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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
评奖办公室公告

[2021年]第3号

第十一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评奖委员会于2021年8月6日经投票表决，产生18部（篇）获奖作品。现予公布。

第十一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评奖办公室
2021年8月6日

小 说
《驯鹿六季》 格日勒其木格·黑鹤

《上学谣》 胡永红

《有鸽子的夏天》 刘海栖

《逐光的孩子》 舒辉波

《陈土豆的红灯笼》 谢华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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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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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作者短篇佳作奖
《坐在石阶上叹气的怪小孩》 徐 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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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
纪律监察组名单

主 任：何向阳 副主任：李朝全 纳 杨

第十一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
评奖办公室主任、副主任名单

第十一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8月6日在北京揭晓，18部

（篇）作品获奖。日前，中国作协副主席、第十一届全国优秀儿童文

学奖评奖委员会主任李敬泽就相关问题回答了本报记者提问。

记 者：作为中国具有最高荣誉的文学奖项之一，第十一

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评奖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您

认为本届评奖具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李敬泽：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

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庄严宣告我们胜利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

目标，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在这样一

个重大历史节点上，进行第十一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评奖，

具有特殊而重要的意义。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处对本届评奖高度

重视。中国作协主席、第十一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评奖委员

会名誉主任铁凝多次就评奖工作作出指导、提出要求。中国作

协党组书记、副主席张宏森在评奖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上强

调，本届评奖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以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和

专业精神，凝神聚力遴选出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真正起到培

根铸魂的作用。

记 者：请您介绍一下本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的评奖

过程。

李敬泽：本届评奖大致包括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参评作

品的征集、审核、公示。征集工作于2021年3月16日启动，5

月31日结束，共收到163家参评单位推荐的参评作品636部

（篇）。评奖办公室对所有申报作品进行认真审核，初步认定

582部（篇）作品符合规定的参评条件，6月15日起对参评

作品进行了为期15天的公示。第二阶段是评委阅读阶段。中

国作协党组书记处组建了评奖委员会，29位评委接受聘请，自

6月中旬起开始阅读参评作品。第三阶段是集中评审阶段。7

月26日，评奖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京举行。8月1日，投

票表决产生36部（篇）初选作品，同时向社会公示。8月6日，

18部（篇）获奖作品正式产生，经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处审核批

准，向社会公布。至此，第十一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评奖正

式结束。

记 者：近年来，中国作协对所主办的几个国家级文学奖

项的评奖条例不断进行修订。与以往相比较，本届评奖的指导

思想和评奖标准有没有什么新的变化？

李敬泽：在评奖工作筹备阶段，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处对本

届评奖的评奖条例进行了修订，同时在以往评奖做法和经验的

基础上，修订了评奖细则。本届评奖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为

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

方针，体现导向性、公正性、权威性，为少年儿童提供更好的精

神食粮。在评奖标准方面，本届评奖强调坚持思想性、艺术性、

可读性相统一的原则。获奖作品应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有利于提高少年儿童的思想品德、文化素质和审美情操。对于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时代精神、塑造新人形象、鼓舞少

年儿童奋发向上的作品，尤应予以关注。重视作品的艺术品质，

提倡题材、风格的多样化。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兼顾面向幼

儿、儿童、少年的作品。

记 者：请您简单介绍一下本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参评

作品的范围和条件。

李敬泽：本届评奖的参评作品为2017年1月1日至2020

年12月31日期间，首次公开出版和发表，出版和发表地在中

国大陆地区，符合评选体裁、门类要求的儿童文学作品。除青年

作者短篇佳作奖外，各体裁、门类作品均以单行本参评。青年作

者短篇佳作奖参评作品，为各体裁、门类的儿童文学短篇作品，

作者出生日期应在1985年1月1日（含）之后。

（下转第2版）

李敬泽就第十一届全国优秀
儿童文学奖答记者问

□本报记者 李晓晨

为持续推动不同文明间的交流对话，创
建多元类型的中俄文化与艺术交流平台，展
现中俄文化艺术间友好往来的新作为，8月2
日，“美的伙伴——中国美术馆同仁美术作品
展”在俄罗斯文化中心举办。此次展览共展
出33件作品，涵盖了中国美术馆艺术家们的
最新创作成果以及中国美术馆藏俄罗斯艺术
家瓦连金·西多罗夫、安德烈·卡瓦利丘克的
经典作品。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艺术家们既
是公共文化事业的践行者，也是艺术创作领
域的筑梦人。他们在日常的展览策划、学术
研究、公共教育推广之余，借由艺术创作释放
正向能量，从而为学术工作予以良好补充。
近年来，中国美术馆与俄罗斯艺术界的交流
合作稳步发展，通过举办展览、聘请国际顾
问、签订合作意向书等多种方式，与俄罗斯驻
华使馆及许多当地艺术机构建立了友好而持
续的伙伴关系。此次展览的举办进一步增进
了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认同，推动着中俄伙
伴关系的发展。展览将持续至8月14日。

