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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文学体现了成人社会对儿童和
青少年精神世界的有意识的关注、呵护
和培育，是作家和艺术家依据儿童和青
少年身心发展特征及审美接受特征，有
意识地为他们创作的，有益于他们精神
生命健康成长的文学艺术作品。这从本
质上规约了儿童文学创作和研究的最高
目标和最重要价值取向。19世纪维多
利亚时代异军突起的儿童文学共同体，
成为历史上真正儿童本位的、契合儿童
审美接受特征的童年文学表达。在儿童
文学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出现了两种
童年叙事走向：以查尔斯·狄更斯作品为
代表的现实主义的“磨难—成长”式童年
叙事；以刘易斯·卡罗尔作品为代表的幻
想性“奇境—历险”式童年叙事。这两种
童年叙事在本体论意义上确立了有自觉
意识的童年叙事的基本诗学命题，成为
童年叙事的两类文学表达范式。就中国
儿童文学而言，从五四前后的儿童文学
运动，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儿童文学的
发展壮大，经过一代又一代儿童文学创
作者和研究者薪火相传的不懈努力，具
有自觉意识的中国原创儿童文学已经走
过了百年不平凡的峥嵘历程，成为世界
儿童文学版图上不容忽视的东方版块。
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儿童文学更是取
得了令人瞩目的非凡成就。自2016年
中国作家协会九代会召开以来，国内儿
童文学创作呈现出更加旺盛的生命力，
硕果累累令人目不暇接。

当代童话创作当属最具代表性的幻
想类童年叙事之一。从更广泛的视角
看，近年来的童话创作呈现出勃勃生机，
创作队伍也愈加壮大。张秋生、汤素兰、
郑春华、周晓枫、葛竞、王一梅、萧袤、汤
汤、郭姜燕、苏梅等作家仍然充满活力，
童话佳作频出；迟慧、陈诗哥、周静、常
怡、皮朝晖、龙向梅、周公度、木也、慈琪、
黄颖瞾、王君心等后起之秀不断推出力
作。其中，陈诗哥的《一个迷路时才遇见
的国家和一群清醒时做梦的梦想家》、木
也的《看见鹿》、慈琪的《我讲的故事都不
是真的》、黄颖瞾的《不存在的小镇》、刘
天伊的《猫田》、龙向梅的《寻找蓝色风》、
王君心的《风的孩子》、周公度的《老土
豆》等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尤其值得
关注的是童话作家对于传统童话资源的
发掘，在此基础上形成富有当代意义的新童话叙事，颇
具代表性的有萧袤的《童话山海经》系列和《童话庄子·
逍遥游》以及周静的《天女》等。《童话山海经》以当代童
话作家的体悟和慧眼去解析神话古籍，将《山海经》原著
中简略的条目推演转化为活灵活现的童话故事。从《羽
民之国》《夜的守护神》《食火兽》《大蟹》到《童话山海经：
凤凰传说》，作者对杂糅的神话因素进行整合与拓展，使
其中的神奇意蕴得到升华，同时还阐释了各种自然现
象，将远古人文历史和人文地理等因素融于故事之中。
《天女》同样体现了古神话叙事与新童话艺术的奇妙融
合，用富于诗意的语言和抒情写意的笔法，使一段简朴
而迷离的古神话叙事通过童话艺术得以升华。

少年科幻叙事无疑是另一类具有现代性特征的儿
童和青少年幻想文学类型，既能满足少年儿童的文学阅
读需求，又能提升他们有关科学认知的素养和兴趣。吴
岩的《中国轨道号》通过少年主人公的视角展开叙述，以
亦真亦幻的方式呈现了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
轨道号”空间站的设计和建设历程。马传思的《奇迹之
夏》带有浓厚的人文情怀。少年主人公的生活日常被
雾灵山出现的神秘闪光所惊扰，随之发生了少年与史
前穴居人女孩的际遇。此外，星河的《炸进时间漩涡》、
常笑予的《宇宙牙齿》、赵华的《除夕夜的礼物》、王林柏
的《买星星的人》、凌晨的《开心机器人》等都给人留下
深刻印象。

从更广泛的文化意义看，童年叙事是关于儿童世界
与童年精神特质、童年与成长的文学表达。在哲学意义
上，童年是个体的，更是普遍的；童年是流逝的，又是可
以珍藏、重现的。现实的童年一方面充满想象力和好奇
心，另一方面又受到诸多限制，处于混沌少知的自然状
态。童年叙事是对童年人生需要获取认知能力和审美
能力而提供的以文学形式呈现的精神资源，依托童年
又超越童年，满足不同年龄层次的儿童和青少年读者
的认知需求和审美需求。与此同时，优秀的童年叙事
作品还需要回应时代的变化，尤其在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之际，为孩子们提供成长过程中应对时代挑战的勇
气和智慧。近几年的童年叙事出现新的发展趋势和艺
术追求，题材的多样性、主题的丰沛性、文类的丰富性
以及文学表达的多元化和精湛的艺术追求等，拓展了
当代儿童和青少年文学叙事的广度和高度；拓展了儿
童文学的创作边界，也拓展了儿童文学的文化反思功
能和艺术表现空间。下面通过对部分代表之作的列举
作一简略审视。

