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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儿童文学的初心和使命坚守儿童文学的初心和使命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行行 超超 教鹤然教鹤然

在刚刚结束的2020年北京图书订货会上，
来自全国各大出版社的儿童文学新书好书纷纷
亮相，成为订货会最具人气的热点。记者观察发
现，在新的一年，各大出版社依旧以推出本土作
家的原创作品作为出版重心。与此同时，儿童文
学作品传递时代正能量、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已
成为作家、出版社的自觉追求，而对科技、科普读
物的推广与科学精神的唤醒，也成为部分专家学
者和出版机构的关注重点。此外值得一提的是，
一批中国原创儿童文学理论评论书籍的出版，标
志着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建设取得了可喜的收
获。可以说，对儿童文学创作初心的执著坚守以
及研究使命的自觉承担，正在成为中国儿童文学
创作与出版的共同目标。

理论建设的新收获

进入新时代以来，新的儿童文学现象层出不
穷，不断向儿童文学理论批评提出新的要求。中
国儿童文学成长于自身独特的政治、经济和社
会文化语境中，面向现实的、本土化的、具有强
烈当代性的儿童文学理论建构是十分迫切的时
代需求。

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产生了哪些重要的理
论成果，儿童文学理论研究在哪些方面取得了重
大进展，又有哪些问题还未得到有效的探讨与回
应，儿童文学理论呈现出怎样的发展趋势？这些
都是当今儿童文学研究与出版需要重点关注的
问题。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朱自强主编的

“新世纪儿童文学新论”丛书共8册，集合了目前
国内各高校儿童文学研究领域的佼佼者。该丛
书包括：《中外儿童文学比较论稿》（朱自强）、
《1978—2018儿童文学发展史论》（方卫平）、《儿
童幻想小说叙事研究》（聂爱萍）、《张天翼与中国
现代儿童文学》（黄贵珍）、《儿童文学翻译的文体
学研究》（徐德荣）、《安徒生童话诗学问题》（李红
叶）、《后现代儿童图画书研究》（程诺）、《图画书
中文翻译问题研究》（中西文纪子）。在上海世纪
出版集团、少年儿童出版社主办的丛书研讨会
上，高洪波、许正明、黄强等谈到，“新世纪儿童文
学新论”是一套高水准的具有原创性的儿童文学
理论丛书，是对近10年来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研
究成果的一次高质量集结，体现出新世纪以来儿
童文学发展的“新气象”以及儿童文学理论建构
的创新与演进。

中国是一个有着近4000年文字记载的文明
古国，有着极为丰富的文化遗产，产生过体量庞
大的包括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在内的儿童文学
珍品，它们是中国文学的宝贵遗产，也是中国儿
童文学在批判与传承中留下的精神财富。然而
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脉络，却是一个长期被学术
界忽视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新蕾出版社推
出王泉根的《中国儿童文学史（插图本）》可谓恰
逢其时。在新书发布会上，束沛德、聂震宁、白
烨、贺绍俊、孙建江、李东华、李利芳等专家学者
围绕该书展开研讨。据介绍，《中国儿童文学史
（插图本）》通过收集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和图
片，以时间演进为经，以创作题材为纬，对中国儿
童文学的各个发展阶段进行了深入梳理，对中国
儿童文学发展历程做出了客观评价与精准描述，
是目前国内惟一一部将中国儿童文学创作时间
延至中国古代的研究性史论。与会专家认为，本
书发掘出过去不被重视、被遗漏而又颇具史学价
值的儿童文学作品、理论和现象，丰富和恢复了

“史”的本来面目。同时，本书突破性地发掘、整
理出大量珍贵史料，对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儿童文
学资料进行了及时的保护和抢救，这样一部内涵
丰富，富有学术底蕴和史料价值的专著对于当代
儿童文学研究和评论具有极强的指导意义。

原创文学再推新作

天天出版社以“诗歌、小说、童话、戏剧——
原创儿童文学的无限空间”为题，发布了赵丽宏、
曹文轩、冯俐、周晓枫和殷健灵5位名家新作：

《天空》《寻找一只鸟》《木又寸》《你的好心看起来
像个坏主意》和《象脚鼓》。5部作品体裁丰富、
视角各异，除了小说、童话，更将出版的眼光投向
了诗歌和戏剧，力图构建中国儿童文学完整的体
裁拼图，并为每一种细分体裁提供经典样本。发
布会上，李岩、张弋辉、张昀韬、刘秀娟等专家学
者谈到，文学的表达形式如此之多，内容如此宽
广，5部作品从不同侧面展现了中国原创儿童文
学的蓬勃生机，为今年童书事业继续向前发展开
了一个好头。作家和出版人正在通过自己的耕
耘，为中国儿童文学打开更广阔的空间，为童年
提供更丰富多样的阅读形式。

