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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童年的广袤与深厚走进童年的广袤与深厚

当代儿童文学的艺术发展正面临新节点当代儿童文学的艺术发展正面临新节点，，这这

个节点与当代中国社会急遽变迁而空前多元的现个节点与当代中国社会急遽变迁而空前多元的现

实密切相关实密切相关。。或许或许，，历史上很少有像今天的中国历史上很少有像今天的中国

这样这样，，孕育孕育、、生长着如此辽阔生长着如此辽阔、、丰繁丰繁、、复杂的童年生复杂的童年生

活现实和故事活现实和故事，，它是伴随着技术和文化现代性的它是伴随着技术和文化现代性的

非匀速演进而形成的社会分化和差异图谱的一部非匀速演进而形成的社会分化和差异图谱的一部

分分，，其非统一性程度远超我们的想象其非统一性程度远超我们的想象。。这些年来这些年来，，

对这一复杂现实的认识从各个方面溢出传统童年对这一复杂现实的认识从各个方面溢出传统童年

观的边界观的边界，，不断冲击不断冲击、、重塑着我们对重塑着我们对““童年童年””一词的一词的

基本内涵与可能面貌的理解基本内涵与可能面貌的理解。。

由第十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参评和获奖由第十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参评和获奖

作品来看作品来看，，以文学的笔墨追踪以文学的笔墨追踪、、记录记录、、剖析剖析、、阐说阐说

这一现实这一现实，，其迫切性和写作的难度其迫切性和写作的难度，，足以引起儿足以引起儿

童文学界的新的思考童文学界的新的思考。。本届获奖的儿童小说本届获奖的儿童小说

《《一百个孩子的中国梦一百个孩子的中国梦》（》（董宏猷董宏猷），），其独特的价其独特的价

值正在于值正在于，，将中国当代童年生存现状与生活现将中国当代童年生存现状与生活现

实的多面性及其所对应的童年体验实的多面性及其所对应的童年体验、、情感和思情感和思

想的多样性想的多样性，，以一种鲜明而醒目的方式呈示于以一种鲜明而醒目的方式呈示于

读者眼前读者眼前。。作家选择在脚踏实地的行走和考察作家选择在脚踏实地的行走和考察

中走近真实的童年中走近真实的童年，，这个姿态对于当下儿童文这个姿态对于当下儿童文

学的现实书写来说学的现实书写来说，，显然富有一种象征意义显然富有一种象征意义。。

面对今天儿童生活中涌现的各种新现实面对今天儿童生活中涌现的各种新现实、、新现新现

象象，，要使作家笔下的童年具备现实生活的真正要使作家笔下的童年具备现实生活的真正

质感质感，，拥有儿童生命的真切温度拥有儿童生命的真切温度，，惟有经由与童惟有经由与童

年面对面的直接相遇年面对面的直接相遇。。

甚至甚至，，这样的相遇还远远不够这样的相遇还远远不够。。要着手提起要着手提起

一种童年的素材一种童年的素材，，作家们不但需要在空间上走近作家们不但需要在空间上走近

它它，，也需要在时间上走进它也需要在时间上走进它。。而很多时候而很多时候，，尽管尽管

怀着关切现实的良好写作初衷和愿望怀着关切现实的良好写作初衷和愿望，，我们却容我们却容

易看得太匆促浮皮易看得太匆促浮皮，，写得太迫不及待写得太迫不及待，，由此削弱由此削弱

了笔下现实的真实度与纵深度了笔下现实的真实度与纵深度。。因此因此，，以十年跨以十年跨

度的追踪写成的纪实体作品度的追踪写成的纪实体作品《《梦想是生命里的梦想是生命里的

光光》（》（舒辉波舒辉波），），除了呈现困境儿童生存现实的力除了呈现困境儿童生存现实的力

度度，，也让人们看到了现实书写背后观察也让人们看到了现实书写背后观察、、积累和积累和

沉淀的耐性沉淀的耐性。。这也是这也是《《沐阳上学记沐阳上学记··我就是喜欢我就是喜欢

