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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 讯

慕尼黑《图书城堡》刊文介绍中国儿童文学30年

当代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愈来愈引

起国际儿童文学界同行的好奇和关注。近

期，在德国出版的《图书城堡》杂志，发表了

浙江师范大学方卫平教授应该刊约请撰写

的长篇英文专稿《中国儿童文学三十年：

1980年代以来的历史概貌》。该文点面结

合，在当代中国社会经济、文化、文学变迁、

发展的广阔背景上，对30余年来的中国儿

童文学发展历程，做了独到的描述和分析。

方卫平认为，上世纪80年代是一个充

满了文学的纯粹性和恭敬感的年代，我们

可以用“艺术实验”、“新作家”、“短篇作品”

这样一组关键词来概括那个激情四射的年

代。而从90年代初期开始，当代儿童文学

所赖以生存的社会生活环境又发生了新的

深刻变化，其主要表现是，市场经济和商业

化时代的到来，使以市场、商业价值取向为

主导的生活发展力量，在一定程度上打击

了纯粹的文学写作及其生存空间。儿童文

学逐渐进入一个艺术与市场、作家与读者、

文学价值与商品价值相互交锋、碰撞、包

容、妥协的时代。方卫平指出，进入21世

纪以来，中国儿童文学出版、发行、传播的

市场环境进一步形成。

如果说90年代的儿童文学还只是在

市场经济的环境里小试身手的话，那么，近

年来市场对于儿童文学发展的影响和左

右，就已经成为了一个必须应对的巨大的

生存现实。此外，中国儿童文学还同样面

临着一些来自其他方面的困扰和压迫，例

如以数字电视、互联网、手机等为代表的新

媒介的大规模普及，使相当一部分少儿读

者的阅读时间被剥夺；中小学普遍存在的

应试教育，也常常使许多孩子疲于应付各

类繁重的作业和考试。

文章进一步指出，出人意料的是，在经

过了若干年的犹疑、惶恐和摸索、努力之

后，近十余年来中国儿童文学的创作、出

版、发行却进入了一个十分风光的时期。

许多报道都宣称，在近年来图书市场整体

增长缓慢的情势下，童书包括儿童文学的

出版、发行却逆势上扬。方卫平在文章中

从社会经济文化、出版传播、阅读推广、儿

童文学的历史积淀与现实发展等角度，深

入分析了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出版繁荣

发展的深层次原因。

在对30年中国儿童文学发展进行整

体勾勒分析的同时，该文还结合一些历史细

节和个案支撑文中的观点。文中涉及了数

十位四代中国儿童文学的作家及其作品。

《图书城堡》是慕尼黑国际青少年图书

馆主办的学术年刊。该馆是1940年代二

战结束后建立、当今世界上规模、影响最

大的青少年图书馆。自 2009 年以来，方

卫平也是该馆编撰的权威的《白乌鸦书

目》中文书目推荐专家之一。据悉，应中

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约请，方卫平

教授正在撰写一部向国外读者介绍中国

当代儿童文学的学术著作。

（洪妍娜）

好书精读

吴然吴然《《独龙花开独龙花开》：》：

15年前，我到云南工作，有幸结识了一大批

云南本土优秀的文艺家，儿童文学作家吴然就是

其中一个。

在我印象中，吴然为人谦和，为文唯美，瘦小

的身材却蕴藏着很大的文学能量。据我所知，在

曾经被外界赞誉为“崛起的新山脉”的云南“太阳

鸟”儿童文学作家群中，吴然是其中坚持时间最

长、创作成绩最丰、社会影响最广、发挥作用最大

的本土儿童文学作家。他集儿童文学作家、批评

家、编辑家于一身，迄今已经创作出版了40多部

