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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风景好，走在苏堤上，心旷神怡。
冬日的午后，风柔柔地吹拂着湖面。即使在这个季节，也是

温润和煦的。在静观中，时间就慢慢地过去。
一只小猫忽而从花丛中窜出来。它说："你好啊。"我说："你

好，一起走走吗？"
说时迟那时快，一群小鸭欢快地划过湖面，阳光洒在它们的

翅膀上。小猫蹭了一下我的小腿，又踱了两步。它说："我也想游
泳呢，可是我是一只猫。"

（晏川 文/图）

■看电影 寻找与印证中的自我回归寻找与印证中的自我回归
————解读解读《《卓远的梦想卓远的梦想》》 □□龚军辉龚军辉

■对 话

让童年生命真正参与到重大主题的思索之中
——儿童文学主题出版六人谈

教鹤然：纵观当下出版产业的复杂情况，您认为，儿童文学
的主题出版的历史与现状是怎样的？

马光复：自从2003年国家新闻出版署公布并实施了“主题
出版工程”以来，受到了社会舆论的肯定。不久，有关主题出版
类的图书大量涌现出来，成为广大读者青睐和喜闻乐见的出版
物。在儿童文学图书类的出版物中，主题出版也受到了少儿图
书出版界的重视。近年来，围绕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配合党和
国家的重大会议、重大活动及重大节日、重大事件，出版了一批
质量不错的儿童图书。到了2021年，中宣部进一步明确了主题
出版五大方面的选题重点，阐释了主题出版的主要方向，使大
家明白了主题出版有着更丰富、更宽阔的内涵。随着出版思想
和精神的逐步明确，儿童文学图书的作家与出版单位也进一
步认识到，唱响主旋律、传播正能量、传承和弘扬中华传统优
秀文化、讲好中国故事，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思想
清晰、方向明确以后，就能在已经问世的优秀主题出版图书的
基础上，开始构思与筹划新的更具特色的主题出版物了。这是
新时代的呼唤，是人民群众的期望，也是儿童文学出版界的一
种担当。

邵若愚：主题出版主要指的是“围绕国家政治、经济、社会、
文化等方面的工作大局，就党和国家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重
大活动、重大题材、重大理论问题等主题而进行的选题策划和
出版活动”。根据CIP中心的统计数据，主题出版的图书数量呈
现了一个明显的增长态势。

就国家“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的申报和入选情况来
看，据中宣部办公厅公布，2018-2020年的主题出版重点出版
物选题分别为81种、90种和125种，收到的上报选题量分别为
1545种、1857种和2233种，同样呈现了一个明显的增长趋势。
其中，在2019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中，少儿类有13种，
涵盖科普、绘本、儿童文学等多个板块。在“中国好书”“优秀青
少年读物出版工程”等国家级重要奖项和工程项目中，少儿主
题出版物的身影频现，而且儿童文学作品表现亮眼，占比较大。
在2019年的“优秀青少年读物出版工程”里，儿童文学作品占
了19部，在所有30部获奖作品中占比高达63.33%。近几年的

“中国好书”中，儿童文学作品也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基本上每
年都有三部入选。这些入选作品的市场表现也非常抢眼，销量
可观，可以说，儿童文学主题出版俨然已经成为了“黄金十年”
后童书出版的新亮点。

孙玉虎：2018年以来，新闻出版业围绕党和国家不同时期
的主题、主线，推出了一系列精品力作。然而，当主题出版与童
书出版相对接，尤其是试图在儿童文学园地里开出属于自己的
花朵时，总是很难找到合适的切入点。主题出版天然的宏大、严
肃，似乎与儿童天生的纯真、稚气构成了某种气质上的反差和
客观上的经验隔离，因此，在没有足够优秀的作品出现之前，儿
童文学主题出版的合法性似乎很容易受到质疑。

纵观近三年中宣部下发的主题出版重点选题方向，不难看
出国家新闻出版主管部门也在不断校准少儿主题出版的方向，
主要体现为青少年的主体越来越突出，针对少儿读物的提法越
来越明晰，倡导的主题越来越贴近少年儿童的成长实际。如
2019年、2020年的官方文件表述都是“立足培养担当民族复
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阐释”，到了
2021年，在继续提倡“立足培育时代新人、弘扬时代新风，深化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阐释”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围绕引
导青少年立志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推出一批培根
铸魂、启智增慧的少儿读物”。“启智增慧”是一切优秀儿童文学
创作的题中应有之义，“培根铸魂”则是倡导坚持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推出一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读物。