唱反调唱反调》（》（萧萍萧萍））这样的作品以及它所代表的写作这样的作品以及它所代表的写作

潮流带来的启示潮流带来的启示———作家笔下生动的—作家笔下生动的、、充满鲜活充满鲜活

感的童年感的童年，，只有可能来自写作者对其写作对象的只有可能来自写作者对其写作对象的

完全进入和深透熟悉完全进入和深透熟悉。。

这样的进入和熟悉这样的进入和熟悉，，在作品中直接显现为一在作品中直接显现为一

种突出的艺术表现效果种突出的艺术表现效果。《。《一个姐姐和两个弟弟一个姐姐和两个弟弟》》

（（郑春华郑春华），），将当代家庭父母离异背景下低龄孩童将当代家庭父母离异背景下低龄孩童

的情感和生活的情感和生活，，摹写得既真挚生动摹写得既真挚生动，，又清新温暖又清新温暖。。

读者能清楚地感到读者能清楚地感到，，作家对于她笔下的孩子以及作家对于她笔下的孩子以及

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生活，，了解是深入的了解是深入的，，情感是贴近的情感是贴近的。《。《我我

的影子在奔跑的影子在奔跑》（》（胡永红胡永红））是近年以发育障碍儿童是近年以发育障碍儿童

为主角的一部力作为主角的一部力作，，其边缘而独特的视角其边缘而独特的视角、、收敛收敛

而动人的叙事而动人的叙事，，带领读者缓缓进入一个特殊孩子带领读者缓缓进入一个特殊孩子

的感觉和成长世界的感觉和成长世界，，那种生动的特殊性和特殊的那种生动的特殊性和特殊的

生动性生动性，，若非做足现实考察与熟悉的功课若非做足现实考察与熟悉的功课，，几乎几乎

不可能为之不可能为之。《。《巫师的传人巫师的传人》（》（王勇英王勇英），），在亦真亦在亦真亦

幻的墨纸上摹写传统文化的现代命运幻的墨纸上摹写传统文化的现代命运，，却非空洞却非空洞

的感物伤时的感物伤时，，而是站在生活的诚实立场而是站在生活的诚实立场，，同时写同时写

出了这两种文明向度在人们日常生活和情感里出了这两种文明向度在人们日常生活和情感里

各自的合理性各自的合理性，，以及二者交织下生活本身的复杂以及二者交织下生活本身的复杂

纹理与微妙况味纹理与微妙况味。。这样的写作这样的写作，，更有力地彰显了更有力地彰显了

““现实现实””一词在儿童文学语境中的意义和价值一词在儿童文学语境中的意义和价值。。

儿童文学不只是写童年的儿童文学不只是写童年的，，或者说或者说，，儿童文儿童文

学的童年里不是只有孩子学的童年里不是只有孩子。。在细小的童年身影在细小的童年身影

之后之后，，我们同时看到了一面巨大的生活之网我们同时看到了一面巨大的生活之网。。在在

错综复杂的生活网络中理解童年现实的真实模错综复杂的生活网络中理解童年现实的真实模

样样，，而不是试图而不是试图将童年从中人为地抽离将童年从中人为地抽离、、简化出简化出

来来，，这才是儿童文学需要看见和探问的现实这才是儿童文学需要看见和探问的现实。。

《《小证人小证人》（》（韩青辰韩青辰））里里，，一个孩子的生活原本多一个孩子的生活原本多

么稀松平常么稀松平常，，它大概也是童年最普遍的一种生它大概也是童年最普遍的一种生

活状态活状态；；但当日常伦理的难题从这样的平淡生但当日常伦理的难题从这样的平淡生

活里骤然升起活里骤然升起，，当一个孩子身陷这样的伦理困当一个孩子身陷这样的伦理困

境境，，她的感受她的感受、、思考思考、、选择和坚持选择和坚持，，让我们看到了让我们看到了

童年日常现实的另一种气象童年日常现实的另一种气象。《。《九月的冰河九月的冰河》（》（薛薛

涛涛））写少年的不安写少年的不安，，其实也是写成人的追寻其实也是写成人的追寻。。你你

想过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想过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这个问题对这个问题对