一是形态多样，真切感人的中小学校园叙事。张
之路的《吉祥的天空》回溯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北
京少年进入贝府中学后的青春时光，呈现了少年与新
中国一起成长的童年记忆。秦文君的《云三彩》讲述东
北农村女孩的求学与成长，她来到陌生的城市上海，如
何融入新的生活与学习环境成为女孩的人生挑战。作
品在鲜明的社会场域中生动细腻地呈现了女孩的精神
成长。李学斌的《龙抬头、猪会飞》讲述新世纪城乡变
迁的时代背景下，少年主人公来到县城上学的经历和
成长。刘东的《世界上没有真正的空房子》讲述高二少
年在家庭发生重大变故后的经历，围绕少年主人公与
家里的一套空置房子的关联展开故事，呈现了他的精
神成长。邓湘子的《像蝉一样歌唱》通过湘西南侗族村
寨少年的视线，呈现了侗乡大地上发生的变迁。诺亚

的《哑江》以湖南湘西
城镇为背景，呈现苗家
少年们的本色生存状
态与曲折多样的成长
历程。杨巧的《帽子男
孩》讲述十岁男孩的困
惑与自我蜕变，从校园

和家庭生活两方面同步展开故事，
力图深入孩子的内心世界。汪玥含
的《沉睡的爱》聚焦于校园中一个

“另类”少女的经历。王欢的《豆蔻
花苞满枝丫》讲述初中阶段的少女
少男同学的情愫萌动与心理成长，
尤其在中考冲刺阶段的难忘经历，
是花季和雨季的青春叙事。

二是生活逆境中的成长叙事。
黄春华的《我和小素》讲述特殊时期
的少女主人公的特殊经历和精神成
长。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斗
中，亲情、友情和扶助之情从未缺
失，逆境中的少女重获新生。张国
龙《麻柳溪边芭茅花》的主人公是
生活在川北小山村里的少年兄妹，
他们历尽磨难，仍然顽强成长。王
一梅的《合欢街》讲述江南小镇的
童年故事，少女主人公遭遇了生活
的困境，妈妈由于家庭矛盾而带着
女儿离家出走，过着居无定所的流
离生活，走出这黯淡失色的童年时
光才能健康成长。张祖文的《寻找
特潘塔》讲述一位藏家女孩在生活
困境中的成长故事，呈现了藏地生
活场景和藏家女孩面对困扰疑难
坚韧成长的心路历程。余闲的《三
十六只蜂箱》讲述的是发生在大山
深处、悬崖之上的彝族村落的巨变
故事。

三是表现传统民族文化，包括
非物质文化和物质文化的童年叙
事。彭学军的《建座瓷窑送给你》
讲述瓷都景德镇的童年时光。从
瓷板画到雕塑窑，游戏、打闹、竞争
都与特殊的瓷文化关联起来。懵
懂少知的童年如同瓷坯一般，能够
通过生活的窑火焙烧，变得光润、
华美、成熟。伍剑的《锔瓷》表现江
汉某城镇锔瓷手艺的传承，讲述少
年拜锔瓷师傅学艺的故事，通过表
现传统手艺人的职业道德操守、工
匠精神和民间智慧向民间文化精神
致敬，成为富有民族文化精神的童
年叙事。小河丁丁的《糊粮酒·酒葫
芦》讲述西峒小镇少年和家人自酿
糊粮酒的故事，是历史悠久、工艺独
特的文化传承。

四是红色叙事和军旅叙事。张品成的《最后的比
分》根据一张真实的落款于1933年历史照片，回溯了
发生在80多年前的红军往事。故事集中讲述了红军
时代的两场“赛事，”一场是发生在红军学校足球队和
中央联合足球队之间的足球赛；另一场是关于“主义”
即“信仰”的比赛。与此相映成趣的是裘山山的《雪山
上的达娃》，作为军旅题材的现实主义叙事，小说讲述
在西藏边境小镇亚东，发生在幼犬“达娃”与年轻的边
防战士之间的故事，军犬的成长之路与青年军人在雪
域高原为国守关的经历并行，是带有惊险色彩的军旅
叙事作品。

五是关于“人与自然”主题的宏大叙事。徐鲁的《追
寻》取材于当代中国科学家的真实事迹和相关活动，依
托现实之真，讲述了一个关于追寻和考察以白鳍豚为代
表的珍稀地球生命的动人故事。主人公包括科考队成
员及相关研究者、湖区志愿者和少年参与者，他们在极
具变化和挑战的时代背景下展开的卓绝行动，通过生动
形象的少年文学叙事呈现出来，具有极其重要的有关科
学教育、生命教育和地球博物学思想教育的认知价值。
刘虎的《高原水怪》通过三代科学研究者的探索、质疑与
现场求证历程，讲述了一个由此及彼、柳暗花明、迂回深
入的探寻自然之谜和求索事实真相的故事，为青少年读
者呈现科学发现之美和构想揭秘之艺术魅力。董宏猷的
《鬼娃子》运用“梦幻现实主义”的叙事手法进行开拓创
新，将时代的发展与变迁、社会转型期出现的发展经济与
保护自然环境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等紧密联系起来，为少
年读者拓展了博物学认知资源。此外，彭绪洛的纪实性
少年探险叙事系列《我的探险笔记》记述作者锲而不舍、
持之以恒的历险探索，为少年儿童奉献了充满阳刚之气
的有益精神食粮。

