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6

《中国人的历史：

战国的星空》

申赋渔 著

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

2020年1月出版

责任编辑：行超 教鹤然 2020年2月14日 星期五少儿文艺

《讲给孩子的故宫·

寻找宝藏》

祝勇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天天出版社

2020年1月出版

本书是故宫
（紫 禁 城）建 成
600 周年之际讲
给青少年的精品
读物，书中收录
故宫及海内外博
物馆近百幅高清
详图，有10个与
国家宝藏相关的
主题，30 个青少
年感兴趣的文博
话题，以“知识小
贴士”扩充背景
知识，以主题+问
题的形式为青少
年讲述国家宝藏
的“前世今生”。

《牧歌》

董宏猷 著

青岛出版社

2020年1月出版

作品讲述了
新中国成立之初
武汉儿童合唱团
的故事，巧妙地
以歌曲作为重返
历 史 时 代 的 介
质，小说中的故
事情节与各种美
好的歌声相互交
织，形成叙事和
抒情上的变奏与
共鸣。作品牵出
了一段民间史和
民俗史，通过儿
童成长、生活变
化，展示了国家
70年间的社会变
迁、政治变迁和
文化变迁历史。

■新书快递

阳光书房

廖
小
琴
《
男
孩
猫
和
猫
男
孩
》
：

以
虚
拟
的
互
换
传
达

真
挚
的
心
灵
关
怀

□
崔
昕
平

本书是“中国人的
历史”系列第三部，
力图探寻中华传
统文化流脉，发现
中国历史与文化
密码，培养孩子自
己的历史观，增强
文化软实力。作品
以人为线索对战
国历史进行梳理、
甄别和重述，通过
一位位伟大的历
史人物、一个个重
要的文化事件，带
领孩子们更清晰
地把握中华文化
的传承和民族精
神的神髓。