于一个孩子和对于一个成人于一个孩子和对于一个成人，，具有同等重要的具有同等重要的

效力和意义效力和意义。。于是于是，，童年与成年童年与成年、、孩子与大人在孩子与大人在

镜中彼此凝望镜中彼此凝望，，相互塑造相互塑造。。在在《《大熊的女儿大熊的女儿》（》（麦麦

子子）、《）、《东巴妹妹吉佩儿东巴妹妹吉佩儿》（》（和晓梅和晓梅）、《）、《布罗镇的邮布罗镇的邮

递员递员》（》（郭姜燕郭姜燕））等作品里等作品里，，作家借童年的视角来作家借童年的视角来

传递关于我们生存现实的某种生动象征传递关于我们生存现实的某种生动象征、、精准精准

批判批判、、深入理解和温情反思深入理解和温情反思，，也是以儿童文学特也是以儿童文学特

有的艺术方式和精神有的艺术方式和精神，，为人们标示着现实生活为人们标示着现实生活

的精神地图的精神地图。。在这样的书写里在这样的书写里，，作为儿童文学作为儿童文学

表现艺术核心的表现艺术核心的““童年童年””的广袤和深厚的广袤和深厚，，得到了得到了

进一步的开掘与认识进一步的开掘与认识。。

塑造童年的力量与精神塑造童年的力量与精神

近年儿童文学的童年书写近年儿童文学的童年书写，，蕴含着童年观的重蕴含着童年观的重

要转型要转型。。这种转型既反映了现实中人们童年观念的某这种转型既反映了现实中人们童年观念的某

种变化种变化，，也以文也以文学强大的感染力推动着当代童年观学强大的感染力推动着当代童年观

的重构塑形的重构塑形。。正在当代儿童文学写作中日益扩张的正在当代儿童文学写作中日益扩张的

一类典型童年观一类典型童年观，，在在《《沐阳上学记沐阳上学记··我就是喜欢唱反我就是喜欢唱反

调调》》一书的题名里得到了生动的表达一书的题名里得到了生动的表达。。在洋溢着自我在洋溢着自我

意识的欢乐语调里意识的欢乐语调里，，是一种对于是一种对于童年无拘无束童年无拘无束、、张扬张扬

自主的精神风貌与力量的认识自主的精神风貌与力量的认识、、肯定肯定、、尊重乃至颂扬尊重乃至颂扬。。

在更广泛和深入的层面上在更广泛和深入的层面上，，它体现了对于童年自我它体现了对于童年自我生生

命力命力、、意志力意志力、、行动力行动力、、掌控力掌控力的空前突出与强调的空前突出与强调。。

在这一童年观影响下在这一童年观影响下，，一种充满动感和力量一种充满动感和力量

的童年形象在当代儿童文学的写作中得到了鲜的童年形象在当代儿童文学的写作中得到了鲜

明的关注和有力的塑造明的关注和有力的塑造。。它不仅体现在孩子身上它不仅体现在孩子身上

旺盛游戏精力的挥霍与发散旺盛游戏精力的挥霍与发散，，更进一步体现在这更进一步体现在这

些孩子凭借上述力量去接纳些孩子凭借上述力量去接纳、、理解理解、、介入和改变介入和改变

现实的能力现实的能力。。这些年来这些年来，，当代儿童文学对童年时当代儿童文学对童年时

代的游戏冲动和狂欢本能给予了最大的理解与代的游戏冲动和狂欢本能给予了最大的理解与

包容包容，，尽管这一冲动和本能的文学演绎其实良莠尽管这一冲动和本能的文学演绎其实良莠

杂陈杂陈，，但我们仍然相信但我们仍然相信，，一种久被压抑一种久被压抑、、忽视的重忽视的重

要童年气质和精神正孕育其中要童年气质和精神正孕育其中。。