放眼当下世界儿童文学创作，作家创作的作品更趋
向于映射时代的焦虑和对未来的拷问。就儿童与青少
年幻想叙事而言，从“爱丽丝”系列小说、《魔戒传奇》《纳
尼亚传奇》到《黑暗物质》《哈利·波特》《饥饿游戏》，再到
《赐予者》《分歧者》《迷宫行者》《巧克力战争》《暮光之城》
等，作家创作了格调更加黯淡、警示性更加突出的幻想叙
事作品。当今世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人类社会
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严峻挑战。儿童文学作家要思考
的是如何为年轻一代传递深厚的思想资源、文化资源和
人生智慧，让今天的孩子们面对当今世界的严峻挑战；
如何引导他们直面未来的不确定性，有意识地为儿童和
青少年增强危机意识，在认知能力、应变能力、情感审美
接受和道德教育等方面获得健康充实的发展，进而有能
力、有智慧去发现和解决困扰人类生存发展的
各种现实问题。

中国童年的故事中国童年的故事、、艺术与精神艺术与精神
——对话近五年原创图画书发展现状与趋势对话近五年原创图画书发展现状与趋势 □□赵赵 霞霞 教鹤然教鹤然

新时代新时代
新篇章新篇章

迎接第十次全国作代会

原创图画书的全面发展原创图画书的全面发展

教鹤然教鹤然：：近年来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插画家和越来越多的插画家和
儿童文学作家介入原创图画书的创作儿童文学作家介入原创图画书的创作，，图图
画书创作与出版的国际合作更为频繁也更画书创作与出版的国际合作更为频繁也更
趋成熟趋成熟，，艺术观念与创作水平也不断提升艺术观念与创作水平也不断提升，，
能否谈谈你对近五年来原创图画书发展状能否谈谈你对近五年来原创图画书发展状
况的总体看法况的总体看法？？

赵赵 霞霞：：这些年来这些年来，，原创图画书的发展原创图画书的发展
是全方位的是全方位的，，从观念到技法从观念到技法，，从插画到文从插画到文
字字，，从创作到批评从创作到批评，，从出版到阅读从出版到阅读。。五年间五年间，，
我们见证了原创图画书在这些方面的进一我们见证了原创图画书在这些方面的进一
步拓展与提升步拓展与提升。。在在创作创作、、批评与出版领域批评与出版领域，，
图画书作为一种文图合作叙事艺术的观图画书作为一种文图合作叙事艺术的观
念日益普及念日益普及；；与之相应的是图画书图文叙与之相应的是图画书图文叙
事探索的不断精进事探索的不断精进。。原创图画书的文字和原创图画书的文字和
插画作者以及出版人的队伍都在持续扩插画作者以及出版人的队伍都在持续扩
大大，，出现了一批具有艺术光彩和代表性的出现了一批具有艺术光彩和代表性的
作品作品。。同时同时，，原创图画书的题材原创图画书的题材、、体式体式、、面面
貌貌、、趣味趣味、、风格等风格等，，也都变得更加丰富和迷也都变得更加丰富和迷
人人。。一些影响力逐渐加大的原创图画书奖一些影响力逐渐加大的原创图画书奖
项在历届评选的积累和沉淀中进一步走项在历届评选的积累和沉淀中进一步走
向成熟向成熟，，同时出现了更多面向原创图画书同时出现了更多面向原创图画书
的奖项的奖项、、赛事赛事、、展览等展览等。。这些都是原创图画这些都是原创图画
书事业全面推进的体现书事业全面推进的体现。。

原创图画书有其自身悠久的插图故原创图画书有其自身悠久的插图故
事艺术传统事艺术传统，，但这些年来但这些年来，，无疑受到西方无疑受到西方
图画书传统与艺术的强大影响图画书传统与艺术的强大影响。。新世纪以新世纪以
来来，，国外图画书的译介引进在中国读者眼国外图画书的译介引进在中国读者眼
前展开世界图画书艺术丰富的经验和景前展开世界图画书艺术丰富的经验和景
观观。。其积极作用大家有目共睹其积极作用大家有目共睹，，但它同时但它同时
可能也带来了某种可能也带来了某种““影响的焦虑影响的焦虑””。。我参加我参加
过几次图画书的评奖过几次图画书的评奖，，看到过不少在构看到过不少在构
思思、、插图等方面明显模仿域外图画书的作插图等方面明显模仿域外图画书的作
品品。。面对遽然大开的艺术门窗面对遽然大开的艺术门窗，，原创图画原创图画
书的发展必然不可避免地要经历带有模书的发展必然不可避免地要经历带有模
仿性的学习仿性的学习与借鉴阶段与借鉴阶段。。近五年原创图画近五年原创图画
书的发展书的发展，，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图画书努力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图画书努力
直面直面、、冲破焦虑冲破焦虑，，探寻和开辟自身艺术道路探寻和开辟自身艺术道路
的重要进程的重要进程。。一方面一方面，，经过几十年的学习和经过几十年的学习和
探索探索，，中国图画书正在进一步融入世界图中国图画书正在进一步融入世界图
画书的艺术河流画书的艺术河流，，另一方面另一方面，，它也以其不断它也以其不断
彰显的原创力与艺术个性彰显的原创力与艺术个性，，逐渐成为世界逐渐成为世界
图画书舞台上一个独特的身影图画书舞台上一个独特的身影。。