教鹤然：今年恰逢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在这样特殊的时
代背景下，儿童文学从业者应该聚焦于哪些奋斗故事和伟大
精神？

徐 鲁：在100年来波澜壮阔的奋斗史篇里，共产党领导
着中国人民百折不挠、艰苦奋斗，在不同时期、不同年代和不同

环境里，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奋斗故事，也形成了许多光华
熠熠的伟大精神，这些故事与精神都需要讲述给孩子们听。

继高举着火种的“盗火者”“播火者”们用热血和生命谱写
的先驱故事和先驱精神之后，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精
神、东北抗联精神、长征精神、抗战精神、延安精神、沂蒙精神、
红岩精神，犹如一粒粒火种，薪火相传，从未熄灭。新中国成立
以后，又相继诞生了抗美援朝精神、大庆（铁人）精神、红旗渠精
神、两弹一星精神、雷锋精神等。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直到
刚刚过去的2020年，诸如特区精神、女排精神、抗震救灾精神、
抗疫精神、载人航天精神、脱贫攻坚精神等，在中国大地上如光
焰般闪耀和升起。

可以说，百年奋斗征程的每一步、每一程、每一段里，都有
伟大的精神相伴随，并且不断发展和丰富，被一代代后来者弘
扬和传递着，也被不断擦拭得更加清晰和明亮。这些精神，托载
着一代代共产党人闪亮的初心，如同日月星辰一样，映照着中
国的山河大地，引导着中华民族朝着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坚
定前行的步履。而这每一种精神，都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由无
数可歌可泣、有血有肉的故事、甚至是极其感人的细节铸就的。
我一直坚信，这些发生在不同年代和背景下的故事与精神，就
是我们儿童文学主题写作取之不竭的素材和资源，也是“中国
故事”里最闪亮的人物，最恒久的主题和最动人的题材。

纳 杨：近年来主题出版已成为创作和出版的重要内容，
儿童文学也不例外。在举国欢庆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之际，在
全国掀起学“四史”热潮中，关于国史党史的文学作品呈现井喷
式爆发，让人眼前一亮的作品也不少。数量上每年都有增长，艺
术品质方面也都有所创新。今年最大的主题当属中国共产党建
党百年，以及决战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这些都是儿
童文学从业者应该不断开掘的方向。今年问世的董宏猷诗歌新
作《中国有了一条船》就是以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历史为抒写
对象，以叙事长诗的形式，向少年儿童讲述作者对中国共产党
的诞生历程的观察与思考。诗作有瑰丽大胆的想象，有精妙的
结构设计，更有一种贯穿全诗的大视野、大胸襟、大气魄。

教鹤然：以《中国有了一条船》为代表的少儿主题出版图书
勇于挑战宏大主题，展现出主旋律作品的气魄和格局。在您看
来，扎根新时代文艺土壤，持续探索儿童文学的主题出版，有着
怎样的现实意义？

孙建江：儿童文学的主题出版物应该以孩子们喜闻乐见的
形式，引领青少年读者回顾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历史。在《中
国有了一条船》中，水的起源、汇聚与奔流是长江孩子的写照，
也是整个故事情节展开的预示和隐喻，连接起了人与船，也连
接起了大地与时代。从精卫填海到大禹治水，从诺亚方舟到郑
和下西洋，从哥伦布航海到达尔文《物种起源》，从维京海盗到
黑奴船，从虎门销烟到鸦片战争，从八国联军到火烧圆明园，从
辛亥革命到推翻千年帝制，从《共产党宣言》到马克思主义，从
十月革命到五四运动……终于，历史走进了上海兴业路，走进
了浙江南湖，一群目光坚定、步履沉稳、洋溢着青春激情的先驱
们会聚在了一起，中国也走向了繁荣富强的道路，过去的理想
变为了如今的现实。孩子们需要在了解历史的基础上认识现
实，在认识现实的前提下展望未来，儿童文学主题出版承担的
就是这样沉甸甸的责任与使命。