2020年接力出版社携300余种新品亮相北
京图书订货会，品类涵盖主题出版、图画书、漫画
动漫、儿童文学、少儿国学、少儿百科、文化教育
等多个细分图书板块，其中超过一半新书为原创
佳作。其中，经过5年的精心策划，“娃娃龙原创
图画书”系列已经出版了27种，被翻译成10个
语种。2020年即将推出《我用32个睡魔怪打败
了我妈妈》《流浪地球》等15种，未来几年，该系
列将不断扩大。《我用32个睡魔怪打败了我妈
妈》由图画书作家彭懿与画家田宇联手创作，对
准中国家庭生活中既常见又很少在图画书中出
现的“辅导孩子做作业”的主题，讲述了一个因辅
导孩子写作业而引发的爆笑故事。彭学军的图
画书《水哎》将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的童年生活写
在、画在了纸上，讲述了哑巴孤儿“水”的成长故
事。故事中的童年生活虽然离现今的生活有些
久远，但书里传达的那些可贵的品质、温暖的情
愫已变成一种文化，一代一代传承下来。

在青岛出版集团主办的董宏猷《牧歌》新书
首发暨作品研讨会上，高洪波、邬书林、张炜、徐
德霞、张明舟、刘海栖等围绕该书的文学价值艺
术特色展开讨论。大家认为，《牧歌》是一部原创
儿童文学力作，是作家董宏猷调动自己超凡的音
乐素养，与丰厚的历史与现实相结合而谱就的一
首时代之歌。作者用丰沛的艺术激情和高超的
写作技巧，将厚重的历史不着痕迹地告诉现在的
少年儿童，将曾经战斗在隐蔽战线上的优秀党员
的牺牲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特别值得称道的
是，《牧歌》不仅进入了中国儿童文学史上一个人
迹罕至的神秘地带，而且以音乐的形式隐喻了新
中国初始期的历史图景以及海峡两岸人民的血
肉关系，由此生成了如交响乐与小提琴一般不断
交替的明亮又忧伤的小说结构。

在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主办的秦文君《少女
贾梅》新书发布会上，秦文君与汤素兰、薛涛、崔
昕平、吴双英等就这部新作进行了深入对话。大
家认为，秦文君始终以一种素朴而至真的现实情
怀关注儿童的生活和成长问题，她笔下的贾里、
贾梅已成为一代青少年心目中经典且无法被替
代的人物形象。最新创作的“少女贾梅”是以贾
梅为主角的新时代儿童文学作品，着重展现主人
公“贾梅”进入新时代以后从“女生”成长为“少
女”的心理变化。新作探寻当代少年人敏感又丰
富的精神世界，以温暖的故事、朝气蓬勃的少年
形象、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和明快的格调，让青
少年读者在审美的愉悦中受到美的熏陶，无疑会
丰富和深化我们对少年成长文学以及相关同类
少儿文学的认识。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推出了“曹文芳·勇
敢长大”系列图书，以对儿童丰富、细腻、深刻的
剖析和表现，给读者带来情感上的震撼与感动。
系列图书全景还原了儿童成长生态，展现了家长
和孩子共同创造的人生真实。书中将生活的沉
重、脆弱、人性的复杂和命运的无常潜藏在朴素、
自然、轻灵的文字背后，与孩子充满童趣的成长
过程互相交织。文学质感的轻与重，在小说的叙

事中实现了微妙的平衡。新书发布会上，李峥嵘
对曹文芳和曹文芳的女儿彭冬儿进行了访谈。
家庭是儿童成长教育的第一课堂，曹文芳老师介
绍了她如何在父亲和哥哥的影响下走上了文学
创作的道路，又如何启迪和激发孩子的创造力，
托举孩子的梦想。

