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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19年中国儿童文学年中国儿童文学：：

““混沌混沌””中的生机与丰盈中的生机与丰盈
□□陈恩黎陈恩黎

在日复一日、无声流逝的光阴中，2020年已

如潮水般向我们涌来。站在新年的入口，回眸、

挥手，似乎是现代人必不可少的一项仪式。

2019年的中国儿童文学从历史中走来，走向新

世纪的第二个10年，念至此意，遂以“混沌”一词

为线，试着串联起过往一年中国儿童文学漫天飞

舞的花瓣，绘制出一幅悦人眼目的文学图景。

2020年初，2019年度的美国凯迪克绘本大

奖（Randolph Caldecott Medal）如期颁出，摘

得金奖桂冠的作品为苏菲·布莱科尔的《你好灯

塔》。4月，中信出版社即推出中文版。十余年

前，我为了寻找得奖绘本而在上海福州路外文书

店里“上穷碧落下黄泉”的情景还历历在目，欣喜

甚至雀跃于中国童书出版业如此快速地走向全

球化与专业化。

对今天的文学来说，没有权威奖项的存在是

难以想象的。在无数的出版物中，获奖的作品犹

如大大小小的灯塔，屹立于永恒流逝的时间之海

中。属于2019年的中国儿童文学的灯塔依次放

射光芒：《外婆家的马》（谢华 文 黄丽 图）、《一

只特立独行的猪》（王小波 原著 张宁 改编/

图）、《车票去哪里了？》（刘旭恭 文/图）、《同一个

月亮》（几米 文/图）和《一起去动物园》（林伯廷

文/图），这5部作品获得了第6届“丰子恺儿童图

画书奖”。

《耗子大爷起晚了》（叶广芩）、《有鸽子的夏

天》（刘海栖）、《焰火》（李东华）、《追寻》（徐鲁）、

《野蜂飞舞》（黄蓓佳）、《一颗子弹的飞行》（白冰

文 刘振君 图）、《别让太阳掉下来》（郭振媛

文 朱成梁 图）、《伟大的战役》（安德烈·安蒂诺

里 文/图）、《头部与尾部：昆虫》（约翰·坎蒂 文/

图）、《安海度亚娜》（罗杰·米罗 文 玛利亚娜·

马萨拉尼 图）、《鞋尖朝外》（龙向梅）、《百万个明

天》（秦萤亮）、《大山里来的孩子》（翌平）和《只是

一篇作文》（王文华），这14部（篇）作品摘取了

2019年度的“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在第27

届布拉迪斯拉发国际插画双年展中，《别让太阳

掉下来》（郭振媛 文/朱成梁 图）获得了金苹果

奖……

这是一份充满荣耀也充满启示的名单。名

单中的很多作品并非初版于 2019 年，但因为

获奖，它们得以挣脱时间的封印，重回阅读者

的视野中心，成为 2019 年中国儿童文学的一

份子。它们中的佼佼者，还将从 2019年走向

遥远的未来。奖项的设置，就这样悄然撼动了

时间的布局，让过去、现在与未来的界限变得模

糊与“混沌”，让优秀的文学得以在“混沌”中变