孙玉虎：以《中国有了一条船》为代表的创作出版实践说
明，儿童文学主题出版是可以孵化出优秀作品的。前提是作家
本人要对党和国家的重大主题有着深刻的领悟，而非流于表面
的空洞书写。同时，要注重对儿童思维的启发，让童年生命真正
参与到重大主题的思索之中。儿童文学主题出版既可向内探勘
童年生命的奥秘，激发成长的力量，也可朝外部打量，试着为少
年儿童讲述重大主题。只是在实践后者的时候，作为创作者，要
起到沟通成人世界和儿童世界的桥梁作用，注重启发孩子的思
考，让他们真正觉得“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

徐 鲁：扎根新时代文艺土壤，持续探索儿童文学主题出
版的现实意义，在于记录历史，照亮未来。以实现脱贫攻坚与全

面小康的伟大壮举为例，这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上具有划
时代的意义，无论是在中国历史上还是在全人类历史上都是了
不起的、前所未有的大事件。有多少奋斗在山乡的好儿女，翻山
越岭，走遍大地；在田间地头、茶园果园对口帮扶，农民一天不
摘帽，就一天不收兵。在这之中，有多少干部流下奋斗的汗水、
泪水，甚至是以身殉职、流血牺牲。我们有数以千计的年轻的驻
村扶贫干部、甚至是驻村第一书记，像年轻的黄文秀一样，倒在
了脱贫攻坚的奋斗路途上。只要是有家国情怀、历史道义感和
时代使命感的儿童文学作家，都应该拿起笔来，用文学作品去
参与这部当代最伟大的“创业史”的书写。

马光复：我们站在两个一百年的交汇处，观古看今，主旋律
的亮点如同满天的星斗，儿童文学作家和少儿文学出版部门，
都应当有魄力去捕捉、去挑战宏大的主题，勇于探索，敢于实
践。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几千年的历史长河里，有无数犹似
灿烂的“太阳、月亮和星辰”，这些红色故事与人物，汇聚成百年
的辉煌红色历史。当今已经和正在出现的崭新的具有新时期新
时代特质的事件和人物，都属于儿童文学从业者应该关注的重
大题材、宏伟主题，都在等着有能力和有魄力的作家、出版人慧
眼识珠，去发现、打捞，去捕捉、书写，去刻画、塑造。要想做好主
题出版，从已有作品的创作过程与经验来看，应该注意到首先
要有魄力，敢于去挑战宏大主题，其次是要做好细致的考察、材
料的积累，能够高屋建瓴地把握和统筹写作主题与对象，最后
是用工匠精神去精雕细琢地打磨作品。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大
家的协同努力之下，儿童文学主题出版的精品图书肯定会越来
越多，越来越好，会出现能够传世的文学经典作品。

教鹤然：相对而言，少儿社出版的主题出版类图书在数量
规模和选题范围上，均与其他人文社科类图书存在一定差距。
那么，儿童文学在主题出版方面为什么相对薄弱？做好少儿主
题图书的难点又在哪里？

马光复：从儿童文学主题出版与其他的少儿图书类型主题
出版方面看，的确存在着相对薄弱的现象，这和我们儿童文学
界的许多人的思想观念有关。我们很多人总是觉得少年儿童和
那些成年人的世界存在着距离，成年人的那些“国家的、党政
的、社会的、历史的、人民的种种大事”，与孩子之间的距离好像
也比较遥远。儿童文学似乎可以不用过多地去干预这些“大
事”，等孩子们长大再说，眼前还是多关注孩子们自己的教育、
教学、生活、成长、性格、友谊、玩耍等等。因此就出现了儿童文
学有意无意地避开了“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配合党和国家的
重大会议、重大活动及重大节日、重大事件”等等题材，抑或是
敬而远之，抑或是绕道而行，写作者和出版方都不愿意也不敢
去触碰的现象。

当然，也不是没有人想要去做儿童文学的主题出版，可是
往往会因为遇到困难而退缩，于是就出现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的避重就轻的结果。近年来以《中国有了一条船》为代表的儿童
文学主题创作与出版，给我们的作家和少儿文学出版界提供了
经验，只要我们端正思想，认识到儿童文学与“党和国家大事、
人民群众关心的事件与人物”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是不
能也不会分割开来的，就能够改变儿童文学在主题出版方面长
期薄弱的现象。未来需要我们用极大的魄力去发掘、去深挖、去
提炼，同时也要用正确的创作方法去完成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
物的塑造，从而在儿童文学领域中创造主题出版的辉煌。

