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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堪称一个多因聚变的文学时代。在这样的文学时
代中，儿童文学文体的自我建构，儿童文学自身的价值功能呈
现出纵深与多元的发展趋势。面对后疫情时代、自媒体暴增等
触发的传媒格局之变，儿童文学也做出了积极调整，呈现出较
之往年更显丰富、更为多元、更有棱角的文学面貌，也为新时代
儿童文学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与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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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日益增长的儿童文学创作量明显激发了更多儿童
文学作家关注创作品质的提升，关注儿童文学独特的艺术属性
与美学追求。2020年，有多位作家在不同领域呈现了富有意义
的“话题”之作。

胡永红的《上学谣》是一部颇有创意的儿童小说。一个取材
于壮乡真实事件的留守儿童成长故事，多半会是一出端庄的、
悲情而励志的现实主义正剧，但在作家笔下，却化身为一个万
物有灵、众声合唱的故事。作品中的叙事人“我”是多变的，是抽
象的“故事”，是动物界的“黑狗”“水牛”，是植物界的“芭蕉”“南
竹”，是神界的“雷公”“雨神”，是器物“斗笠”“木屐”，是非物质
文化载体“童谣”“标话”。作品的最终呈现是饱满生动的，情境
化的叙事语言促成了这部作品27个叙事主体鲜明而互不打
扰。虽然作品或有这样那样的可商榷处，但它首先激发了阅读
者调动各种文学标尺的热情。胡永红的另一部新作《瑞喜爱小
白》，同样也有新意。

陈诗哥与汤汤的创作呈现出对童话文体的深层追寻。陈诗
哥为自己的新作起了个“史上最长”的书名《一个迷路时才遇见
的国家和一群清醒时做梦的梦想家》，书中充满对异域世界的
想象，题旨本身即具有辩证的诗意。这是一位始终在童话领域
做哲学思索与创作实验的青年作家，自《童话之书》始，陈诗哥
便努力以作品阐释他的观点：“童话是一种古老的本源性精
神”。他的创作基点如一，但方式却多维，常有峰回路转，也屡见
柳暗花明。汤汤同样是一位有着极强的文体意识的作家。她屡
屡追问什么是好的童话，童话可以写什么，以及童话可以怎么
写。汤汤也对当下中国原创童话的困境与问题有自己的思索，
比如简单重复的创意、任性的童话逻辑等。汤汤本年的《绿珍
珠》被誉为“汤汤童话写作的一次重新出发”，《汤汤幻野故事
簿》被赞为“极大地发挥了童话的象征隐喻功能，使童话走向
哲学”。

张炜的《我的原野盛宴》更是本年度的一部话题之作，这部
作品在是否属于儿童文学的问题上并未达成一致。作家以孩童
视角追忆童真生活，描绘了360多种动植物，堪称一部山东半
岛动植物志，因而被视为一部非虚构作品。但因为作品所呈现
的人类童年时期的“我”与自然的原生态、充满灵性的交流状
态，神秘、天然、率真又充满童趣，也有学者将其定义为童话。这
种文体分割的困难，其实诚如张炜所说，不过是走入了自由的
状态，不受形式的拘束。曹文轩的《寻找一只鸟》同样不是一部
简单的儿童文学作品，“鸟”在作品中承担象征意义，围绕鸟展
开的故事已不仅是一部关于孩子的成长故事，也是一部关于每
个人的成长故事。石一枫的《白熊回家》以拟人化手法切入，一
眼望去便可定义为童话，但作品讲述主人公熊小黑因人类而背
井离乡，面对熊族的熊独眼在南极建立的极权国家，最终选择
了瓦解熊独眼的统治，重寻爱与和平。此种人类权欲之思，虽取
了童话的姿态，更多的读者可能反是成人。《梁晓声童话》也是
一个显见的例子，作品虽使用了“童话”之名，但此“童话”并非
当代儿童文学语境中的“童话”所指向的幻想体故事，而是更接
近于上世纪初“童话”一词在我国产生时，以“推本其心理之所
宜”的“童子之话”。作家并未在幻想与童趣上着力，也没有因