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与重庆出版
集团联合推出了张国龙的儿童小说《麻柳溪边芭
茅花》，高洪波、邬书林、阎晓宏、高明光、乔还田、
王泉根、孙建江、徐德霞、李东华、黄国荣等40余
位专家学者出席了研讨会。该书是作者“铁桥李
花”系列作品的第3本，讲述了生活在川北小山村
里16岁的米铁桥和妹妹米李花兄妹俩不同寻常
的成长故事，虽然未知的生活还有诸多艰难在等
着他们，但兄妹俩犹如麻柳溪两岸的芭茅花一般，
挺直了腰板，怀着对未来的希冀顽强地成长着。
与会专家认为，该书是扎根中国大地，紧贴少年儿
童现实生活和精神世界的现实主义儿童文学作品，
在“讲好中国孩子的故事，为中国孩子讲好故事”方
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对塑造少年儿童精神世界、帮
助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具有重要而积极的意义。

大连出版社主办的“大白鲸·保卫想象力”原
创幻想儿童文学作品征集活动自2013年以来，
已连续开展6季。该活动“只问作品品质，不问
作者出身”，全程匿名评审，真正做到公平、公正、
公开。通过6年的努力，推出一系列优秀原创幻
想儿童文学佳作，也发掘出一批新锐儿童文学作
家。在“明日之星5人秀”活动中，儿童文学作家
杨华、龙向梅、王林柏、王君心、马传思展开对话，
与现场读者分享了各自的儿童文学创作之路。
几位作家表示，想象力是儿童文学创作的重要动
力，“大白鲸”系列活动的展开，为年轻作家提供
了很好的机会，并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为中国原
创儿童文学发展做出贡献。

刘虎动物小说系列新作《暴雪》以西部辽远
的阿尔金草原为背景，讲述了一群以放牧为生的
牧民的故事。为了抵御冬天的寒冷，克什肯拜和
科斯塔不得不进行转场。为了解决儿子的上学
问题，老实巴交的科斯塔竟铤而走险，想要偷偷
闯入“魔鬼谷”盗猎。然而，一场暴雪即将来临，
科斯塔也在不断受到良心的谴责。在新书发布
会上，专家就该书进行了精彩的点评。大家认
为，刘虎的职业是地质勘探，用脚丈量大地，和大
自然零距离，亲近泥土，他的作品带有粗粝、斑
驳、未被现代文明雕琢与打磨过的生活原生态。
在他笔下，人和动物都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在
同一个生态圈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此，他
的小说主题是深刻的，思想内涵是丰富的，会带
给我们很多思考。

重温文学经典，弘扬时代能量

“经典之窗，以小见大”，在作家出版社2020
年将推出温暖童年、助力成长的当代中国儿童文
学经典作品。报告文学作家李迪推出“给小朋友
讲”的“丛林豹讲故事”系列作品，包括《豹子哈
奇》《野蜂出没的山谷》《这里是恐怖的森林》《黑
林鼓声》《书包里的秘密》《獴！獴！獴！》等，以充
满惊险、富有悬念、爱憎分明的传奇小说，引领小
读者走进绿水青山，回归大自然，告诉孩子们人
类与其他动物之间关系的真相。此外，作家社将
逐本推出杨红樱的经典畅销书“淘气包马小跳”
系列作品，2020年初《淘气包马小跳1：贪玩老
爸》《淘气包马小跳2：轰隆隆老师》已首批上市，
至同年11月计划全面上市3-26册。曹文轩“皮
卡兄弟”系列图书讲述了皮达、皮卡兄弟所发生
的20多个取自生活的真实幽默故事，包括裸睡、
旅行、骑车、理发等生活趣事，展现了兄弟、父子、
师生之间的动人情怀，传递出“追随永恒”的文学
追求。作家社计划同期推出曹文轩的经典作品
集，包括《芦花鞋》《孤独之旅》《水薄荷》《鸭宝河》
《痴鸡》等入选教育部统编《语文》教材指定篇目
或拓展阅读篇目的经典代表作，对中小学读者们
有着审美熏陶和写作指导的双重价值。