代际担当和理论自觉
——读朱自强主编的《新世纪儿童文学新论》丛书 □徐 妍

新世纪以来，中国儿童文学研究界一边

致力于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建设，一边投身于

中国儿童文学批评现场。特别是在新世纪的

第二个十年，随着中国儿童文学国际影响力

的日益提升，原创儿童文学的类型日益多

样，原创儿童文学与复制性童书也日益分

化，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界越发感知到儿童文

学理论建设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仅以儿童文

学理论丛书来说，在儿童文学研究界和出版

界的共同努力下，不同代际的儿童文学研究

者以富有个人特质的学术研究成果，合力为

中国儿童文学的理论发展而集体发声。接力

出版社在2013年出版了《新视野中国儿童文

学理论研究》丛书，浙江少儿出版社在2019

年推出了《思潮·前沿：中国当代儿童文化

研究》系列丛书。在这样的背景下，2020年

伊始，少年儿童出版社继1997年出版具有当

代儿童文学经典性理论价值的“跨世纪儿童

文学论丛”后，时隔20余年又推出了由朱自

强教授主编的 《新世纪儿童文学新论》 丛

书，根本性的机缘在于，不同代际的中国儿

童文学理论研究者的“代际担当”意识和

“理论自觉”意识，以此回应新世纪中国儿童

文学的种种新变。

何谓代际担当意识？代际一般指的是代

际关系或代际效应。其实，代际不仅意指不

同时代的群落在自然时间流转中的关系或效

应，更意指在历史时间演变中的关系承传和

改变，因为代际生成的背后是社会、历史、

文化等诸多因素演变的合力。在此意义上，

代际担当意识即是中国儿童文学研究者试图

以代际关系或代际效应来承担社会历史记忆

和文化记忆。本套丛书作者的代际结构既是

跨国别的“三代同堂”，更是“50 后”至

“85后”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研究者对其所置

身的社会历史记忆和文化记忆的回应和书写。

何谓理论自觉意识？“理论自觉”意味着

“对必然性的自觉及对自发性的否定”，自发

与自觉是标志人对自己社会活动的意义是否

理解以及理解程度的范畴，自发与自觉是相

对的。然而，对于中国儿童文学研究界而

言，实际情况要比理论本身复杂得多，中国

儿童文学研究界的自发与自觉同时也受制约

于社会历史记忆和文化记忆。事实上，中国

儿童文学理论研究者的一切有意识的活动都

是自觉的，只是在儿童文学理论研究的学术

活动中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某种历史必

然性所支配，不能完全独立地从事或预见自

己的学术研究活动。如果说在上世纪八九十

年代中国儿童文学研究者主要“依附”于中

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内部进行自发阶段的理

论研究，将儿童文学的基础理论建设作为工

作重点，那么在新世纪以来中国儿童文学研

究者则试图超越以往的学科“归属”而进入

自觉阶段的理论研究，将儿童文学的应用性

理论和跨学科理论作为工作重点。自发阶段

与自觉阶段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研究并不存

在高下之分，只是理论研究史不同阶段的工

作重点内容。

当然，无论是代际担当意识还是理论自

觉意识，在本套丛书中，都是以代际的流动

性的形式内化为不同代际学人的写作立场和

写作范式，由此共同担当了新世纪中国儿童

文学理论建设的使命。

朱自强和方卫平两位学人的儿童文学理

论研究都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主体性革

命”的思潮中成长和壮大的，“主体性意识”

始终贯穿于他们的儿童文学理论研究过程

中。90年代，主体性意识在两位学人的儿童

文学理论研究中，非但未有所退却，反而强

化为“相互主体性”意识。朱自强的著作

《中外儿童文学比较论稿》收录了上世纪80

年代末期迄今的中日儿童文学理论比较视域

下的重要文章，但无论是哪个时段的文章，

都是“有问题意识的有感而发”，呈现出由主

体性意识到“相互主体性”意识演进的思维

方式。在本书中，朱自强对中国儿童文学理

论中的基本概念“儿童观”“儿童文学观”等

进行深入的辨析和反思。无论是面对国内的

儿童文学论者的古已有之的观点，还是面对

西方儿童文学论者佩里·诺德曼的儿童观和

儿童文学观，本书都运用具体实例和具体分

析来进行质疑，呈现了反思的批判性写作立

场，探索了中日比较研究的方法与思想史、

文学史、学术史相融合的研究范式，以此坚

持他“三十几年来建构的‘儿童本位’的儿

童观和儿童文学观”。方卫平的《1978-2018

儿童文学发展史论》选用了文学史、思潮史

和出版史、期刊史等多种方法并用的写作范

式，同样带有知识分子的“主体性意识”向

“相互主体性”意识演进的思维方式。方卫平

在书中坚持知识分子型学人的独立立场，不

依靠假定的中国儿童文学史观和已有的中国

儿童文学史写作程式进行写作，而是从中国

儿童文学的优秀文本出发。他特别钟情于那

些带有先锋探索精神的中国儿童文学作家作

品，也不惜笔墨地赞誉那些带有先锋精神的

儿童文学刊物。也许，在这本著作中，方卫

平对中国儿童文学的先锋精神的眷恋和推

崇，源自上世纪80年代文化记忆的馈赠。

相较之下，李红叶的《安徒生童话诗学

研究》的写作立场似乎并不明确表明某种批

判性或先锋性的写作立场。她一直静静地守

护在安徒生童话身旁，忠实地做安徒生童话

的解读者、传播者、阐释者。但透过作者的

诗性语言和体贴入微的理解，可以发现李红

叶所选择的正是建设性与抵抗性同构的写作

立场，既试图还原被人们所误读的安徒生童

话，更试图还原被人们所轻慢的以“小”