“儿童文学”的界定而刻意区分儿童世界与成人世界，而是更多
地专注于在世事丰富的人世间发现值得关注的儿童成长话题。

当代儿童文学场域中，屡有闪现创作新意的“新锐”作家，
这些“新锐”作家，有些是青春棱角逼人的年轻人，而有些则是
兜兜转转选择儿童文学表达的成熟作家，他们的创作参与令中
国儿童文学原创呈现出了更多的样貌与可能。可以说，作家是
在寻找一种更适合表达的、更自由的写作方式，而这种写作方
式，恰恰与儿童文学的美学基质有着某种共通性。也因此，这些
作品的读者，往往突破了儿童，而成为一种具有普遍阅读意义
的“共享”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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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儿童诗的多维推动
诗歌是最贴近儿童心灵、最早为儿童接受的文学样式，其

意义为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这种关注，既来自诗歌创作界、研
究界，也来自教育界与阅读推广界。2020年，《文艺报》“少儿文
艺”专刊开设“新时代儿童文学观念及变革之童诗现状与发展”
论坛（方卫平主持），为儿童诗创作现状问诊把脉，促进儿童诗
的美学思考。首届“童诗中国”论坛在浙江兰溪举行，中国诗歌
学会国家社科基金学术团体项目《百年中国儿童诗的演进与发
展研究》正式启动。中国诗歌网在全国范围开展原创童诗和现
代儿歌征集活动，旨在推动诗歌教育，拓展儿童诗创作队伍。由
《诗刊》社、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主办的“当下童诗、儿歌创作
与传播研讨会”，聚焦当下童诗创作现状、传播和教育机制，引
起儿童文学与诗歌界的广泛关注。

2020年童诗的创作样貌也呈现出新的拓展。青年诗人的
多种尝试在《儿童文学》《少年诗刊》《十月少年文学》《少年文
艺》等刊物上呈现，多位资深诗人也有诗集面世。高洪波的《一
根狗毛一首诗》是童话叙事诗，诗人为他的拉布拉多“大咖”写
了一本诗集，以巧妙的“大咖”视角记述大咖的成长，大咖与家
人的亲密互动，诙谐幽默，童心洋溢。文字背后蕴含的诗情，纯
粹、真挚、温暖，触发美妙的阅读感受，诚如金波所说，这是一场

“与另一个生命的相遇”。赵丽宏也在本年创作了首部儿童诗集
《天空》，呈现了一种“到处开着洞”、以利于各种声音吹进来、各
种色彩照射进来的创作意图与魅力。几位致力于幼儿诗和儿歌
创作的诗人也有诗集出版，如蒲华清的《生活中有一颗糖》，常
福生的《给孩子的礼花》，刘丙钧的《写给女儿的诗》，赖松廷的
《陪伴孩子成长的中国好儿歌300首》等，一度被弱化的儿童诗
似乎有重出江湖之势。

（二）少儿科幻的独立标举
如果说几年前的科幻还可以称为小众，近几年的科幻显然

日渐趋暖，更使人欣慰的是科幻领域对少儿科幻门类的高度重
视与有意识的标举。2020年，首届少儿科幻星云奖组委会成
立，并通过了《首届少儿科幻星云奖章程》。首届少儿科幻星云
奖与第十一届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衔接，将少儿科幻类统一纳
入首届少儿科幻星云奖评选活动中，由刘慈欣担任组委会主
席，评选出“2019年度中长篇小说奖”“2019年度短篇小说奖”

“2019年度科幻评论奖”“2019年度科普型科幻小说奖”“2019
年度少年科幻小说奖”“2019年度幼儿科幻小说奖”等奖项。

如董仁威所说，2020年的少儿科幻创作与出版呈现出“小
高潮”，多部少儿科幻丛书出版。科学普及出版社的“科幻中国
系列”丛书，收录史永明、陆杨、赵华、谢鑫、小高鬼、伍剑和艾天
华的作品；北京少儿出版社的《中国当代少年科幻名人佳作丛
书》，集合刘慈欣、杨鹏、王晋康、超侠、陆杨、马传思、小高鬼、姜
永育等的作品；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小幻想家丛书》，收入
刘慈欣、叶永烈、郑文光、董仁威、杨鹏、超侠的作品。《科幻世
界》副主编拉兹还主编了《想象是灵魂的眼睛——适合中学生
的科幻获奖佳作》。