得不朽。

2019 年的这份名单还彰显了一种气度。

它打破政治、文化乃至文类的疆界，欣然拥抱了

全球化和商业化，以更为饱满的精神面貌大踏

步地走向融媒时代。于是，在儿童文学的疆域

和版图的开放与“混沌”中，我们得以看到中国

儿童文学创作与研究的可能性，出版与传播的

可能性，以及阅读与批评的可能性，得以看到儿

童文学内部蕴藏的磅礴生命张力与宏阔的阐释

空间。

倘若将目光聚焦在2019年儿童文学创作的

具体成绩方面，我们不妨先从刘海栖的《有鸽子

的夏天》谈起。小说讲述的是50多年前一个北

方小城里的童年故事。在这部小说中，作者个人

所显示的文字功力自不待言。当这份功力与通

透练达的人情世故融会贯通后，则开创出儿童小

说的一番新天地来。如果硬要给这番新天地一

个命名，“世俗性”也许是个不错的称谓。

阿城在《闲话闲说》中这样写道：“世俗里的

‘世’实在是大；世俗之大里的‘俗’，又是花样百

出。”中国人的生活和文学，就是在一个独特的世

俗体系中一路走来，开枝散叶。《红楼梦》《老残游

记》《倾城之恋》《围城》《洗澡》《受戒》……无论文

学史家如何给这些作品分门别类，它们在作为读

者的我眼里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好看。这好

看，与作家深藏不露地写出了各色世俗之相是分

不开的。文学中的世俗其实很难写，它要求作者

既能对现实的世俗设身处地、感同身受，又能对

现实的世俗冷静旁观、超然超越，儿童文学的世

俗可能更难写，因为儿童文学宿命般地还要和教

育如影随形。好看的儿童文学不把童年安置在

粉红色的泡沫中，也不把童年浸在苦大仇深的酱

缸里，好看的儿童文学应该坦然接纳童年的弱

小、粗粝与不美好，诚恳地把童年还给世俗世界，

看着它自在自为地生长。

《有鸽子的夏天》描绘了镌刻在贫困与饥馑

底色上的童年景象。用文字铸造个体或集体记

忆的石碑，是文学的基本功能之一，而铸造的方

式则关乎文学的多样性和写作的个人性。没有

人会喜欢贫困与饥馑，但它们恰恰又是几代中国

人的真实生活经历，亦或是一代人的童年记忆。

在《有鸽子的夏天》中，世俗的“混沌”就是包裹贫

困与饥馑的诗韵。因此，小说得以挣脱“礼下庶

人”和“礼下儿童”的束缚，读者得以在贫困与饥

馑之中仍看到坚韧的生机，仍看到孩子们奔跑、

游戏的身影。

文学的世俗还深藏了诗性的正义。这也是

一种“混沌”，在现实的无情与理想的温情之间游

荡。就《有鸽子的夏天》而言，这诗性的正义始终

若隐若现于柴米油盐、鸡飞狗跳的世俗景象之

中：那堆又被孩子们“嘿哟嘿哟”搬到二老扁家的

煤饼子，那两只终于被还回来的鸽子，还有那一

小块郭一刀送给“我”的猪肝。与此同时，小说还

发掘了一个成人与儿童“共生演化”的空间，这是

经验的理性与天真的感性之间的冲突与互补。

就《有鸽子的夏天》而言，“共生演化”的空间成就

了一股草莽元气。

这是一个文字与图像“共生演化”的“混沌”