透过透过《《大熊的女儿大熊的女儿》》等作品等作品，，我们看到了它在我们看到了它在

如何促生一种真正体现当代童年独特力量和精如何促生一种真正体现当代童年独特力量和精

神品格的艺术可能神品格的艺术可能。。在现实的困境面前在现实的困境面前，，孩子不孩子不

再是天生的弱者再是天生的弱者，，表面上的自我中心和没心没表面上的自我中心和没心没

肺肺，，在生活的煅烧下显露出它的纯净本质在生活的煅烧下显露出它的纯净本质，，那是那是

一种勇往直前的主体意识与深入天性的乐观精一种勇往直前的主体意识与深入天性的乐观精

神神。。这样的童年永不会被生活的战争轻易压垮这样的童年永不会被生活的战争轻易压垮，，

相反相反，，它的单纯的坚持和欢乐的信仰它的单纯的坚持和欢乐的信仰，，或将带我或将带我

们穿越现实的迷雾们穿越现实的迷雾，，寻回灵魂的故乡寻回灵魂的故乡，，就像小说就像小说

中老豆和她的伙伴们所做到的那样中老豆和她的伙伴们所做到的那样。。

一旦我们意识到童年身上这种新的精神光一旦我们意识到童年身上这种新的精神光

芒芒，，一切与童年有关的物象在它的照耀下一切与童年有关的物象在它的照耀下，，也开也开

始拥有新的光彩始拥有新的光彩。。包括如何看待包括如何看待、、认识认识、、理解历史理解历史

上的童年上的童年。。近年儿童文学创作的主要潮流之一近年儿童文学创作的主要潮流之一，，

便是朝向历史童年的重新便是朝向历史童年的重新发掘和讲述发掘和讲述。。与过去与过去

的同类写作相比的同类写作相比，，这类探索一方面致力于从历这类探索一方面致力于从历

史生活的重负下恢复童年生活固有的清纯面史生活的重负下恢复童年生活固有的清纯面

目目，，另一方面则试图在自为一体的童年视角下另一方面则试图在自为一体的童年视角下，，

恢复历史生活的另一番真实表情恢复历史生活的另一番真实表情。。本届参评和本届参评和

获奖作品中获奖作品中，，出现了一批高文学质量的历史童出现了一批高文学质量的历史童

年题材作品年题材作品。。

张之路的张之路的《《吉祥时光吉祥时光》，》，在历史的大脉动下在历史的大脉动下

准确地把握住了一个孩子真切的生活体验和思准确地把握住了一个孩子真切的生活体验和思

想情感想情感，，也在童年的小目也在童年的小目光里生动地探摸到了光里生动地探摸到了

一段历史演进的细微脉搏一段历史演进的细微脉搏，，那运行于宏大历史之那运行于宏大历史之

下的日常生活的温度下的日常生活的温度、、凡俗人情的温暖凡俗人情的温暖，，赋予过赋予过

往时间以鲜活往时间以鲜活、、柔软的气息柔软的气息。。黄蓓佳的黄蓓佳的《《童眸童眸》》亦亦

是以孩童之眼观看世态人生是以孩童之眼观看世态人生，，艰难时世之下艰难时世之下，，孩孩

童如何以自己的方式维护大人眼中微不足道的童如何以自己的方式维护大人眼中微不足道的

小小尊严小小尊严，，如何以弱小的身心担起令成人都不堪如何以弱小的身心担起令成人都不堪

疲累的生活负担疲累的生活负担，，更进一步更进一步，，如何在贫苦的辛酸如何在贫苦的辛酸

中中，，仍能以童年强旺的生命力和乐观的本能点亮仍能以童年强旺的生命力和乐观的本能点亮

黯淡生活的光彩黯淡生活的光彩。。

或许可以说或许可以说，，在当代儿童文学史上在当代儿童文学史上，，童年的个童年的个