单本科幻新作中，江波的“无边量子号”系列续写了《无边
量子号·惊变》，饱满的科幻分量在青少年科幻作品中非常突
出。翌平的“新阳刚少年科幻小说”系列，探讨了当人类以越来
越复杂的形式——原始人、电子人、克隆人、机器人共处于宇宙
时，人类将做出怎样的选择。马传思的《蝼蚁之城》描绘人类与
蝼蚁惊心动魄的旷世战争，内里仍是作家富有诗意与悲悯的人
类未来之思。王林柏的《买星星的人》用两条叙事线延展出现实
生活和宇宙时空的交互与思索。此外，极地科学家位梦华的《位
梦华少儿科幻系列·暗物质探索者》，用科幻小说的形式，描述神
秘的暗物质世界和跨时空的人类未来思考；张军的《中华少年
行》系列延续了对历史题材与科幻题材的融通；夏商周的《霍金的
地球少年》，以长篇科幻童话的形式展开了对无穷未来的思考。

（三）儿童散文的集结聚力
2020年儿童散文领域最具在场性的事件当属河北少儿出

版社策划的“童年中国”书系以及该社与冰心奖办公室共同举
办的“童年中国书系”出版座谈会。“童年中国”书系是一项富有
文学意义的出版工程，一批儿童文学作家以散文的形式书写童
年，文学精神力图朝向五四新文学开启的现代散文文脉，其文
学表现着眼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与交织于其中的“童年”生态，
文学意义则是对散文文体的纯然样貌、对儿童散文创作的多重
可能的集中而富有意义的呈现与拓展，书系被徐德霞誉为“一
幅多彩而辽阔的童年中国地图”。截至2020年，书系已经出版20
种，新作仍将陆续分辑出版。座谈会以“云上”形式进行，28位儿
童文学作家、评论家齐聚网络，云上论道。话题深入到儿童散文
的多个层面，引发儿童文学作家群体长时间的关注与探讨。

单册出版的儿童散文集也较往年有所增加，其中如赵丽宏
的书信体散文《明亮的黑眼睛——赵丽宏致小读者》，王立春的
《小屋》《跟在身后的小女孩》，毛云尔的《像植物一样幸福》，孙
卫卫的《我小时候》，巩孺萍的《童年岛》，赵霞的《每个人都是挖
呀挖的孩子》等。作家们以真挚的童年交流拉近了与儿童读者
的心灵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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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上云书展与直播带货新样态
一个显见的事实是，疫情改变或者加速了人类对网络的依

赖。文学传播领域，新的传播方式也迅速显出身形与力道。今年
的诸多书展进入未来书展新模式，搭建书展网上平台，线上线
下同步、圈内圈外共享。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采取了“互联网+
云平台”的线上交互式沟通。上海国际童书展线下书展与云书
展、云首发、直播荐书等线上活动并行，上千场文学活动里有三
分之一线上举办。图书销售也纷纷转向线上，“直播带货”日趋
火爆。少儿书业的反应可谓迅速，接力出版社联合20多个平台
直播近400场，共开播800个小时，实现现场销售2000万码
洋；上海少儿社与薇娅直播合作，销售《三毛流浪记》76000本
（数据引自《2020年中国出版十件大事》）。据不完全统计，网络
销售约占少儿社一般图书销售的70%以上（数据引自陈香《十
四五之变：C端重塑少儿出版》）。

直播带货为文学的传播提供了更迅捷的渠道，也利用大数
据对消费者做出了更精密的群体归类与链接引导。在不断刷新
的销售数据面前，文学自身也迎来了更应警惕市场之力的时
代。如果说云书展、直播带货构成的是文学传播外媒环境的变
化的话，儿童文学场的传播环境也值得做出认真审视。这包括
教育与文学逐步加深的互动，越来越丰富的儿童文学奖项设置
等方面。