搏“大”的童话观。李红叶为此选择了中

国诗性和西方诗学写作范式的融合，以安徒

生为个案，借助安徒生童话的诗学阐释，不

仅为中国儿童文学研究提供了一种诗学研究

方法，而且为新世纪中国人提供了一种生命

信念。

徐德荣和聂爱萍皆是英语系出身，具有

跨文化的视域。两部著作在写作立场和写作

范式的选择上皆立足本土、参照域外，关注

现实、着眼未来。徐德荣的著作跨越翻译理

论与文学创作实践的边界，对文本的感受力

与分析力都值得称道。聂爱萍的著作跨越幻

想小说理论与写作实践的边界，文本细读和

理论阐释都颇见功底。两位“85后”青年新

锐学人的著作在写作立场和写作范式上既各

有不同、又各有优长。黄桂珍的著作不是单

纯的作家论，而是以张天翼的儿童文学创作

为个案，以对张天翼研究进行重评的历史

反思的写作立场，选取打通作家、作品、

读者与世界边界的文学史整体性研究的写

作范式，重新反思中国儿童文学史的现代性

历史进程。程诺的著作选取后现代主义文化

背景下的开放性写作立场，援引后现代主义

理论方法对图画书进行研究，探索了图画书

研究、童年史研究、后现代文化研究的多种

写作范式，为中国图画书理论研究提供了新

的可能。不过，后现代理论对中国原创图画

书的有限性和有效性值得进一步思考。如

何将中国原创图画书的创作实践理论化，

是值得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研究界深思的理

论问题。日本学者中西文纪子的著作问题意

识具体而微，有明确的现实针对性，为中国

图画书的译者提供了值得借鉴的参照、经验

和启示。

综上所述，该儿童文学理论丛书通过对

中国儿童文学理论传统的挖掘和再阐释，以

及对西方儿童文学理论的对话和灵活运用，

以跨学科的视野，将其中有价值和有现实针

对性的理论资源植入新世纪儿童文学实践

中，由此使得不同代际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

研究者自觉担当理论建设这一重大使命，为

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创作提供了有益、有效

的理论支撑和思想滋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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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首次采用手
绘文本的表现形
式，生动、形象地
向孩子们科普了
什么是新型冠状
病毒、新型冠状
病毒传播途径、
常见症状以及病
毒 的 防 控 知 识
等。绘本包括病
毒的描述、症状
表现、如何进行
隔离预防等方面
的权威解读，图
文并茂地向儿童
读者普及新型冠
状病毒疫情防控
知识。

在蓬勃的中国当代儿童文学新生创作力量

中，廖小琴是一位颇为醒目的作家。她的作品无

论是现实题材还是幻想题材，都具有极高的辨识

度。这种辨识度的达成，从“内里”来讲，源自廖小

琴始终呈现出一种“有我”“有为”的创作追求。

“有我”是指透过廖小琴的作品，可以感受到作品

内里那个恒定的自我，那个自我是生动的、善意

的、明亮的，是一个对人、对事、对世界、对自然满

怀爱意的自我。“有为”则是指廖小琴从来不是为

写作而写作、为虚构而虚构，即便是幻想题材的

儿童文学创作，她也始终力图通过写作介入生

活、表达理想。《男孩猫和猫男孩》便是廖小琴新

近幻想类题材创作的又一部优秀之作。

《男孩猫和猫男孩》是一个具有灵异气息的

幻想故事：一只被叫做“老国王”的老猫，被托梦

托付去帮助一个叫“芝麻”的男孩，于是身体与灵

魂“互换”，演绎出一系列故事。这部作品着力塑

造的孩子，不是一个明朗、淘气、快乐的孩子，而

是一个可怜可叹、有着无尽烦恼的孩子。“芝麻”