孙建江：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不同体裁的儿
童文学主题出版物不断涌现，其高度的主题性特质自然不言而
喻。在历史的长河中，个体的“疼痛”也是家国的“疼痛”。个体从
来不是孤立的存在，尤其是在中华民族饱受欺凌的特殊年代。
个体与家国、个体与当下、个体与时代脉动，息息相关，休戚与
共。当个体的感受融入了宏大的叙事，作品就变得可触可摸、血
肉丰满、立体生动了。当写作者想要在儿童文学作品中表现这
种宏大叙事与个体感受时，往往会遇到一些瓶颈。尽管写作者
的初衷是想为青少年读者创作兼具宏大叙事主题与叙述者个
体感受的优秀作品，但写作初衷终究不是结果，写作初衷是否

能够最终为读者接受，取决于作品是否有良好的艺术传递形
式，这自然就为少儿主题图书增加了难度，也使得儿童文学领
域的优质主题出版物相较于其他类人文社科类图书而言略有
差距。这是儿童文学作家、评论家和出版人在未来需要不断精
进、持续探索的地方。

教鹤然：如果想要做好儿童文学的主题出版，儿童文学作
家、评论家以及出版界专业人员应该在哪些方面发挥优势、推
陈出新，为真正实现儿童文学主题图书的“叫好”和“叫座”持续
助力？

邵若愚：作为儿童文学出版从业者，应该做到既聚焦小切
口，又具有大视野，以贴合孩子审美的内容与形式来展现宏大
主题，立足主题的同时要提前做好谋定与规划，在融媒体时代
充分做到融合出版与创意营销相结合，才能保证儿童文学主题
出版物的“叫好”与“叫座”。少儿图书在呈现重大主题时需要
结合青少年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审美特点，将主题置于世界文
明的大视野和大历史的坐标下来辩证观照，同时也要以贴合
孩子的视角来展现，才能充分发挥主题出版在举旗帜、聚民
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等方面的作用。做好儿童文学的主
题出版，需要在选题策划之初就从创作、评论、出版等多维度
合力，在立足主题的同时，创作与批评并举，让精品出版成为
共识，同时要结合数字赋能，创意营销，共同打造体现新时代
特色的精品童书。

纳 杨：主旋律作品的创作应该如何与读者更亲近，是需
要作者多加考虑的，这对于写作技巧是一种磨练，同时也考验
着作者的学识、人文底蕴。作者首先需要真心认同所书写的对
象，然后需要对中国的发展形势有一个总体性的把握，进而还
需要对中华文化有着较为充分和独到的理解，这样才有可能写
出艺术感染力强的主旋律文学作品。就《中国有了一条船》而
言，正是因为作者具备了这样的文学素养，又经过精心思考和
打磨，才能写出这样一部作品。当然，细读之下，作品还是有一
些瑕疵的。比如作为历史叙事长诗，作品中一些具体史实或许
会有不甚准确的地方，而其中一些诗句过于直白，诗味不那么
浓。但是瑕不掩瑜。文学作品更重要的是其中传达出的情感和
对世界的看法，是否具有感染力，是否与读者能够心灵相通。只
有这样的作品才能带给读者心灵的触动、情感的释放，乃至于
实现一种文学的审美享受。

马光复：我们都在呼唤儿童文学的精品，其实这精品中应
当包含儿童文学主题出版的精品。近年来，作家和出版界、评论
界存在一种比较重视实用价值的趋势，较少提到儿童文学的创
作方法，于是在理论上失去了某种指导。我们主流的创作方法
应当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这一创作方法要求文艺工
作者要把客观现实和革命理想、革命气概和求实精神、革命实
践和历史趋向结合起来,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两种创作方
法辩证地统一起来。当今我们的作家在塑造典型人物上下的功
夫还不够。小说等叙事性文学作品中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
物形象，事关重要，不可小觑。