（二）文学教育与儿童文学互动加深
2020年儿童文学传播场内，以自媒体形式掀起的儿童文

学书写禁忌批判成为被再度提及的话题，该话题触发了儿童文
学界与教育界的多种回应。搁置具体观点陈述，显见的一个趋
势是，文学教育与儿童文学两界之间的交流互动日益加深。
2020年，受教育部委托，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联
合教育、儿童文学、儿童阅读等多领域的专家，首次研制并向全
国中小学生发布了《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 中小
学生阅读指导目录（2020年版）》。这是在目前众多儿童阅读推
荐榜中首个由“教育部”研制的榜单。《文艺报》也先后有多篇文
章如《发现文学之美 提升社会之美——中国语言文学教育的
精神内核与根本方法》（教鹤然 康春华）等专论文学教育，并邀
请了多位儿童文学界专家共话文学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推出
的“课文作家作品系列”丛书，由儿童阅读专家王林主编，丛书
贴合“整本书阅读”与“扩大阅读量”的需求，做了精心的儿童文
学延展阅读编排，既拓展了儿童文学阅读视野，也有效辅助了
语文教师的课堂延伸设计。

引人瞩目的2020年度线上开展的第七届BICRC国际儿童
阅读大会，同样是由来自儿童文学界与儿童教育界的专家围绕
共同的主题展开探讨，国内首个专业阅读指导师项目“BICRC
儿童阅读指导师”正式启动。该项目集聚了国内外儿童阅读教育
方面最专业的学术力量，为儿童阅读教育指导者，特别是家长、
一线教师提供系统、专业、科学的阅读教育学习资源。项目内容

涉及阅读教育通识与分级阅读指导两大模块，分为多个专题，
儿童文学界高洪波、曹文轩、王泉根、梅子涵、朱自强、沈石溪、
汤素兰、王蕾等与教育界专家一起进行专题讲授。儿童文学与
儿童教育“一体两面”的伴生关系在学科独立发展的学术历程
中，再次走向研究的接轨与互动价值的发掘，儿童文学的应用
性研究不断得到拓展。

（三）作品评选与推荐榜单日趋丰富
与当代儿童文学创作的活跃度相适配，当代儿童文学作品

甄选活动与推荐榜单样态也极为丰富。儿童文学作品评奖在既
有的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等重要奖项外，先后启动了多个具有
专向性的作品评选。梳理本年度各种已出结果的评选，即包括
了2020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首届“长江杯”中国现实主义
原创儿童文学优秀作品征集、第七届“大白鲸”优秀作品征集、
首届少儿科幻星云奖、第二届“接力杯”金波幼儿文学奖与曹文
轩儿童小说奖、第二届“小十月文学奖”、第二届曹文轩儿童文
学奖、第三届图画书时代奖、第五届《儿童文学》金近奖、第九届

“周庄杯”全国儿童文学短篇小说大赛、2020中国（武义）童话
大会之第二届“温泉杯”奖、第二届“童话里的世界”与第四届少
儿诗会奖（江苏）、第五届“读友杯”奖、首届谢璞儿童文学奖（湖
南）、首届东方娃娃原创绘本奖等。上述优秀作品评选涉及长
篇、中短篇、现实题材、幻想题材、儿童诗、图画书等诸多领域，
覆盖面极广，有力地促进了儿童文学原创的多题材、多体裁发
力。尤其值得提及的是，越来越多的评选都立足于鼓励本土原
创，都选择了匿名评审的评选形式，有力推动了唯品质论的创
作导向，也为广大中青年作家、文学新人提供了崭露头角的机
会。儿童文学创作环境良性发展，创作潜力被不断激发。

少儿书业对儿童文学良性发展的责任感与参与度也可圈
可点，各种书业榜单如“中国好书”等之外，还有新阅读研究所
主办、国家图书馆少年儿童馆等协办的“中国童书榜”，北京师范
大学中国图画书创作研究中心主办的“原创图画书排行榜”，中
国寓言文学研究会指导、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学研究中心等承
办的“首届年度儿童文学新书榜”等具有学术背景的联合榜单。