教鹤然教鹤然：：近五年中国原创图画书的发近五年中国原创图画书的发
展展，，哪些方面最令人印象深刻哪些方面最令人印象深刻？？

赵赵 霞霞：：一是图画书艺术生态的多样一是图画书艺术生态的多样
化化。。近五年来的原创图画书近五年来的原创图画书，，几乎向我们展几乎向我们展
示了当代图画书可能的艺术全景示了当代图画书可能的艺术全景：：童趣的童趣的、、
哲思的哲思的、、幽默的幽默的、、深情的深情的、、知识的知识的、、文化的文化的、、
游戏的游戏的、、操作的……这种美学趣味和面貌操作的……这种美学趣味和面貌
的多样化的多样化，，本身即是文学和艺术走向成熟本身即是文学和艺术走向成熟
的一个基本标志的一个基本标志。。有些类型有些类型，，比如知识类图比如知识类图
画书画书，，并不是原创图画书中较早受到关注并不是原创图画书中较早受到关注
的类型的类型，，但在近些年获得了重要的进步和但在近些年获得了重要的进步和
发展发展。。从世界范围来看从世界范围来看，，凡是图画书传统深凡是图画书传统深
厚的国家和地区厚的国家和地区，，都很重视知识类图画书都很重视知识类图画书
的创作与出版的创作与出版。。从从20122012年到年到20182018年年，，我曾我曾
三次参加在意大利博洛尼亚举办的童书三次参加在意大利博洛尼亚举办的童书
展展，，在那里看到了大量富有创意在那里看到了大量富有创意、、极为卓越极为卓越
的知识类图画书作品的知识类图画书作品，，印象非常深刻印象非常深刻。。令我令我
感到高兴的是感到高兴的是，，近年来近年来，，原创图画书领域出原创图画书领域出
现的现的《《一条大河一条大河》《》《中国地图中国地图：：跟爸爸一起去跟爸爸一起去
旅行旅行》、》、““小小旅行家小小旅行家””等人文地理知识类作等人文地理知识类作
品品，《，《这就是二十四节气这就是二十四节气》》等传统文化知识等传统文化知识
类作品类作品，，““我的日记我的日记”“”“章鱼先生有办法章鱼先生有办法”“”“点点
虫虫虫虫””系列等趣味生物知识类作品系列等趣味生物知识类作品，，““奇妙奇妙
的人体科普绘本系列的人体科普绘本系列””等生理知识类作品等生理知识类作品，，
让我们看到了这一原创图画书类型在借鉴让我们看到了这一原创图画书类型在借鉴
世界经验过程中的自我拓展与提升世界经验过程中的自我拓展与提升，，也让也让
我们对其未来有了更多的期待和想象我们对其未来有了更多的期待和想象。。

二是图画书图文叙事艺术的进一步拓二是图画书图文叙事艺术的进一步拓
展展。。由图画与文字共同构成的叙事话语由图画与文字共同构成的叙事话语，，
是图画书艺术表现的特性是图画书艺术表现的特性，，也是其艺术表也是其艺术表
现的长处现的长处。。这这些年来些年来，，原创图画书的图像原创图画书的图像
与文字都越来越具有共同的方向感和叙与文字都越来越具有共同的方向感和叙
事目标事目标。。这些年来这些年来，，原创图画书插画艺术原创图画书插画艺术
的总体进步大家有目共睹的总体进步大家有目共睹，，但更重要的但更重要的
是是，，在追寻在追寻绘画艺术层面的意义表达的同绘画艺术层面的意义表达的同
时时，，图画书插画的叙事意识也在不断加图画书插画的叙事意识也在不断加
强强、、凸显凸显，，这是原创图画书非常重要的艺这是原创图画书非常重要的艺
术拓展点术拓展点。。