体性体性、、日常性从未得到过如此重大的关注日常性从未得到过如此重大的关注。。但与此但与此

同时同时，，这个自我化这个自我化、、日常化的童年如何与更广大的日常化的童年如何与更广大的

社会生活发生关联社会生活发生关联，，亦即如何重建童年与大时代亦即如何重建童年与大时代、、

大历史之间的深刻关系大历史之间的深刻关系，，则是这类写作需要进一则是这类写作需要进一

步思考步思考、、探索的话题探索的话题。。在另一些并非以个人童年记在另一些并非以个人童年记

忆为书写模本忆为书写模本、、而包含明确历史叙说意图的作品而包含明确历史叙说意图的作品

中中，，有时候有时候，，我们能看出作家在处理宏大历史叙事我们能看出作家在处理宏大历史叙事

与童年日常叙事之间关系时的某种矛盾和摇摆与童年日常叙事之间关系时的某种矛盾和摇摆。。

史雷的史雷的《《将军胡同将军胡同》》从童年视角出发从童年视角出发，，展开关展开关

于抗战年代老北京日常生活的叙说于抗战年代老北京日常生活的叙说，，尽显京味生尽显京味生

活和语言的迷人气韵活和语言的迷人气韵。。小说中小说中，，一个普通孩子的日一个普通孩子的日

常世界既天然地游移于特定时代的宏大时间和话常世界既天然地游移于特定时代的宏大时间和话

语之外语之外，，又无时不受到后者潜在而重大的重构又无时不受到后者潜在而重大的重构，，两两

者之间的经纬交错者之间的经纬交错，，充满了把握和表现的难度充满了把握和表现的难度。。殷殷

健灵的健灵的《《野芒坡野芒坡》，》，在对在对2020世纪初中国现代化进世纪初中国现代化进

程影响深远的传教士文化背景上叙写一种童年的程影响深远的传教士文化背景上叙写一种童年的

生活生活、、情感情感、、命运和奋斗命运和奋斗，，文化的大河振荡于下文化的大河振荡于下，，童童

年的小船漂行于上年的小船漂行于上，，大与小大与小、、重与轻的碰撞相融重与轻的碰撞相融，，

同样是对文学智慧的极大考验同样是对文学智慧的极大考验。。在这方面在这方面，，可以说可以说

以上两部作品都贡献了珍贵的文学经验以上两部作品都贡献了珍贵的文学经验。。

事实上事实上，，不论在历史还是当下现实的书写不论在历史还是当下现实的书写

中中，，如何使小个体与大社会如何使小个体与大社会、、小童年与大历史的小童年与大历史的

关系得到更丰富多层关系得到更丰富多层、、浑然一体的表现浑然一体的表现，，仍是一仍是一

个有待于探索的艺术难题个有待于探索的艺术难题。。在充分认可在充分认可、、张扬最张扬最

个体化个体化、、具体化的童年生命力量与生活精神的同具体化的童年生命力量与生活精神的同

时时，，发现童年与这个时代的精神发现童年与这个时代的精神、、气象气象、、命运之间命运之间

的深刻关联的深刻关联，，书写童年与这片土地的过去书写童年与这片土地的过去、、当下当下、、

未来之间的血脉渊源未来之间的血脉渊源，，是当代儿童文学不应忘却是当代儿童文学不应忘却

的一种宏大与深广的一种宏大与深广。。

探索儿童文学的新美学探索儿童文学的新美学

从童年现实的拓展到童年观念的革新从童年现实的拓展到童年观念的革新，，本届本届

评奖意在肯定和强调的一个重要方面评奖意在肯定和强调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以儿童是以儿童