2019年恰逢安徽少儿社建社35周年，在新
春发布会上，邬书林、高洪波、朱永新、张明舟等
儿童文学作家和评论家，共同回顾了安徽少儿社
2019年取得的成就，并见证2020年的宏伟发展
蓝图。据介绍，2020年，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坚
定做精品好书的目标，从文学作品、科普人文、动
漫绘本、常销品牌几个方面出发，努力为读者带
来有筋骨、有温度的好作品。尤其是在原创出版
方面，计划推出曹文轩《少年的凝视》、高洪波《大
咖拉布拉多和它的朋友们》、刘海栖《爸爸树》、李
东华的《环形城堡》、徐鲁的《远山灯火》、薛涛的
《两粒砂》等儿童文学力作。这些名家原创与新
人新作传递着正能量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
扬了爱国精神和时代精神。

新蕾出版社在成立40周年新春答谢会暨
2020年产品推介会上，回顾了以往在主题出版、
原创文学、外国文学、传统文化、低幼启蒙、科学
普及等板块汇集优秀的作家、集结国内外优秀童
书作品的成绩。今年新蕾社着力于中青年作家
的扶持，即将推出葛竞的“永远玩具店”系列、冯
与蓝的《满架蔷薇一院香》、梅思繁的“星球寻宝
记”系列、蒋军晶的《41℃的演讲》等原创儿童文
学力作。同时，新蕾社将持续强化“国际大奖小
说”“博物馆里的中国”“中国女孩”“文学大师班”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图书品牌，出版梅子涵、
金波、张之路、秦文君、刘海栖、王一梅、薛涛、殷健
灵、王林、左眩、许诺晨等众多优秀作家的作品。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携手中国登山
协会推出《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中国登山队
的故事》。发布会上，主创人员就该书的创作宗旨
和过程做了深入介绍，大家认为，在世界体育运动
中，登山运动最为艰苦，也最具挑战性。“不畏艰
险、顽强拼搏、团结协作、勇攀高峰”，这是几代登
山运动员用热血和生命凝结成的“登山精神”，更
是新时代中国体育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
纪念中国登山队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60周年，
为了更好地在青少年中传承登山精神，更是为了
通过真实、鲜活的历史回顾，对广大青少年进行
爱国主义教育，中少总社和中国登山协会强强联
手，共同打造了该书。通过对发生在登山队员们
身上的真实、感人的故事的收集与整理，引导广大
青少年了解历史，热爱国旗，热爱祖国，正是出版
人对青少年具体实施爱国主义教育的最好体现。

中少总社推出的朱奎新经典童话“约克先
生”系列作品，讲述了一只看似愚笨、贪吃、爱偷
懒，但却正直、善良、勇敢、执著的猪的伟大故事。
童话中约克先生与老马皮尼，母鹅索普太太和公
鹅索普先生，麻雀喳喳，公鸡咯咯咯和母鸡咯咯哒
等一众农庄伙伴生活在一起，不够机灵的它却勇
于担当、敢于挺身保护小伙伴和朋友，坚持与努力
总能让它最终获胜。活动现场，张抗抗、朱奎、沈
苑苑等专家围绕该作进行了讨论，大家认为，“约
克先生”全新系列作品不仅对当代孩子的身心发
展颇有助益，同时也将对孩子未来的发展道路产
生重要的影响。会上，主办方预告了“约克先生”
即将走出农庄、走进森林、走向城市、飞入太空的
一系列出版计划，希冀小读者们对“约克先生”的
热爱无限延续。

“阳刚阅读”是中国少儿军事文学作家八路
提出的概念。基于对儿童普遍缺乏阳刚品质的
担忧，八路用儿童视角还原时代背景，将阳刚品
质融进一个个少儿军事文学故事里，创作出教会
孩子“学会生存，成为强者”的《特种兵学校》《海
军陆战队》《少年特战队》等作品，累计发行1300
万册。故事主人公经历训练场的磨练、战场的洗
礼，不断走向强大的过程，就是涵养小读者积极
向上的阳刚品质的过程。八路认为，成长过程中
少了阳刚品质，就像食物中少了盐、骨骼中缺了
钙。一旦遭遇挫折，孩子往往就一败涂地、一蹶
不振。在大连出版社主办的分享会上，八路坦
言：“军旅生涯对我最大的影响是使我养成一些
好的习惯，形成一些好的品质，比如不找借口、尊
重规则、永不放弃、学会忍耐、崇尚荣誉，等等，我
把这些称之为‘军营法则’。”“阳刚少年，才是国
之未来。军事强国是建立在教育强国的基础之
上的。没有强大的教育，就没有强大的军事。”