三是原创图画书的国际化三是原创图画书的国际化。。中国图画中国图画
书创作与出版的国际合作模式渐趋成熟书创作与出版的国际合作模式渐趋成熟
和常态和常态，，世界童书界开始更多关注中国图世界童书界开始更多关注中国图
画书画书，，这是原创图画书发展的外围标志这是原创图画书发展的外围标志。。
从这个意义上说从这个意义上说，，原创图画书的发展在一原创图画书的发展在一
定程度上代表和带动了整个原创儿童文定程度上代表和带动了整个原创儿童文
学的发展学的发展。。图像语言是世界性的图像语言是世界性的，，相比于相比于
儿童文学的其他门类儿童文学的其他门类，，图画书的对外传播图画书的对外传播
与翻译有其特殊的优势与翻译有其特殊的优势。。这些年来这些年来，，原创原创
图画书的外译在悄然兴盛图画书的外译在悄然兴盛。。20202020--20212021年年
间间，，汪海汪海岚在英语世界翻译出版了岚在英语世界翻译出版了《《我是我是
花花木兰木兰》《》《云朵一样的八哥云朵一样的八哥》《》《爷爷的爷爷的1414个个
游戏游戏》《》《九千毫米的旅行九千毫米的旅行》》等多部中国原等多部中国原
创图画书作品创图画书作品，，接下来接下来，，原创图画书可能原创图画书可能
会成为中国儿会成为中国儿童文学对外翻译和传播的重童文学对外翻译和传播的重
要门类要门类。。

另一个与图画书发展有关的重要表征另一个与图画书发展有关的重要表征
是是，，原创图画书的读者群体在不断扩大原创图画书的读者群体在不断扩大，，它它
正在成为当代儿童文学最具全民性的文正在成为当代儿童文学最具全民性的文

体体。。越来越多的成人读者参与到图画书的越来越多的成人读者参与到图画书的
阅读中阅读中，，除了出于陪伴儿童阅读的目的除了出于陪伴儿童阅读的目的，，成成
人自人自己的阅读兴趣也在其中起着重要的己的阅读兴趣也在其中起着重要的
推动作用推动作用。。

图文叙事的艺术探索图文叙事的艺术探索

教鹤然教鹤然：：图画书图文合作叙事的独特图画书图文合作叙事的独特
表达方式是备受关注的讨论话题之一表达方式是备受关注的讨论话题之一，，能能
否更详细地谈一谈否更详细地谈一谈，，近五年来近五年来，，原创图画书原创图画书
在图文叙事的艺术探索方面有哪些重要的在图文叙事的艺术探索方面有哪些重要的
进展进展？？

赵赵 霞霞：：当代图画书作为一种引人注当代图画书作为一种引人注
目的现代童书样式目的现代童书样式，，其最特别的地方在于其最特别的地方在于，，
它以文字与图画的合作创造出了一种具有它以文字与图画的合作创造出了一种具有
丰富丰富、、独特表达力的儿童叙事艺术独特表达力的儿童叙事艺术。。尽管现尽管现
代意义上的图画书已经有百余年历史代意义上的图画书已经有百余年历史，，近近
一二十年间世界图画书艺术又有了很大的一二十年间世界图画书艺术又有了很大的
跨越和发展跨越和发展，，但我们还在不断领略其图文但我们还在不断领略其图文
叙事艺术可能带来的阅读震撼与惊喜叙事艺术可能带来的阅读震撼与惊喜。。这这
也是图画书会成为当下儿童文学创作与出也是图画书会成为当下儿童文学创作与出
版热点的重要原因版热点的重要原因。。

从从2020世纪世纪9090年代起年代起，，原创图画书努力原创图画书努力
吸收吸收、、学习现代图画书的图文叙事艺术经学习现代图画书的图文叙事艺术经
验验，，从近五年的发展来看从近五年的发展来看，，其图文叙事艺术其图文叙事艺术
的观念的观念、、技法等的进步与积累技法等的进步与积累，，已经到达某已经到达某
个阶段的艺术爆发期个阶段的艺术爆发期。。一是图文合作叙事一是图文合作叙事
的图画书观念在创作者的图画书观念在创作者，，包括文字作者与包括文字作者与
插画作者中的深度普及插画作者中的深度普及，，二是持续二是持续、、稳定地稳定地
出现了一批在图文叙事艺术方面具有代表出现了一批在图文叙事艺术方面具有代表
性的优秀原创图画书作品性的优秀原创图画书作品。。

教鹤然教鹤然：：早年间的图画书讨论曾呼吁早年间的图画书讨论曾呼吁，，
文字与插画在其艺术构成中应该是同步且文字与插画在其艺术构成中应该是同步且
相互塑造的相互塑造的。。近年来近年来，，这种图文的一体性是这种图文的一体性是
否在原创图画书中得到了更鲜明的体现否在原创图画书中得到了更鲜明的体现？？

赵赵 霞霞：：知名儿童文学作家介入图画知名儿童文学作家介入图画
书创作是新世纪以来原创图画书创作与出书创作是新世纪以来原创图画书创作与出
版界的一个现象版界的一个现象。。近些年来近些年来，，许多图画书的许多图画书的
文字作者开始深切意识到文字作者开始深切意识到，，由于图画书是由于图画书是
图画与文字共同合作叙事的艺术样式图画与文字共同合作叙事的艺术样式，，其其
文字文字叙事必然要同时考虑与图画叙事之叙事必然要同时考虑与图画叙事之
间的彼此留白与相互补充间的彼此留白与相互补充。。正是由于这种正是由于这种
图文之间的默契配合与巧妙合作图文之间的默契配合与巧妙合作，，才带来才带来
了图画书故事的特殊意趣了图画书故事的特殊意趣。。近五年来近五年来，《，《小小
黑和小白黑和小白》《》《柠檬蝶柠檬蝶》《》《下雪天的声音下雪天的声音》《》《水水
哎哎》《》《一颗子弹的飞行一颗子弹的飞行》《》《大象的旅程大象的旅程》《》《小小
老鼠的家老鼠的家》《》《那只打呼噜的狮子那只打呼噜的狮子》》等图画等图画
书书，，体现了文字与插图之间更为密切的交体现了文字与插图之间更为密切的交
往与互动往与互动。。