儿童文学作品，并先后 3次获得儿童文学最高

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以及以宋庆龄、冰心、陈

伯吹等命名的儿童文学奖。多年来，吴然以自己

的慧心和定力、毅力、判断力，深深影响了后来的

云南儿童文学创作群体。因此，他被称为“云南儿

童文学提灯人”。

与作品丰厚、获奖众多这些成绩相比，更让人

羡慕称道的是，吴然还是拥有读者最多的作家之

一——“有小学的地方，就有他忠实的读者”。吴

然是作品入选课本最多的作家之一，他创作的《珍

珠泉》《一碗水》《走月亮》《我们的民族小学》《新年

礼物》等入选各种语文课本，影响了数代学生。据

统计，吴然先后有近70篇次作品，入选国内和海

外各种语文教材，他也被称作“语文书里的名

家”，这同样是一个了不起的称号。

就是这样一位成就卓著、年逾古稀的作家，在

2017年新年到来的时候，又为青少年读者奉上了

一份“新年礼物”——长篇纪实儿童文学《独龙花

开》。翻开这部沉甸甸的新书，我首先看到的是老

朋友吴然精神矍铄、笑容灿烂的照片，让我感到非

常欣慰；又读到他清泉般自然流畅、清新亲切、常

读常新的美文，我仿佛循着吴然的笔端，再一次走

进了世所罕见的独龙江，再一次领略了那里最独

特、最神奇、最迷人的奇山异水、人文风光。

说实话，刚拿到书时，看到书名，我是有一点

诧异的：《独龙花开》——“独龙花”是一种什么花

呢？我当然知道，由于独龙江峡谷地理位置特殊、

雨水丰沛，有着高原立体垂直型气候等特点，那里

一年四季花开不断。那么，吴然到底是要写独龙

江峡谷里哪一种鲜花呢？从翻开书本：“奔跑的独

龙江不睡觉，夜里照样流着，波浪追赶着波浪，又

唱又跳。清晨，白而蓝的雾气在江面上飘飞着，在

给独龙江洗脸呢。”到合上书页：“啊哟哟啦哟……

我们是独龙兰卡的孩子，我们是独龙木利的儿女，

有梦想就有希望哎，有梦想就有希望哎……”我终

于明白，吴然要书写的独龙花，是所有花中最绚丽

的那一朵——她是童稚之花、笑靥如花，也可以

说，是教育之花、文明之花、未来之花，是一个由原

始社会直接过渡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直过民

族”，在艰难曲折的探索中，找到自己走向幸福未

来的光明之花、希望之花、追梦之花。

这样来看，《独龙花开》从独龙江边最早的一

所巴坡小学写起，从独龙族第一个识字少年孔志

清写起，从孔志清拜在孔子牌位之前、得赐汉语名

字写起，到以新一代独龙孩子“小小梦之队”融入

六朝古都西安、融入到现代化的“姚基金”篮球竞

技比赛中，收束全篇，全书这样的谋篇布局，就绝

非偶然。我觉得，吴然选取了一种寻找足迹的写

法，他数次踏访、深扎现场，触摸独龙江奔跑的脉

搏和心跳，倾听独龙江流淌的故事和歌谣，在独龙

江边仔细打量和寻找一个又一个脚印，寻找那些

可能被历史尘埃遮蔽了的、被江水浪花打湿了的、

被族群记忆稀释淡忘了的一个个脚印。在吴然看

来，恰恰是这些脚印窝儿里，保留了一个民族的古

歌长调，农耕狩猎、婚丧嫁娶、日常起居，保留了那

些最鲜活的、毛茸茸的生活细节。这些细节里，既

包含着独龙族勤劳的美德、善良的秉性、坚强的隐

忍、倔强的抗争，也隐藏着因循守旧、愚顽狭隘的

某些积习。有一些传统，需要在扬弃中继承，有一

些文化，需要在辨析中赋予新的审美含义。

心细如发又独具慧眼的吴然，不仅找到了那

些脚印，富有质感地审视描摹了那些脚印，还用他

特有的珍珠般灵动光泽的文字，将这些脚印连缀

起来，它正好完整清晰地记载了一个“少小民族”

从化外之地，从蒙昧之境，通过数代人坚持不懈地

呵护文明火种、发展民族教育，融入到中华民族大

家庭、融入到现代文明历史进程的全过程。因此

可说，吴然的《独龙花开》既是对一个“直过民族”