（欣 闻）春天在山上（油画，中国美术馆藏） 瓦连金·西多罗夫 作

本报讯（记者 李晓晨 行超 教鹤然） 8月6日，第十一届

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在北京揭晓，18部（篇）作品获此殊荣，其

中，小说7部、诗歌1部、童话4部、散文1部、科幻文学2部、幼

儿文学2部、青年作者短篇佳作奖1篇。本届评奖的获奖作品

题材丰富，风格多样，体现出我国儿童文学队伍不断壮大、创作

蓬勃发展的态势。

第十一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评奖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因此具有特殊而重要的意义。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

举行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的评选，回顾、检视过去4年来的儿

童文学创作，必将有力推动儿童文学的繁荣发展，满足少年儿

童文化需要，增强少年儿童精神力量。

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处对本届评奖高度重视。中国作协主

席、第十一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评奖委员会名誉主任铁凝多

次就评奖工作作出指导、提出要求。铁凝表示，本届评奖的结

果体现出了我国儿童文学创作的蓬勃发展。获奖的18位作家

来自于全国14个省市，其中既有年过八旬的老作家，也有崭露

头角的青年作家，获奖作品大都聚焦于新时代新生活新气象，

题材涉及少年儿童成长生活的诸多阶段和方面，在儿童文学美

学和艺术上也呈现出活跃的探索创新，充分体现着新时代儿童

文学创作的生机与活力。

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张宏森指出，近年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和关怀少年儿童的健康成

长。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

华民族的希望。这是我们推动儿童文学繁荣发展、做好评奖

工作的根本遵循。本届评奖时间紧、任务重，评委会始终坚

持公开公正，认真负责，全程检阅，精心遴选，最终的结果标

志着4年来我国儿童文学创作的新收获。希望广大儿童文学

作家以本届评奖为契机，踏上新时代新征程，创作出更多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时代精神、塑造新人形象、鼓舞少

年儿童奋发向上的优秀作品，为新时代少年儿童成长提供价

值引领和精神滋养。

4年来，我国儿童文学领域涌现出一批优秀作品，这些作

品积极书写中国式童年，反映新时代少年儿童的精神面貌，同

时在艺术方面不断进行新的探索，这些都给评委们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

评委范稳认为，本届评奖的获奖作品反映了我国当下儿童

文学创作的水平，呈现出我国儿童文学繁荣发展的新面貌。这

些获奖作品紧跟时代前进步伐，展现了新时代少年儿童的生活

面貌和精神状态。无论是脱贫攻坚背景下的少儿生活，还是励

志成长类作品、奇幻作品、动物题材小说，获奖作品都有精彩呈

现。它们对拓展少儿视野、启迪少儿思维、培养少儿情操、塑造

健康人格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评委孙云晓说，此次担任评委让他觉得充满神圣感，评奖