这一观念也带动着插画领域的新进这一观念也带动着插画领域的新进
展展。。近十年来近十年来，，原创图画书的插图艺术实原创图画书的插图艺术实
现了极大的拓展和丰富现了极大的拓展和丰富。。其中最重要的发其中最重要的发
展并非插画本身的艺术水平展并非插画本身的艺术水平，，而是插画家而是插画家
群体对于图画书的插图作为一种叙事语群体对于图画书的插图作为一种叙事语
言言、、而不仅是一种绘画形式的深入体认而不仅是一种绘画形式的深入体认。。
近年来近年来，，原创图画书的插图开始更多地思原创图画书的插图开始更多地思
考图像艺术的叙事潜能考图像艺术的叙事潜能，，探索如何用视觉探索如何用视觉
艺术的独特方式来讲艺术的独特方式来讲故事故事。。图画书的图像图画书的图像
叙事空间由此变得更为广阔叙事空间由此变得更为广阔、、丰富丰富、、多层多层。。
近五年来近五年来，《，《外婆家的马外婆家的马》《》《纽扣士兵纽扣士兵》《》《苏丹苏丹
的犀角的犀角》《》《大船大船》《》《什么都想要的兔狲什么都想要的兔狲》《》《小黑小黑
鸡鸡》《》《太阳和阴凉儿太阳和阴凉儿》《》《两个天才两个天才》》等原创图等原创图
画书画书，，无不在这些方面提供了珍贵的经验无不在这些方面提供了珍贵的经验
与探索与探索。。

““中国故事中国故事””的书写和思考的书写和思考

教鹤然教鹤然：：近五年来近五年来，，原创图画书领域在原创图画书领域在
““中国故事中国故事””的探索方面有什么样的突破的探索方面有什么样的突破，，
又存在哪些值得思考的问题又存在哪些值得思考的问题？？

赵赵 霞霞：：关于原创图画书如何讲述关于原创图画书如何讲述““中中
国故事国故事””的思考的思考，，始终伴随着图画书的当代始终伴随着图画书的当代
发展发展。。近五年来近五年来，，我们读到了我们读到了《《我是花木兰我是花木兰》》
《《六十六头牛六十六头牛》《》《猴子捞月猴子捞月》《》《大脚姑娘大脚姑娘》《》《漏漏》》
《《广陵散广陵散》《》《兰亭序兰亭序》《》《北冥有鱼北冥有鱼》《》《游园游园》》等改等改
编或借用中国传统歌谣编或借用中国传统歌谣、、民间传说民间传说、、文学经文学经
典资源的图画书作品典资源的图画书作品，《，《一条大河一条大河》《》《鄂温克鄂温克
的驼鹿的驼鹿》《》《大船大船》《》《打灯笼打灯笼》》等表现传统的地等表现传统的地
理理、、文化文化、、生活生活、、民俗等的作品民俗等的作品，《，《翼娃子翼娃子》》
《《脚印脚印》》等表现当下中国社会特定的儿童群等表现当下中国社会特定的儿童群
体及其日常生活的作品体及其日常生活的作品。。不论是朝向传统不论是朝向传统
文化文化、、民间故事还是当下童年生活的图画民间故事还是当下童年生活的图画
书创作书创作，，有一个特别值得关注和肯定的地有一个特别值得关注和肯定的地
方方，，即这种讲述和表达正从观念意识不断即这种讲述和表达正从观念意识不断
深入图画书的艺术本体深入图画书的艺术本体。。

用图画书的方式讲述用图画书的方式讲述““中国故事中国故事””，，首首
先应该聚焦图画书故事的艺术先应该聚焦图画书故事的艺术，，而后才有而后才有
可能成为被人可能成为被人们记住的们记住的““中国故事中国故事””。。刘洵刘洵
编绘的编绘的《《翼娃子翼娃子》》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它以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它以
图画书特有的表达力与表现力图画书特有的表达力与表现力，，把普通孩把普通孩
子的细小子的细小、、寻常寻常、、鲜活鲜活、、明亮的生活感觉明亮的生活感觉，，
一笔一笔地描摹出来一笔一笔地描摹出来。。在在它的图文之间它的图文之间，，
有着属于文学作品的独特的个体温度与有着属于文学作品的独特的个体温度与
深度深度。。同样同样，，黑鹤撰文黑鹤撰文、、九儿绘图的九儿绘图的《《鄂温鄂温
克的驼鹿克的驼鹿》》是一个鄂温克老猎人静是一个鄂温克老猎人静默如磐默如磐
的生活与世界的映像的生活与世界的映像，，生命与死亡生命与死亡、、挽歌挽歌
与与序曲奇妙地交织在一起序曲奇妙地交织在一起，，酝酿出某种厚酝酿出某种厚
重旷远的伤感重旷远的伤感。。黄小衡撰文黄小衡撰文、、贵图子绘图贵图子绘图
的的《《大船大船》》的核心是这艘船自身独有的生的核心是这艘船自身独有的生
命感觉命感觉，，从从梦想的童年到健行的壮年再到梦想的童年到健行的壮年再到
沧桑的暮年沧桑的暮年，，以及此后的重生以及此后的重生。。