走向现代文明进步过程的深情礼赞，也赋予了文

本丰富多义的思想内涵和审美意义，是当下纪实

类儿童文学长卷创作独特而重要的新收获。

说到长卷，我不由得想起，吴然过去的创作，

基本是以短章为主。我知道，他为多个民族创作

过难以计数的精美的儿童文学作品，他怎么会在

古稀之年，为一个人口总数特别少、进入到公众视

野的时间也特别晚的独龙族，专门写这样一本大

书呢？我猜想，大约有两个原因，一是吴然对独龙

族持续关注的时间特别长。如果从他2007年在

《人民日报》发表第一篇关于独龙族的散文《巴坡

小学》算起，已经有10年；从他抵近独龙江采访却

因大雪封山被阻于贡山县的1985年算起，则已经

过了32年；更早，吴然读到冯牧的《滇云揽胜记》，

读到其中记写独龙族学校和江上索桥的文章，就

让吴然对独龙江心向往之——如果从那时算起，

则有近40年。坚持写作，在吴然人生经历中，有

半个多世纪。而持续关注独龙江，在他心灵一隅，

就占据了整整40年，这是何等的执著！

另一个原因，作为一部纪实作品，《独龙花开》

是记写一个民族成长的故事，她交织着无数大人

和孩子成长的身影。承载成长的重大主题，需要

相应的篇幅体量。成长与追梦，让沧桑的独龙江

沿岸这一方神奇土地，焕发出年轻朗亮的光彩。

而成长，不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

开”，它注定是漫长的、复杂的，有时候还可能是曲

折的——比如书中写到一个细节：当大雪封山前

夕，来自独龙江、就读于贡山学校的几十个独龙族

孩子，一夜之间突然失踪了。如果不能及时找回

这些孩子，就意味着至少半年时间，这些孩子将处

于失学状态——而且将可能永远远离现代学校教

育，回归到同祖祖辈辈一样的自然人，去过日出而

作日落而息的日子。这个细节的意味特别丰富，

它折射出现代文明与古老传统的冲突和较量，也

表现出独龙孩子特有的心机和狡诈——他们事先

算定了大雪封山的时间，踩着这个节点企图“胜利

大逃亡”，但他们却漏算了以老县长高德荣为代表

的独龙人坚定走现代文明发展道路的勇气和决

心。最后，从绵延上百公里的深山峡谷散居村落

里，孩子们被一一找到、送回，文明战胜了蒙昧，前

进战胜了倒退。而这个故事本身，却又是那么的

丰富多义，耐人寻味，而且还充满着让人忍俊不禁

的喜剧意味。

近些年，我对儿童文学创作也屡有尝试，写作

出版了《江贡》《小活佛》《我的高僧表哥》等一些作

品。我深知，儿童文学创作看似简单，深入堂奥，

才知道其中的学问高深，艰辛不易。儿童文学可

以说是浅而不浅，简而不陋——它既要你明白如

话，又要你丰赡厚重；既要你惜墨如金，又要你计

白当黑……总之，儿童文学是易学难精，要想成

为其中的高人，则需要勤奋外加天分。在我看

来，吴然算得上是其中之一。他的《独龙花开》，

以儿童视角的曼妙美文，书写出了“少小民族”文

明进步的真切轨迹，为我们描绘出了丰饶动人的

文学风景。

《独龙花开》开口很小，开掘很深；看似稚拙，

实为高妙。吴然在选材和剪裁、叙事和写人、提炼

和开掘等方面，既超越了自己以往的创作成就，也

为纪实类儿童文学文体树立了一道新的标高。

■插图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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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然，1945年生，云南人，现居昆明。云南省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