时代。其实，在儿童文学的前世今生中，图像始

终相伴左右。1658年，捷克教育家和哲学家夸

美纽斯出版了《图画中见到的世界》；1864年，专

门为《笨拙》杂志供稿的政治漫画家坦尼尔开始

与卡罗尔合作，为《爱丽丝漫游奇境》绘制插图；

1902年，毕翠克丝·波特的《彼得兔》正式出版。

这些都是在儿童文学史和童书出版史上耳熟能

详的里程碑事件。

图像与文字之间存在着既相互依存又相互

对抗的缠绕关系。当下我们把图画书创作与推

广的目标受众基本定位于幼儿园以及小学低段

的儿童，这是不是儿童文学的一种“自我设限”？

事实上，洞悉图像的形塑功能和隐喻方式将是

“读图时代”儿童文学研究一门亟待补上的功

课。第6届“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获奖作品《外

婆家的马》和《一只特立独行的猪》的创作过程以

及最后的脱颖而出就是对“共生演化”规律的生

动演绎。

《外婆家的马》的文字故事来源于作家谢华

若干年前创作的一个作品，其写作灵感源于她和

小外孙的真实日常生活。谢华以精简、朴素的文

字描绘了幼儿的白日梦想象和成人养育者与幼

儿之间的有趣互动，这为日后的图画表现提供了

广阔的创意空间。而画家黄丽则精准把握了故

事的结构，以茂陵的汉马造型为原型，描绘出一

匹匹灌注幼儿精气神的“梦之马”。最终，图画书

《外婆家的马》创造出了一个立体、动态的“隔代

教养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图像与文字、成人

与儿童的“共生演化”有机融合在了一起。

图画书《一只特立独行的猪》则又是另一种

“共生演化”，原文本是王小波的同名杂文，其文

其意可能均非为儿童所能理解。但张宁对原著

进行了视角转换、抽离复杂时代背景、增添小猪

成长细节和儿童见证者等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

编，从而实现了成人文学的儿童化。这种儿童化

绝非幼稚化，因为原著中自由、自强和独立的精

神内核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为了表现原著内

蕴的精神力量，张宁采用“剪布法”并借鉴古朴的

汉画风格来铺展故事。布艺拼贴画面所呈现的

强烈肌理质感与质朴、温暖的气息和原著所要传

递的精神有着高度的匹配性。最终，这本图画书

延展出文字的触须所无法抵达的另一层表意空

间，完成了一种智性精神的代际传递与演化。

理解了上述的一系列“混沌”，便能理解当下

中国原创图画书所面临的挑战。文字作者尤其

是成名已久的作家们要如何克服曾经的写作惯

性、克服不自觉的文字的傲慢？画家们在追求民

族化的视觉效果时要如何避免陷入装饰性和风

格化形式的诱惑，从而让图画有效、有机地讲述

故事？跨国界合作时，持有不同语言和文化结构

的文字作者与图画作者要如何揉碎各自的“特殊

性”而成就“普遍性”等。

火神山（组诗6首）

□黄 海（1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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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神山

火，燃烧一切邪恶

火神山医院

在争分夺秒的建设里

正请火神

降下天罚

摧毁病魔

让一切的痛苦

化作释然的刹那

火，不是医院中的

天灾人祸

而是病魔的心魔

在这火神山医院里

人人都有新生的期望

家家都有团聚的梦

火，是人类的守护神

与病毒的战场交织错落

燃烧着炽热的火

全国各地有相隔千里的诺言

海陆空肩起子弟兵的担当

派出的医学使者

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去消除病魔

火神山

在亿万心灵中

共燃一团温暖的火

雷神山

雷电，缓缓落下

要去追逐病毒

这万物的劫难

雷神，是因为病毒的触动

才会用正义的力量

去安抚受伤的人心

黑暗，不再弥漫

雷神的无穷力量

和四散的病毒战斗

金木水火土的相生相克

也是肝肺脾胃肾的共存

漫天的腥风血雨

已经被雷电惩戒

全国的驰援和捐赠

是源源不断送来温暖的脐带

人心不再瑟瑟发抖

紧闭的门窗

病毒隔绝在外

一次次的想在人家复苏

却没有料到

雷神山医院助力万家灯火

把静好的岁月

洞向明媚的春天

医院方舟

十天，是变一个魔术的时间

因为有病毒的压迫

方式才需要改变

用闪电的快捷

在工地轰鸣声的笼罩下

医院的十字成型

雷神的威严齐天

火神的火焰燃烧病魔

为了防止痛苦快速蔓延

黑发和野草一夜消失

带着拔地而起的惊叹

让荒地变成医院

这是上天的魔术

也是人类的不可能

从全国来的奋斗者

用生命对接信念

用黄土

变成金

随之出现的医院

依旧是拥抱

用秒表拼搏的未来

上海的驰援

天，已经黑了

用深夜的寂静

为医学奋斗者送行

星星在深夜的守护

为列车送去光明

金银潭医院的等待

不会让病人失望

医学者的帽子

是内心有生命的虔诚

才能戴上的荣誉

小年夜的告别

亲人只能千里婵娟

明月照耀着上海

指向远方的武汉

列车顺风，呼啸而过

冲向病毒的发源地

在医者仁心之下

排除一切不可能

驰援，第一时间到达长江汉水

深夜急别

匆忙的送行

把小年的漫长情义

压缩成短暂的告别时间

在使命的召唤声中

褪去屋里的温暖

看见黑夜的寒冷

大雪夹杂夜的寂静

给为了在死神的手里

抢夺生命的人

送行

天空上的星光点点

是亲人无尽的思念

小年夜的分别

只能看见别人的团圆

在升腾的热气中

想象自己的阖家欢乐

孤独是短暂的驰援

因为病毒医学

需要钟南山眼泪里的刀锋

为了别人的团圆

用自己的生命

极限完成奋斗和拼搏

房子里的春天

病毒仍在

用无色的颜色

想要去感染天空

天空也戴上了白云口罩

传播健康的法则

房间之中的活动

是每天半小时

对康乐的呼唤

三十分钟的热血

门窗拦住了病毒

依旧可以看见外边的风景

层出不穷的娱乐

带着与病毒抗争的决心

传播健康的信念

风，和天地一同寻找

看见翻飞的梦想

用体质抗争病毒的侵扰

房间中的娱乐

是心底的光明

面对昏暗病毒的敲门

我们理所当然

要紧紧握住自救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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