教鹤然教鹤然：：当图当图画书的画书的““中国故事中国故事””书写书写

专注于故事本身的艺术专注于故事本身的艺术，，它在文化它在文化、、观念观念
等层面的所有意图等层面的所有意图，，才有可能得才有可能得到有效的到有效的
落实落实。。那么那么，，我们怎么理解我们怎么理解““中国故事中国故事””的内的内
涵和外延涵和外延？？

赵赵 霞霞：：思考图画书中的思考图画书中的““中国故事中国故事””，，
需要走出简单的题材决定论陷阱需要走出简单的题材决定论陷阱，，深入儿深入儿
童图画书故事艺术的肌理与精神童图画书故事艺术的肌理与精神。。这些年这些年
来来，，以中国古代神话以中国古代神话、、典籍等为蓝本的图画典籍等为蓝本的图画
书改编颇成潮流之势书改编颇成潮流之势，，不少作品的插图做不少作品的插图做
得非常精美得非常精美。。我认为我认为，，其中一些作品如能在其中一些作品如能在
儿童图画书特殊的故事性方面有更多成熟儿童图画书特殊的故事性方面有更多成熟
的思虑的思虑，，会使这样的探索在图画书艺术上会使这样的探索在图画书艺术上
走得更远走得更远。。郭振媛撰文郭振媛撰文、、朱成梁绘图的图画朱成梁绘图的图画
书书《《别让太阳落下来别让太阳落下来》，》，借用中国传统民间借用中国传统民间
工艺的色彩工艺的色彩、、造型等语言讲述一个具有现造型等语言讲述一个具有现
代感的幼儿童话故事代感的幼儿童话故事，，传统元素与故事的传统元素与故事的
色彩色彩、、氛围等巧妙融合氛围等巧妙融合。。

同时同时，，我们对我们对““中国故事中国故事””的理解也可的理解也可
以再宽广一些以再宽广一些，，不只指向那些与中国有关不只指向那些与中国有关
的典型象征符号的典型象征符号，，而是来自过去而是来自过去、、现在中国现在中国
大地上活泼泼地展开着的生活和文化中一大地上活泼泼地展开着的生活和文化中一
切有意义的价值与精神切有意义的价值与精神。。戴芸撰文戴芸撰文、、李星明李星明
绘图的绘图的《《苏丹的犀角苏丹的犀角》，》，讲述的是地理上与讲述的是地理上与
我们相隔遥远的非洲草原上最后一头北白我们相隔遥远的非洲草原上最后一头北白
犀的命运犀的命运。。尽管其题材乍看并无明显的中尽管其题材乍看并无明显的中
国元素国元素，，但透过这个故事得到表现的关切但透过这个故事得到表现的关切
与情怀与情怀，，恰恰传递出中国儿童文学恰恰传递出中国儿童文学、、中国童中国童
年乃至中国文化的一种重要精神年乃至中国文化的一种重要精神。。它是开它是开
放放、、阔大的阔大的，，对我们生存于其中的这个世界对我们生存于其中的这个世界
充满诚挚的同情与关怀充满诚挚的同情与关怀。。广义地看广义地看，，它也应它也应
该是今天原创图画书致力于书写的中国故该是今天原创图画书致力于书写的中国故
事的重要构成部分事的重要构成部分。。

儿童视角的发掘与童年精儿童视角的发掘与童年精
神的建构神的建构

教鹤然教鹤然：：儿童图画书的一切技艺和内儿童图画书的一切技艺和内
涵涵，，最终通往的应该是如何准确地呈现儿最终通往的应该是如何准确地呈现儿
童视角和儿童经验童视角和儿童经验，，以及如何理解以及如何理解、、影响影响、、
塑造现实中的儿童塑造现实中的儿童。。近五年来近五年来，，原创图画书原创图画书
在这方面有哪些富于意义的拓展在这方面有哪些富于意义的拓展？？

