生肖鹅卵石》、彭绪洛的《重返地

球》、彭素华的《琉璃拼图》、连城的《虎鲸家

族》、顾鹰的《亲爱的小尾巴》、李涛的《章鱼兄

弟》、赵静的《我和银扣的奇幻之旅》、周博文的

《用爱拥抱世界的小男孩》获选银鲸作品。此

外，现场还一并启动了“保卫想象力——2016

‘大白鲸’原创幻想儿童文学阅读与创作活动”。

“大白鲸”原创幻想儿童文学优秀作品旨

在倡导“保卫想象力”理念，鼓励为保卫儿童想

象力创作更多的优秀幻想儿童文学作品，推动

我国原创幻想儿童文学的发展与繁荣，促进儿

童想象力的培养和激发。该活动自2013年起

举办至今，已步入第三个年头，逐步发展成为

中国儿童文学界的一个重要符号，引发众多业

内人士的关注。

“大白鲸优秀幻想儿童文学作品，集中展

示了当今幻想儿童文学创作的艺术追求与观

念更新，体现出老中青三代作家在同一时段中

对幻想儿童文学的主题内容与审美形式相同

或相近的艺术勘探与实验，全方位呈现了当今

幻想儿童文学的四种基本艺术形式及其审美

特征。”王泉根向记者介绍道，“幻想儿童文学”

作为一种文学类型，并将其作为一种征文对象

加以倡导与推广，这在中国儿童文学艺术版图

与童书出版领域，都是第一次。

在同时举行的第三届幻想儿童文学高层

论坛上，束沛德、樊发稼、张之路、王晋康、周

锐、王泉根、贺绍俊、孟庆枢、汤锐、赵易平等专

家、学者以“幻想儿童文学的国际视野、中国经

验与多维叙事”为主题，就幻想儿童文学发展

现状及趋势研究、幻想儿童文学创作规律研

究、幻想儿童文学赏析与作品研究、幻想儿童

文学与儿童阅读研究、幻想儿童文学与语文教

学研究、幻想儿童文学衍生产品研究等话题展

开研讨。 （行 超）

梅子涵的新书《麻雀》对于作者来说意义非凡。作品

讲的是一个小孩和大人一起消灭麻雀，失足滑落屋顶，被

一大一小两只麻雀搭救，后来孩子把麻雀保护起来成了好

朋友。这部发人深省的荒诞寓言源于梅子涵的童年经历，

他运用幻想之笔，勾画荒唐灰暗的成人世界，描写孩子与

麻雀间天然的生命之爱，给孩子爱和真的启迪，让成人反

思自省，保持内心的悲悯和爱。1月11日,由接力出版社

主办的“《麻雀》中的悲悯之情和人性光辉”新书分享会在

北京国家图书馆少儿馆举行。

分享会上，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高洪波认为：善的萌

芽需要去保护，一个孩子从无知到对麻雀的关爱，展现了

人性的变化。社会的多面性来源于人性的多面性，成年人

或者成年社会有很多缺陷，需要发自人性深处的善来救

助。书中展示出的悲悯之情是基础，对生命的爱护、尊重，

才能使得人性善的一面得以保持。朱永新从优秀儿童读

物的角度分析了《麻雀》的意义，他认为理想的教育就是人

性的教育，儿童读物要写出真与善的东西，要从内心流淌

出来对世界的关怀。

《麻雀》由新锐画家、绘本插画家满涛创作插画。如何

通过画面来表现人性是满涛一直思考的问题，他用黑灰

白的色调以及象征性手法来展示故事中温暖、关爱的一

面，画面超脱于现实，使用变形等一些特殊手法表现人物

和场景，很好地契合了特定时代背景下的社会氛围和人物

内心世界。

（王 杨）

张
之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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