员会副主任、昆明儿童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出版有散文集《天使的花

房》《牵手阳光》《吴然经典美文》《散文向你微笑》等40多部。多篇作品

入选多种版本的中小学语文教科书。

■短 评

芒花飞舞，万物有灵
□徐 鲁

王勇英是年轻一代儿童文学

作家中的实力派人物，是一位水静

流深的作家。她有自己坚实的生

活根基和志存高远的创作追求。

这些年来，她潜心于西南边陲芒花

飞舞、稻花飘香的乡土上，从容地

书写着自己的乡土童年，书写着具

有浓郁的客家地域文化气息和民

间神话风味的儿童小说、童话和散

文，不仅写得多，更重要的是写得

美、写得好。

王勇英的作品让我想到了沈

从文和他笔下的湘西乡土故事，

想到了散文家苇岸所说的“乡村

永恒”以及屠格涅夫一再说到过

的“只有在乡村中才能写得好”的

合理性。是的，对王勇英来说，也

许真的是“只有在乡村中才能写

得好”。

法国女作家乔治·桑的传记里有个细节：1839年秋

天，乔治·桑离开诺昂回到巴黎后，不时想起她在诺昂犁

过的那些田地，想起休耕地边的那些胡桃树，禁不住叹

息说：“没什么好说的，生为乡下人，根本适应不了城市

的喧哗，还是家乡的泥土美啊！”不知道王勇英是否也有

过这样的感叹，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她写得最好的作品

还是她的乡土童年故事。她的丰盈而质朴的乡村童年生

活经验积累，她对自己乡土上的一草一木、山山水水的爱

与知，是别的儿童文学作家所不具备的。她的乡土童年

写作，也为文学评论家们提供了一个很独特的研究案

例。“乡土童年”，也许就是王勇英今后会不断地、重复书

写的“同一本书”。这本书，换了别人也许是写不了的，或

者说，即使能写，也不会写得这么好。

王勇英近期的小长篇《雾里青花泥》并非完美无瑕，

例如在结构上，不断的“闪回”和回忆反而使故事变得支

离，不流畅；还有故事情节上有时过于“巧合”，一定程度

上削弱了真实的力量。但从整体上看，这仍然是一部写

得很美的作品，承续了王勇英乡土童年书写的一贯风

格，尽显了她在这个题材领域的“强项”。

小说写出了质朴、善良的人性之美。故事的背景是

云南高黎贡山脚下、怒江大峡谷中的丙中洛雾里村，一

个望得见千年雪山、传说中有十大神山守护的云雾缭绕

的小山村。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远离了繁华和喧嚣的、

物欲横流的都市，保持着单纯、质朴和善良无私的美

德。无论是心地单纯、明亮得像一朵早晨的野花一样的

小女孩青麦子，还是善良无私、一生悲苦地守望着心中

的那份痴爱，有着菩萨心肠的青巾老妈……从这些人物

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熠熠闪光的人性之

美，感受到了人间的真情与大爱的力量。

美好的故事，总能给人们带来光明和幸福。王勇英

写的虽然是一部带有边疆地域特色

的小说，却也是一个真正的“中国故

事”，故事里传达出了中国传统伦理

中的善良无私的道德与情怀，表现了

中华民族渴望光明、追求幸福的美好

的价值观。这种明亮向上的价值观，

相信无论是处在什么文化背景下的

人们，都能够认同和接受。所谓“越

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

《雾里青花泥》是一部“在幽微处

发现美善、在阴影中看取光明”的作

品。小说写出了万物有灵、互为依存

的自然之美。故事发生的地方雾里

村，就像一个不为人知的“世外桃

源”，是一个呦呦鹿鸣、芒花飞舞、万

物有灵且美的地方。这部小说实际

上有两条线索、两组主人公：一组是

青麦子、青巾老妈、赤赤大叔等人物；

另一组是青花泥、青果、青石、青牛、

青叶和飞雪等动物。以青花泥为代表的狗狗们的生命，

被赋予了一个美丽的、带有童话色彩的雪狼传说的背

景。它们拥有自己的灵性、尊严和善恶感。在故事里，

青花泥家族三代的生命，与青巾老妈、青麦子的命运不

离不弃、息息相关、亲情怡怡，让我们感受到了人与动

物、人与大自然之间互敬互爱、相濡以沫、相互依存的和

谐关系。

小说里用了大量笔墨，描写了狗狗们的生活细节和

同样善良、美好、无私的灵性。因此，可能有的读者也会

把这部小说当作动物小说来看待。王勇英写狗狗们的

生活细节、乃至它们的心理和情感时，也确实采用了动

物小说和童话的笔法，融入了很多的想象与虚构。但是

也写得很美，合情合理，富有感染力。

此外，小说还写出了一种山青水秀、芒花飞舞的乡

土之美。故事背景并非作者的家乡广西乡村，但是作者

满怀着对祖国大地山河的热爱之情，在书中用散文和散

文诗的笔调，写出了一种令人向往的“世外桃源”般的田

园之美。雾里村是一个充满神秘色彩、深藏在雪山峡谷

之间的田园小村。大自然赐给这片乡土以雪山、森林、草

甸、峡谷、野花和各种生灵，赐给了这片乡土以清泉、木

楼、火塘、青稞、背篓和各种青菜瓜果，人类在这里与它们

和谐相处，共享祥和、宁静、亲善和风风雨雨。

故事的主人公青麦子即使找到了自己的爸爸妈妈，

看见了光明，但是最终还是毅然决然地离开大城市，重

新回到了雾里村。这片乡土，被作者赋予了一种如同

“香格里拉”式的理想色彩。青麦子的回来，似乎也是作

者的一种象征与暗示：一旦你在这片乡土上生活过，或

者来到过这里，你就再也离不开它，它不仅是你望得见

的山、看得见的水、听得见的狗吠与鸟鸣，更是你记得

住、忘不了的乡思和乡愁。

书写书写““直过民族直过民族””文明进步的美文华章文明进步的美文华章
□□丹丹 增增

吴吴 然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