文学艺术的阔大文学艺术的阔大、、丰富丰富、、厚重和深邃厚重和深邃，，抵抗商业时抵抗商业时

代童年文学经验的某种模式化代童年文学经验的某种模式化、、平庸化进程平庸化进程。。这这

也许是一个仅凭某些畅销作品经验的快速复制也许是一个仅凭某些畅销作品经验的快速复制

便能赢得市场的时代便能赢得市场的时代，，但没有一位真正意义上的但没有一位真正意义上的

优秀作家会满足于这样的复写优秀作家会满足于这样的复写，，他们会选择始终他们会选择始终

走在寻找新的经验及其表达方式的路上走在寻找新的经验及其表达方式的路上。。

张炜的张炜的《《寻找鱼王寻找鱼王》，》，提起的是儿童文学史上提起的是儿童文学史上

并不新奇的童年历险题材并不新奇的童年历险题材，，写出的却是一则新意写出的却是一则新意

盎然的少年启悟小说盎然的少年启悟小说。。这新意既是故事和情节层这新意既是故事和情节层

面的面的，，也是思想和意境层面的也是思想和意境层面的。。少年时代的扩张少年时代的扩张

意志与东方文化的自然情怀意志与东方文化的自然情怀，，糅合成为中国式的糅合成为中国式的

寻找和成长的传奇寻找和成长的传奇。。彭学军的彭学军的《《浮桥边的汤木浮桥边的汤木》，》，

对于尝试向孩子谈论生命与死亡的沉重话题的对于尝试向孩子谈论生命与死亡的沉重话题的

儿童文学写作来说儿童文学写作来说，，是一个富于启发的标本是一个富于启发的标本。。作作

家让一个孩子在生活的误解里独自与死亡的恐家让一个孩子在生活的误解里独自与死亡的恐

惧相面对惧相面对，，它所掀起的内心宇宙的巨大风暴它所掀起的内心宇宙的巨大风暴，，将将

童年生命内部的某种大景观生动地托举出来童年生命内部的某种大景观生动地托举出来。。小小

说的故事其实是一幕童年生活的日常喜剧说的故事其实是一幕童年生活的日常喜剧，，却被却被

拿来做足了庄重沉思的文章拿来做足了庄重沉思的文章，，两相对衬之下两相对衬之下，，既既

遵从了童年生活真实的微小形态遵从了童年生活真实的微小形态，，又写出了这种又写出了这种

微小生活的独特重量微小生活的独特重量。。

《《水妖喀喀莎水妖喀喀莎》（》（汤汤汤汤）、《）、《一千朵跳跃的花蕾一千朵跳跃的花蕾》》

（（周静周静）、《）、《小女孩的名字小女孩的名字》（》（吕丽娜吕丽娜）、《）、《云狐和她的云狐和她的

村庄村庄》（》（翌平翌平）、《）、《魔法星星海魔法星星海》（》（萧袤萧袤））等作品等作品，，在看在看

似几乎被开采殆尽的童话幻想世界里另辟蹊径似几乎被开采殆尽的童话幻想世界里另辟蹊径，，

寻求艺术的突破寻求艺术的突破。《。《水妖喀喀莎水妖喀喀莎》》中中，，汤汤才情横汤汤才情横

溢的精灵式幻想终于降落在了她的长篇童话里溢的精灵式幻想终于降落在了她的长篇童话里，，

《《一千朵跳跃的花蕾一千朵跳跃的花蕾》》则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年轻则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年轻、、