书业的一些项目也颇具经典化意义。如王志庚主编、长江
少儿社出版的《百年百部中国儿童图画书经典书系》，旨在精选
我国百年间具有较高价值的百余部经典儿童图画书作品，系统
展示我国儿童图画书的成就，将更多优质的讲述中国故事、传
递中国精神的图画书送达儿童读者。《中华读书报》“六一”儿童
节策划并发布的《2000～2020：20年20书（童书）》，《名家书
单：2000～2020新世纪原创童书新经典》。诚如我们所知，儿童
文学的经典化过程，既是一个共识性的接受过程，更是一个历
时性的传播确认过程。文学评价、文学教育、文学媒介等诸多外
在因素都在共同参与当代儿童文学经典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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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文学发展基石的儿童文学理论研究在2020年度也呈
现了与儿童文学创作现场活跃度适配的努力。理论成果既有基
础性研究不断丰富儿童文学理论的话语体系，也有聚焦当代儿
童文学发展、密切追踪现象的应用性研究，同时呈现了儿童文
学研究的领域补白与跨学科拓展。

2020 年面世的大型理论书籍《新中国儿童文学 70年
（1949－2019）》（王泉根主编），全面研究并梳理了新中国成立
70周年来的儿童文学发展轨迹，全书495万字，收入474篇论
文及3种长篇文献，涵盖主要文体、发展思潮、理论观念、作家
作品批评、文体建设、中外关系，出版传播、高校教学、阅读推
广、地域文学等诸领域，同时专设板块及时梳理了新世纪第二
个十年以来儿童文学的新力量、新作为、新发展。此外，朱自强
主编的“二十一世纪儿童文学新潮理论丛书”，以集结单本专
著的形式，呈现了当代儿童文学研究中生代、新生代研究力量
的研究路径与新近成果。

2020年理论成果引人瞩目。韦苇的《动物文学概论》将动
物文学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现象加以思考并形成系统的思维
成果，开拓了属于儿童文学的动物文学门类。韩进的《刘先平大
自然文学创作研究》、赵凯等的《大自然文学论纲》将目标专注
于大自然文学与生态文明建设。杜传坤的《20世纪中国幼儿文
学史论》首度以幼儿文学为独立研究对象，梳理百年发展史，同
样具有补白意义。李利芳的《走向世界的中国童年精神》以“童
年精神”为关键词，从价值论视域切入儿童文学研究，呈现出基
于本质的探讨追问与国际视野的参照。陈香的《童心宇宙：儿童
文学的本质与边界》《黄金十年：中国少儿书业风云录》，则从出
版的视域对中国当代儿童文学进行了具有专业维度与深度的集
中考察。本年西语背景的儿童文学研究者也有重要成果，如张生
珍教授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世界儿童文学百科全书》翻
译及儿童文学批评史研究”立项启动；惠海峰的《英国经典文学
作品的儿童文学改编研究》、谈凤霞的《坐标与价值——中西儿
童文学研究》等论著，有力拓展了儿童文学研究的中西比较互鉴
视野；王林翻译的《英语儿童文学史纲》属中国大陆的首次引进，
专业背景的翻译使这部著作的观点得到了更清晰的呈现。

本文努力对2020年中国儿童文学现场的年度新变做了纵
览与扫描提炼。面对每年数万种新出童书的创作量，这样的扫
描必然是挂一漏万的。这也警示身处儿童文学场的每个创作个
体更加专注于立意、题材、技法等多层面的创新、探索与超越。

应该看到，火爆的儿童文学场中，个性化的儿童文学表达仍然
有限，具有标识意义的作家数量也仍然有限。儿童诗歌与散文
创作呈现着边界泛化与经典化焦虑，纪实类儿童文学创作数量
还极为有限，有待于在纪实与文学之间寻找更多有价值的表现
疆域。传统文学经典的儿童文学打捞还有巨大的空间，儿童文
学作品文学“母本”的艺术价值还没有得到发挥，与影视动漫戏
剧的互动远远不足。多因聚变的时代同时构成一个最需要自
省、自觉与自为的文学时代。展望2021年，诚如中国作协儿童
文学委员会2020年年会暨粤港澳大湾区儿童文学高峰论坛的
主题所标示的那样——“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推动中国儿
童文学高质量发展”。

艺术拓展与多维互动艺术拓展与多维互动
□崔昕平 王泉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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