赵赵 霞霞：：近年来近年来，，原创图画书领域持续原创图画书领域持续
出现了一批在儿童视角的呈现和儿童理解出现了一批在儿童视角的呈现和儿童理解
的表达方面令人惊喜的作品的表达方面令人惊喜的作品。《。《溜达鸡溜达鸡》《》《好好
想好想吃草莓想好想吃草莓》《》《我用我用3232个屁打败了睡魔个屁打败了睡魔
怪怪》《》《小美的记号小美的记号》《》《嗷呜嗷呜！！嗷呜嗷呜！》《！》《了不起的了不起的
罗恩罗恩》《》《明天见明天见》《》《外公的包里有什么外公的包里有什么》》等作等作
品品，，不但以其对于儿童视角独特性与趣味不但以其对于儿童视角独特性与趣味
性的生动表现令人印象深刻性的生动表现令人印象深刻，，也以作者对也以作者对
童年的理解童年的理解与洞察与洞察，，把我们带向童年经验把我们带向童年经验
和情感世界的更深地带和情感世界的更深地带，，走进童年感觉和走进童年感觉和
生活的微小角落生活的微小角落，，体味其中的生动与丰体味其中的生动与丰
富富。。现实与想象的对位间现实与想象的对位间，，我们会去重新我们会去重新
思考童年时代眼中的思考童年时代眼中的““看见看见””和和““存在存在””。。在在
这些作品里这些作品里，，我们看到了对待儿童的一种我们看到了对待儿童的一种
特别重要的当代态度特别重要的当代态度，，既充分看见儿童之既充分看见儿童之

““小小””，，又始终以平视的尊重和温暖又始终以平视的尊重和温暖的同情的同情
理解理解、、对待这个小小的孩子对待这个小小的孩子。。

教鹤然教鹤然：：所以所以，，图画书中的儿童视角和图画书中的儿童视角和
儿童观念儿童观念，，反映的不只是我们对儿童的看反映的不只是我们对儿童的看
法法。。一种准确生动一种准确生动、、体察入微的儿童视角体察入微的儿童视角，，
背后也会隐藏着一个理解孩子背后也会隐藏着一个理解孩子、、热爱孩子热爱孩子
的成人视角的成人视角。。

赵赵 霞霞：：是是的的，，图画书的儿童视角绝不图画书的儿童视角绝不
仅仅是简单地模仿孩子的视角仅仅是简单地模仿孩子的视角，，而是包含而是包含
了作者对儿了作者对儿童及其生活世界以及它们蕴童及其生活世界以及它们蕴
含的童年精神的审美发掘与建构含的童年精神的审美发掘与建构。。这些年这些年
来来，，原创图画书在童年原创图画书在童年精精神的理解和表神的理解和表
现方面抵达了新的高度现方面抵达了新的高度。。尤其是那些在尤其是那些在
自然朴素的儿童生活叙自然朴素的儿童生活叙述中述中传递出童年传递出童年
情感独特的丰饶深厚与意味深长的作品情感独特的丰饶深厚与意味深长的作品。。
比如史雷撰文比如史雷撰文、、马鹏浩绘图的马鹏浩绘图的《《小熊小熊，，快快
跑跑》，》，在充满张力和留白的图文叙说中在充满张力和留白的图文叙说中，，不不
露声色地传达出单纯而深厚的童年情感露声色地传达出单纯而深厚的童年情感，，
照亮照亮、、升华了童年最日常的升华了童年最日常的““喜欢喜欢””。。贾玉贾玉
倩与张展合作的图画书倩与张展合作的图画书《《抓流星抓流星》》也体现也体现
了相近的意趣与了相近的意趣与精神精神。。我认为我认为，，童年的视童年的视
角和情感在这样的表现中得到了有深度角和情感在这样的表现中得到了有深度
的呈现的呈现，，也得到了更丰富的建构也得到了更丰富的建构。。

图画书是非常重要的图画书是非常重要的““看看””的艺术的艺术。。一一
本图画书的儿童观念本图画书的儿童观念，，一定同时生动地体一定同时生动地体
现在那些视觉可见的形象中现在那些视觉可见的形象中。。一本图画书一本图画书
以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对待儿童以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对待儿童，，不但体不但体
现在文字上现在文字上，，也一定同时体现在画图中也一定同时体现在画图中。。除除
了色彩了色彩、、线条线条、、明暗明暗、、节奏节奏、、风格等基础的绘风格等基础的绘
画要素画要素，，图画选择和呈现一切对象的观看图画选择和呈现一切对象的观看
视点视点，，它为读者安排和提供的认同位置它为读者安排和提供的认同位置，，无无
不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出儿童在图画故事以不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出儿童在图画故事以
及作者心里所处的位置及作者心里所处的位置。。图画书的图画不图画书的图画不
仅关乎绘画的技术仅关乎绘画的技术，，它还跟绘者的儿童观它还跟绘者的儿童观、、
儿童文学观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儿童文学观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这是这是
其有别于一般绘画艺术的重要特点其有别于一般绘画艺术的重要特点。。

近五年来近五年来，，原创图画书的插图水平原创图画书的插图水平、、对对
文图文图关系的认识与理解均获得了重要的关系的认识与理解均获得了重要的
进展进展，，如何进一步思考图像中的儿童观如何进一步思考图像中的儿童观，，
如何让图像与文字一如何让图像与文字一
起更充分地参与到表起更充分地参与到表
现现、、传达传达、、塑造当代儿塑造当代儿
童观念与童年精神的童观念与童年精神的
艺术创造实践中艺术创造实践中，，仍仍
然是值得深入探讨的然是值得深入探讨的
课题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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