丰饶丰饶、、充满创造力的幻想灵魂充满创造力的幻想灵魂。。对于幼儿文学这对于幼儿文学这

个极具难度个极具难度、、极易在艺术上遭到轻视简化的子文极易在艺术上遭到轻视简化的子文

类来说类来说，，儿歌集儿歌集《《蒲公英嫁女儿蒲公英嫁女儿》（》（李少白李少白）、）、幼儿幼儿

故事故事《《其实我是一条鱼其实我是一条鱼》（》（孙玉虎孙玉虎））等作品等作品，，代表了代表了

与这类写作中普遍存在的艺术矮化和幼稚化现与这类写作中普遍存在的艺术矮化和幼稚化现

象相对抗的文学实践象相对抗的文学实践。。童诗集童诗集《《梦的门梦的门》（》（王立王立

春春）、《）、《打瞌睡的小孩打瞌睡的小孩》（》（巩孺萍巩孺萍），），在儿童诗的观在儿童诗的观

念念、、情感情感、、语言语言、、意象等方面意象等方面，，也有令人耳目一新也有令人耳目一新

的创造的创造。。

在新经验在新经验、、新手法的持续探索中新手法的持续探索中，，一种儿童一种儿童

文学的新美学可能正在得到孕育文学的新美学可能正在得到孕育。。艺术上的求艺术上的求

新出奇远非这一美学追求的终点新出奇远非这一美学追求的终点；；在新鲜的经在新鲜的经

验和艺术技法背后验和艺术技法背后，，是关于当代童年和儿童文是关于当代童年和儿童文

学艺术本质的更深的追问与思考学艺术本质的更深的追问与思考。。以本届评奖以本届评奖

为契机为契机，，当代儿童文学或许应该重新思考一个当代儿童文学或许应该重新思考一个

意义重大的老问题意义重大的老问题：：在艺术层面的开放探索和在艺术层面的开放探索和

多元发展背景上多元发展背景上，，儿童文学最具独特性儿童文学最具独特性、、本体性本体性

的艺术形态和审美精神的艺术形态和审美精神，，究竟体现在哪里究竟体现在哪里？？或者或者

说说，，儿童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样式儿童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样式，，由何处由何处

体现出它既有别于一般文学体现出它既有别于一般文学、、又不低于普遍文又不低于普遍文

学的艺术价值学的艺术价值？？

上述追问伴随着儿童文学的发展史而来上述追问伴随着儿童文学的发展史而来，，

在持续的探询和争论中在持续的探询和争论中，，我们也在不断走进儿我们也在不断走进儿

童文学艺术秘密的深处童文学艺术秘密的深处。。长久以来长久以来，，人们早已不人们早已不

满于把儿童文学视同幼稚文学的观念和实践满于把儿童文学视同幼稚文学的观念和实践，，

因此有了充满文学野心和追求的各种新尝试因此有了充满文学野心和追求的各种新尝试、、

新探索新探索。。但与此同时但与此同时，，仅以文学的一般笔法来做仅以文学的一般笔法来做

儿童文学儿童文学，，仅把儿童文学当作自己心中的一般仅把儿童文学当作自己心中的一般

““文学文学””来写来写，，恐怕也会远离童年感觉恐怕也会远离童年感觉、、生活生活、、语语

言等的独特审美本质和韵味言等的独特审美本质和韵味。。

一些儿一些儿童文学作品童文学作品，，有精雕细琢的故事有精雕细琢的故事，，有有

鲜美光洁的语言鲜美光洁的语言，，但从童年视角来看但从童年视角来看，，其故事的过其故事的过

于斧凿和语言的过于于斧凿和语言的过于““文艺文艺””，，其实并非童年感觉其实并非童年感觉

和话语的普遍质地和话语的普遍质地。。如果说这如果说这样的样的““文学化文学化””是儿是儿

童文学艺术从童文学艺术从最初的稚气走向成熟必然要经历的最初的稚气走向成熟必然要经历的

阶段阶段，，那么当代儿童文学还需要从这个次成人文那么当代儿童文学还需要从这个次成人文

学阶段进一步越过去学阶段进一步越过去，，寻找寻找、、塑造童年生活体验和塑造童年生活体验和

生命感觉里那种独一无二的文学性生命感觉里那种独一无二的文学性。。这样的写作这样的写作

充分尊重童年及其生活的复杂性充分尊重童年及其生活的复杂性，，也不避讳生存也不避讳生存

之于童年的沉重感之于童年的沉重感，，但它们必定是童年特殊的感但它们必定是童年特殊的感

觉力觉力、、理解力理解力、、表达力之中表达力之中的的““复杂复杂””和和““沉重沉重””。。

那种经受得住最老到的阅读挑剔的那种经受得住最老到的阅读挑剔的““复杂复杂””