从人物形象方面来说，儿童文学主题出版的人物典型形象
的刻画，树立起了一个又一个崭新的少年儿童人物艺术典型形
象，是成为儿童文学精品的基本要求。就如同我们说起《红楼
梦》就会想起林黛玉、贾宝玉、薛宝钗那样。说起《西游记》就会
想起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那样。从文学语言方面来说，我们
大多数的作家在语言的运用上还不够完美，缺乏个性。特别是
儿童文学语言，更要有独特的要求。语言风格与创作风格息息
相关，儿童文学不仅要有童趣，同时也要追求文学性。童趣是儿
童文学语言的重要内涵。有人说，儿童文学就是文学了，怎么还
要讲文学性？实际上，有的文学作品真的不一定就具有文学性。
有些儿童文学作品真的“很不文学”，缺乏文学艺术气质。

由此，我们儿童文学作家也应当有十年磨一剑的精神。作
家和出版社是不是可以在重点选题上，也就是说，有希望成为

“叫好”和“叫座”的精品的作品上，稍稍放慢一些速度，沉下心
来，在质量上再多花些精力，尽力去攀登主题出版精品的高峰。

纳杨：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综合一处处长

孙建江：学者、作家、出版人，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会长
马光复：中国儿童中心出版部原主任，北京作协儿童文学创委会副主任

徐鲁：作家，《文化湖北》主编

孙玉虎：儿童文学作家 邵若愚：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

湖南省校园文联 2017
年投资拍摄的德育电影《卓
远的梦想》，是部较好的儿童
故事片。其结合边陲地区景
物特点、少数民族人文特质
来解读一个少年儿童内心深
处的中国认同感和个人使命
感及心灵成长史，极具家国
情怀、教育意义和社会价值。

《卓远的梦想》选择了云
南乡会桥这一偏远小火车站
作为故事发生地，弃婴卓远
到上学年龄方才发现其国
籍、民族不明，抚养他长大的奶奶为其走上了寻亲之
路，将其寄养于孤守车站小卖部的瘸腿爷爷家中。找
不到厕所的卓远，把瘸腿爷爷的父亲惟一遗留的钢盔
当作夜壶，导致爷孙产生矛盾，卓远负气出走，瘸腿爷
爷不得不将其追回。倔强自信的卓远在车站向旅客打
听“是否有人遗失孩子”，引起了摄影记者关注。

当她得知卓远的离奇身世和瘸腿爷爷为等待失主
前来认领失物而坚守车站三十载的故事后，写下一篇
宣传报道，从而产生了巨大社会反响。一对中年夫妇
特意前来认亲，这一度让卓远兴高采烈，但血型比对
的失败给了他沉重一击。中年夫妇悄然离去后，卓远
和瘸腿爷爷相伴相守，期盼着奶奶归来，也在瘸腿爷
爷启发下，渐悟了寻找亲生父母、印证中国国籍并不

重要，重要的是坚守自我本心，不失初始梦想。奶奶长
途跋涉，四处打听，终于在民族专家帮助下，通过襁褓
物鉴定，证明了卓远是中国佤族孩子。卓远不仅如愿
入学，而且更坚定了自我的价值观、人格尊严，更加乐
观自信。

影片《卓远的梦想》，既演绎了人间的真情、互爱、
关怀和少年可贵的初心、执著的追求和朴素的理想，又
表达了自我回归、家国情怀培育的弥足珍贵。卓远对
祖国强烈的认同感、自豪感是长期的边陲生活教育的，
他会阻止陌生人在边境拍照，追问“你是中国人吗？”这
既表明了他的赤子之心诚挚饱满，又寄寓了编导对这
初心的推崇宣传。还是孩子年纪的卓远不失儿童的天
真可爱，他对小卖部挂的琳琅满目的失物充满好奇，因

怕错过交还时间而睡于车站长椅的守信品质更令人称
赞，当然也难免有孩子气的调皮，譬如拆坏瘸腿爷爷的
钟表，还在小伙伴面前吹嘘虚构父母的伟大业绩。但
卓远给观影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的热情，他不仅热心
于为失主认领服务，坚守爱国初心，而且在奶奶和瘸腿
爷爷的教育下，爱护身边的人，热忱地为他们提供各种
便利。作为影片故事的主人公，卓远全身洋溢着阳光，
展示了中国当代少年儿童的自信豁达。

当然，作为故事片，《卓远的梦想》也存在着叙
述稍显赘冗、人物塑造过于简单、画面背景颜色偏
暗等不足，但瑕不掩瑜，其德育指引鲜明、家国意
识强烈、儿童本位把握精当等艺术特质，是我们所
不能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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