不是我们成人惯常认为的贴着“无忧无虑”标签

的孩子，而是一个被以斯文的方式欺凌，被“从众

心理”孤立的孩子。芝麻的瘦弱、胆小和孱弱可

欺，使得他成为同学群中屡遭调侃与恶搞的对

象。借助开篇“星期六商店”发生的非正常交易的

描述，作家精准刻画出了芝麻的内心：已经吃过大

亏受过骗的芝麻，明明不该再次犯同样的错误，但

是他却再次受骗，买了那枚所谓的能祈愿奇迹的

“幸运章”。这似乎并不合理，但却在之后的校园

境遇的描述中，得到了合理的解释，这便是廖小

琴作品的精致所在。她的情节编织遍布细节、串

连交错，便构成了作品内里细腻绵密的情感线。

廖小琴构思故事的能力，常常能带给人惊奇

感。她的构思不落窠臼，尤其擅长在亦真亦幻的

临界线上穿针引线，编织令人耳目一新的故事。

《男孩猫和猫男孩》中，那枚寄托芝麻最后希望的

救命稻草——幸运章，终于发挥了作用。借助奇

幻的力量，“老国王”与“芝麻”实现了灵魂互换。

这是一对充满矛盾的伙伴：老国王因年迈乏力而

期待青春与精力，芝麻因年幼弱小而期待远离令

他窘迫无助的环境；老国王内心满是不服输的斗

志与霸气，芝麻孱弱到谁都可以欺负、调侃。更重

要的是，老国王是一只猫，芝麻是一个男孩。他们

的互换必然会产生一系列奇妙而有趣的场景。

《男孩猫和猫男孩》的故事，初看似乎仅仅是一个

充满惊奇感的“互换”故事，但细读之下才发现，

这个“互换”的设计，绝不仅仅只意在故事的奇幻

与好玩，而是始终敏锐地指向了儿童的心灵关

怀。这种互换初看似乎各得其所，然而随着事件

的接踵而至，芝麻获得了以另一种态度面对朋

友、面对问题、面对生活的机会，也充分确认了自

己身上的另外一些“可能”，比如勇敢、坚决和坦

诚。虽然在作品的末尾处，老国王终是走到了生

命的终点，男孩与猫重新恢复了各自的身份，但

这些“可能”的确认，却帮助男孩芝麻走出了迷茫

的低谷，开启了人生之路与自我确认的崭新阶

段。

廖小琴的作品常常是深入心灵的。心理咨询

师的身份，又使她常能敏锐而近距离地接触心灵

的问题。她能感受到孩子心灵的伤痛，并努力以

自己的文字化解疼痛、弥合伤口，以文学的力量

亲近孩子的内心，以爱的温度鼓舞孩子前行。男

孩芝麻在变成猫男孩时，曾被一只花猫鄙视道

“你真令我失望”。这句话不仅仅是花猫脱口而

出，也屡屡在作品中响起：妈妈梅子说过，雪老师

说过，同学金子也说过。一个令所有人失望的男

孩，也对自己失望透顶。除了逃避，这个男孩似乎

已经没有了未来，丧失了寻求未来之路的勇气与

信心。这样的心理，对于一个孩子而言是致命的。

廖小琴关切的正是现实中千千万万个类似“芝

麻”的孩子，廖小琴的幻想，从来不仅仅是故事的

作料，而是将故事推向极致的媒介，将心灵问题

放大呈现，藉此寻求对孩子的心灵帮助，达成文

学的有所作为。这部作品的意蕴追求，与廖小琴

的《大熊的女儿》相似，既以幻想的手法让成人心

灵世界的压力、隔膜显形，又以美好的童心主义

来消融成人心中的冰冷，点燃温暖的火苗。从《大

熊的女儿》到《男孩猫和猫男孩》，作品中一以贯

之的是真挚的童心关怀。作品虽然回避了概念化

的阐释，追求生活化的表达，却又常常能够借助

传神的形象，剥离现象，抵达本质。

如前所述，廖小琴的幻想故事之所以具有令

人温暖的情感温度，在于作家所秉持的“有我”

“有为”的创作观，指向现实和真切的心灵感受，

积极寻求问题的化解与人生的介入。无论她所塑

造的人物遭遇了怎样的困境，形象的内里都始终

是蓬勃的希望与生活的滋味。廖小琴对语言敏感

度极高，文笔有种利落大方的美，句式简单、用词

朴素，但是在传情达意上毫不逊色，这对于一位

青年作家而言，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阅读札记

2020 年初，朱自强主编的《新世纪儿童文学新论》丛
书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丛书包括朱自强的《中外儿童
文学比较论稿》、方卫平的《1978-2018 儿童文学发展史
论》、李红叶的《安徒生童话诗学研究》、徐德荣的《儿童文
学翻译的文体学研究》、聂爱萍的《儿童幻想小说叙事研
究》、黄桂珍的《张天翼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程诺的《后
现代儿童图画书研究》、中西文纪子的《图画书中文翻译
问题研究》共 8 册。丛书的问世源自出版方、主编人、作
者们共同的情感记忆和各自的学术机缘，对新世纪以来
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复杂新变做出了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