过程的严格细致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评奖工作以对儿

童与文学高度负责的精神，不以作者名气大小为依据，而是以

作品质量为根本标准，注重思想性、艺术性和可读性，准确把握

儿童观与价值导向。许多富有才华的新人获奖成为本届评奖

的鲜明特色，一些实力派作家也因新探索与新突破而获奖。“面

对层出不穷的优秀作品，我对中国的儿童文学事业充满信心，

相信一定会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

在评委舒伟看来，本届评奖的获奖作品在特定意义上体现

了丰富多样的童年叙事格局，无论是现实主义的童年叙事，还

是幻想性童年叙事，都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和精湛独到的艺术

特质。这些现实主义童年叙事指向不同年代和地域的不同主

人公的童年经历，都具有思想的深度和坚实生活的质感。刘海

栖的《有鸽子的夏天》是作家个人心曲的吐露，同时呈现了特定

年代的童年生活经历。杨志军的《巴颜喀拉山的孩子》呈现了

三江源藏族地区的童年人生。叶广芩的《耗子大爷起晚了》再

现了一个北京女孩的童年人生。胡永红的《上学谣》讲述失去

双亲的壮乡少年在艰难的生活境遇中自强不息、求学成长的动

人故事。舒辉波的《逐光的孩子》讲述在湖北神农架林区支教

的大学生志愿者走进当地乡村小学，与贫困山村少年儿童共同

成长、追逐光明的故事。谢华良的《陈土豆的红灯笼》展现了留

守少年在生活困境中的坚定守望与不懈追求。尽管陈土豆承

受了太多磨难，但他的成长和坚守带来的改变始终闪烁着乐观

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光芒。与此形成呼应的是青年作者短篇佳

作奖获得者徐瑾的中短篇童话《坐在石阶上叹气的怪小孩》。

主人公是没有明确名字的怪小孩，童话世界的变形记呈现了小

男孩的特殊生命体验和精神成长。这样的幻想性童年叙事与

现实主义的童年叙事一样，同样指向现实困境和生存困惑，成

为殊途同归的精神成长心路历程。

评委李红叶觉得，本届获奖作品基调明朗，弘扬主旋律，展

现文化自信，大部分作品达到了较高艺术水准，反映了当前儿

童文学的发展和繁荣。一直以来，如何创作出展现文化自信而

又具有经典品格的作品是童话作家的共同追求，汤素兰的《南

村传奇》即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在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发掘传

统文化资源、打通传统与现代等方面做了非常可贵的探索和尝

试。近年来，儿童诗歌较以往显现出全新的格局，创作数量明

显增加，且有一批年轻诗人对童诗的写作方向与境界进行了大

胆的开拓，更有一批来自成人文学界的优秀诗人将创作视野投

注到儿童文学，比如此次获奖的蓝蓝的童诗集《我和毛毛》。儿

童散文作品中，数量较多的是对自我童年的心灵回溯，部分作

品呈现出较为开阔的视野、格局与写作力度。

在评委弋舟看来，本届儿奖的参评作品充分印证了伟大时

代昂扬向上的精神气象，尤其最终获奖的18部（篇）作品，集中

展现了这一阶段儿童文学创作紧扣时代脉搏、为民族未来培根

铸魂的文学风貌。首先是突出了对新时代儿童生活的书写，塑

造出新时代的少年儿童形象。《陈土豆的红灯笼》《逐光的孩子》

等，在乡村题材的书写上既继承了儿童文学创作的优良传统，

又有着鲜明的时代气息，脱贫攻坚、教育扶贫给乡村儿童的生

活和精神成长带来的变化，都得到了有力表达。其次是秉持了

对少年儿童美好天性和健康人格的倡扬。爱是儿童文学永恒

的主题，获奖作品对于这一主题的表现多种多样，亲人、师生、

同学，乃至对生活和世界万物的爱均涵纳其间，《有鸽子的夏

天》《驯鹿六季》就是其中的代表。最后是对艺术空间的积极开

拓，老中青几代作家都有上佳表现，以高超的文学性、动人的儿

童趣味打动了评委。

（下转第2版）

紧扣时代脉搏 为民族未来培根铸魂
第十一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揭晓

本报讯 8月6日至7日，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

书记处书记吉狄马加一行到甘肃省临潭县考察调研中国作

协定点帮扶情况，看望慰问中国作协挂职干部，并组织挂职

干部轮换交接。

调研组一行先后前往八角镇、冶力关镇等地实地调研，

召开定点帮扶工作座谈会，听取临潭县政府专题汇报，围绕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等深入交流。8月7日，吉

狄马加在冶力关镇，与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甘南藏族

自治州委书记俞成辉就进一步深化定点帮扶，助推甘南乡村

振兴和经济社会发展进行了座谈交流。

吉狄马加认为，甘南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生态保护、

旅游业发展等各方面都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他表示，中

国作协在今后的定点帮扶工作中，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积极参与乡村振兴，继续努力做好与临

潭县的定点对口帮扶工作，结合甘南“全域无垃圾”品牌打

造、“一十百千万”工程建设、乡村旅游和乡村振兴等重点工

作，进一步创新工作思路，着力发挥好作协自身优势，尽力倾

心履行帮扶责任，瞄准群众文化需求，加强智力扶贫，实施文

化扶贫项目建设，把文化支持、文化发展放到更加突出位置，

为临潭乡村振兴、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提供更多文化支持。

中国作协有关部门、甘肃省文联、临潭县等有关负责同

志参加调研。 （欣 闻）

吉狄马加在甘肃临潭考察调研
中国作协定点帮扶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