传承传统文化，唤醒科学精神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的“生态文学”、《百年
百部中国儿童图画书经典书系》和《中国力量·讲
给孩子的科技传奇》三大项目引起关注。生态文
学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类别，具有跨学科、交叉
学科的属性，本质上是书写关于地球的命运，对

于唤醒人类的生态道德意识具有重要意义。《百
年百部中国儿童图画书经典书系》精选我国百年
间已出版的具有较高思想价值、文学价值、艺术
价值和文化价值的百余部经典儿童图画书作
品，系统展示了我国儿童图画书的文学成就和
艺术魅力。《中国力量·讲给孩子的科技传奇》是
向青少年读者全面展示中国重大科技创新成
就、弘扬创新精神和科学精神的报告文学丛书，
图书围绕一批影响中国，甚至影响世界的超级
工程，着重讲述了工程建设中科学工作者和建
设者们的创新智慧、科技突破和不为人知的艰
辛，通过阅读科学家、工程建设者们可歌可泣的
奉献故事，让青少年读者被成功背后建设者们
敢为人先的科学精神所感染，为中国取得的重
大科技进步而自豪。

中少总社推出作家郭妮的机甲英雄科幻小
说“阿多拉基”系列。小说讲述了在人工智能时
代，男孩沐恩从小失去双亲，和脾气古怪的爷爷
生活在废铁镇的故事。沐恩聪明、热情、勇敢、善
良，拥有一个保姆机器人小牛四号，还有几个好
朋友，组成了“小小军团”，梦想参加银翼联盟大
赛成为冠军，寻找离开已久的妈妈。这是一部贴
近当代孩子的文学作品，文辞华丽优美、想象力
丰富，在跌宕起伏、引人入胜的故事中，提高孩子
的阅读能力和想象力。作家用温暖细腻的笔触
和天马星空的想象，拉开了人工智能的一角，让
孩子们对未来科技产生强烈的兴趣，做好应对未
来世界的准备。

传统文化的教育对于引导少年儿童自主探
寻中华文明的奥秘、领悟生命的价值有着不容忽
视的重要意义。中国博物馆协会社会教育专业
委员会郑重推荐新蕾出版社的“写给孩子的传统
文化·博悟之旅”系列及教师指导用书，该系列丛
书以新颖多样的传统文化互动，带给孩子全方位
的素质拓展。同时，新蕾社非常重视低幼、科普
方面书籍及精品绘本的出版，尤其值得关注的是

“给宝宝的视觉激发书”“揭秘动物翻翻书”“神奇
动画涂色书”“中国民族神话故事典藏绘本”“亲
爱的古代朋友”等系列绘本，以科学、趣味、经典
等特色在低幼领域为读者带来完美的体验。而
科技部推荐的优秀科普读物“果壳阅读·生活习
惯简史”及“科学帮帮忙”“发现更多”交互式体验
少儿科普丛书等，将与众不同的科学领域、轻松
有趣的科学知识用最简单的话语、最生动的图像
呈现给孩子们，让小读者换个角度看世界，发现
平常生活中的波澜壮阔。

江晓原主编的彩图青少版《中国科技通史》
经过两年精心策划、撰写、编辑，近日由接力出版
社推出。此书在多年学术研究的基础上做了大
胆的探索和创新，力图在有限的篇幅中，以适合
青少年阅读的形式和风格，将中国五千年科技成
就勾勒出整体面貌，既要保持知识体系的相对完
整和正确，又要唤起青少年对中国科技史的兴
趣。江晓原认为，随着中国近年在经济和科技上
的全面崛起，中国“全面落后于西方”的现实已经
完全改变了，中国不仅在经济上快速发展，在科
技上也已经开始迅速赶超西方。在这样的现实
面前，我们应该重新回顾中国科学技术史，重新
审视中国传统科技成就，将和当下的文化自信、
道路自信发生密切的、有机的、深具内在性的联
系。《天体运行论（少儿彩绘版）》是接力出版社打
造的“少儿万有经典文库”系列的新书，2020年
即将推出最新一种《天体运行论（少儿彩绘版）》，
由李亮创作，用通俗简明的语言和风趣的小故
事，向小读者介绍了哥白尼创作《天体运行论》的
始末和理论精髓，有趣地解读了太阳、行星、月亮
的天体运动规律，“黄道”“星座”“日食和月食”

“水逆”等天文常识，让这本充满数学公式的专业
著作变得更立体、更全面、更有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