之中的单纯精神之中的单纯精神，，““沉重沉重””之下的欢乐意志之下的欢乐意志，，或许或许

就是童年奉献给我们的文学和生活世界的珍贵就是童年奉献给我们的文学和生活世界的珍贵

礼物礼物———它也应该是儿童文学奉献给孩子的生—它也应该是儿童文学奉献给孩子的生

活理解和精神光芒活理解和精神光芒。。

在新经验在新经验、、新手新手
法的持续探索中法的持续探索中，，一一
种儿童文学的新美学种儿童文学的新美学
可能正在得到孕育可能正在得到孕育。。
艺术上的求新出奇远艺术上的求新出奇远
非这一美学追求的终非这一美学追求的终
点点；；在新鲜的经验和在新鲜的经验和
艺术技法背后艺术技法背后，，是关是关
于当代童年和儿童文于当代童年和儿童文
学艺术本质的更深的学艺术本质的更深的
追问与思考追问与思考。。

在当代儿童文学史在当代儿童文学史
上上，，童年的个体性童年的个体性、、日常日常
性从未得到过如此重大性从未得到过如此重大
的关注的关注。。但与此同时但与此同时，，
这个自我化这个自我化、、日常化的日常化的
童年如何与更广大的社童年如何与更广大的社
会生活发生关联会生活发生关联，，亦即亦即
如何重建童年与大时如何重建童年与大时
代代、、大历史之间的深刻大历史之间的深刻
关系关系，，则是这类写作需则是这类写作需
要进一步思考要进一步思考、、探索的探索的
话题话题。。

作家借童年的视作家借童年的视
角来传递关于我们生角来传递关于我们生
存现实的某种生动象存现实的某种生动象
征征、、精准批判精准批判、、深入理深入理
解和温情反思解和温情反思，，也是也是
以儿童文学特有的艺以儿童文学特有的艺
术方式和精神术方式和精神，，为人为人
们标示着现实生活的们标示着现实生活的
精神地图精神地图。。在这样的在这样的
书写里书写里，，作为儿童文作为儿童文
学 表 现 艺 术 核 心 的学 表 现 艺 术 核 心 的

““童年童年””的广袤和深的广袤和深
厚厚，，得到了进一步的得到了进一步的
开掘与认识开掘与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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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第十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参评和获奖作品来看，以文学的笔墨追踪、记录、剖析、阐说现实，其迫

切性和写作的难度，足以引起儿童文学界的新的思考。

从童年现实的拓展到童年观念的革新，本届评奖意在肯定和强调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以儿童文学艺术

的阔大、丰富、厚重和深邃，抵抗商业时代童年文学经验的某种模式化、平庸化进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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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儿童文学的艺术新境

小 说

《一百个孩子的中国梦》 董宏猷

《大熊的女儿》 麦 子

《寻找鱼王》 张 炜

《沐阳上学记·我就是喜欢唱反调》 萧 萍

《吉祥时光》 张之路

《浮桥边的汤木》 彭学军

《将军胡同》 史 雷

诗 歌

《梦的门》 王立春

童 话

《布罗镇的邮递员》 郭姜燕
《小女孩的名字》 吕丽娜
《水妖喀喀莎》 汤 汤
《一千朵跳跃的花蕾》 周 静

散 文

《爱——外婆和我》 殷健灵

报告文学

《梦想是生命里的光》 舒辉波

科幻文学

《拯救天才》 王林柏
《大漠寻星人》 赵 华

幼儿文学

《其实我是一条鱼》 孙玉虎
《蒲公英嫁女儿》 李少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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