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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与乡愁

一种对于过往时间的关切笼罩着近年的原创儿童文学写

作，并鲜明地体现于这些年儿童文学创作中两类引人注目的题

材：一是历史生活的书写；二是童年回忆的发掘。二者又常相

互缠绕，彼此交织。2017年，《小青春》（秦文君）、《纸飞机》（左

昡）等儿童小说的出版，承续了这些年原创儿童文学从童年视

角写历史、写战争的传统。作家致力于从时间的长河中为孩子

打捞已然远去却不应被忘却的记忆，也从历史和战争等特殊环

境中表现童年那变动不居而又永恒如一的模样。

与此同时，在一批成人文学作家书写童年记忆的创作风潮

带引下，童年回忆作为一种创作资源、一个生活与精神的源头，

日渐向人们展露出它的清浅而丰美、单纯而繁复的面目。选择

重新沉入童年回忆的作家们，或许都会被法国哲学家加什东·

巴斯拉所说的回望童年时的“深渊”感牢牢攫住。你不知道在

这个“深渊”里，埋藏着多少值得发掘和言说的闪亮之物。

2017年，新世纪出版社策划推出了孙幼军、葛翠琳、肖定丽、管

家琪、黑鹤5位作家的5部带有自传或半自传性质的“中国童

年”系列。这些代际有所相隔的童年书写，既是不同年代、地域

生活记忆的追溯，也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关于中国现代童年的

生动人物与风俗画卷。《阿莲》（汤素兰）、《唢呐王》（小河丁丁）、

《香樟街》（吴洲星）等儿童小说，汇入到了乡愁书写的大河中。

在这里，关于童年和故乡的种种记忆，不论是清纯的、忧郁的、

明亮的、黯淡的、欢乐的、感伤的，最终都衬着成长的灿烂背景，

定格为时间谱线上的动人篇章。

博伊姆在《怀旧的未来》中说：“怀旧不永远是关于过去

的。”对于过往的想象直接影响着未来，而关乎未来的考量则令

我们感到必须对怀旧的故事负责。这或可促使我们认识到在

儿童文学写作中认真对待乡愁这种写作冲动的重要性。对于

儿童文学作家来说，面朝童年回忆的乡愁写作可能存在两重艺

术上的困难。一是结构上，由于记忆的片段性和生活的松散

性，若照直写下去，极易写成围绕特定人物群像展开的中短篇

故事连缀。如果说这种结构本身有其文学上的意义和价值，那

么今天如何冲破自然生活逻辑对记忆书写的控制，从中创造更

宏大开阔、统一紧实的文学故事结构，已成为这类写作必须面

对的艺术挑战。二是趣味上，如何摆脱私人性的童年生活和情

感记忆对于作家个人的精神笼罩，使之在个人体验的基础上，

进一步升华至更普遍、更有高度的童年趣味和童年精神。换句

话说，一个作家之所以选择向儿童读者讲述自己的童年，不只

是因为这一经验对他（她）个人来说很重要，更因为这种经验的

呈现对所有儿童来说都有丰富、深厚的审美价值。

正是从这里，我们看到了《阿莲》这样的作品的独特贡献。

我以为，《阿莲》是近年童年回忆题材儿童小说最重要的艺术收

获之一。这是一部有着审慎长篇构思的回忆体小说，尤其胜在

乡间日常细节与一个小女孩连贯的成长情思之间的起伏呼应、

体贴契合。小说中，乡土童年和记忆本身充满了异质性，既有

青山碧水和诗意煦暖，也有粗蛮浅陋与旧习沉疴。这是乡土童

年经验真切的复杂性。然而，读《阿莲》，你读到的绝不是截然

分明的文化爱憎，而是与世界本身一样复杂的生活和体验的多

重滋味。在这里，文学以其独特的体察力和洞见力穿透、融化

过往生活，并把我们带向关于其未来的更完整深到的思索。多

少令人有些遗憾的是，这种对于故事构架和滋味的拍案赞叹之

感，随着小说后部相对松散的自然时间逻辑更多地取代了因果

相衔的故事时间逻辑，片段分列的私人经验事件更多地取代了

充满统合力和穿透力的典型故事事件，未免有所淡去。这样的

遗憾或许也反证了这一书写本身需要应对的巨大难度。

在古老中国的广袤大地上，童年的乡愁注定与乡土有着割

不断的情缘。这既是因为无数代人的童年记忆都留驻于乡土

世界，也因为现代乡土作为一个现代化进程中常被遗落的空

间，承载了现代人关于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复杂思虑和感叹。

当代儿童文学史上，乡土是一个重大的意象，也是一种重要的

精神。许多活跃的当代儿童文学作家都有着属于自己的乡土

情结。2017年出版的儿童小说《穿堂风》和《蝙蝠香》，进一步

拓展了曹文轩式厚重深情的乡土童年书写；《小木匠》是王勇英

笔下带着清冽蛮气的南方乡土童年的再度伸展；《花儿与歌声》

（孟宪明）是对于作家所关切的当下乡土童年困境的持续书写；

“豆子地里的童话”系列（刘海栖）则是在轻灵狂野的童话幻想

里揉入乡野泥土的踏实气息。

透过这些故事，我们看到乡土的过去与现在怎样始终紧紧

相连，同时也看到了它们之间难以处理的某种文化龃龉。譬如

《唢呐王》写乡土之美，在洋溢着桃花源感的生活和语体氛围

中，小说既舒展地铺开了一幅幅优美的西峒乡间风情画，又将

一个首尾相衔、构思完整的悬念隐伏于看似淡漫的生活叙说

中。书中“唢呐王”的传说，似乎只是孩提视野里的某个传奇远

景，却在峰回路转中逐渐成为故事的内核。在我看来，小河丁

丁这些年的乡土传奇题材儿童小说创作，一直在等待一个能将

生活传奇升华至更高童年精神的契机。《唢呐王》中，他把乡土

世界与人物真正写成了一个浑朴天然的大童年。然而，到了小

说末尾，当作家不得不从西峒乡土的桃花源里转过身来，直面

乡土（唢呐王）与现代（省音协主席）的必然会面与相撞，一种与

此前情节形成对衬的滞涩感和无措感油然而生。在过去与未

来、怀旧与期望之间，我们如何从一个更为深刻、更具前瞻力的

角度理解乡土和乡土之上的童年以及它们未来的命运？如果

说在现代童年的目光里，乡土不再与世隔绝，也不再沉默寡言，

那么，如何在这个乡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空前复杂地相纠葛

的时代里，重思乡土之于童年生存（包括乡村童年与城市童年）

的当代意义，重构乡土作为一种儿童文学精神的独特价值，仍

是一个充满难度的课题。

图画书与原创力

2017年，我们以更稳重的心态观望、参与着原创图画书的

艺术发展与蜕变。稳重不是不够兴奋，而是有了更多艺术积累

之上的见识和底气。本年度，第五届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揭晓

并颁奖，同时举办的第六届华文图画书论坛系列活动，是国内

图画书艺术启蒙和交流的又一次盛宴。“中国原创图画书国际

论坛”（中国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等主办）、“2017中国原创图

画书论坛”（中国图书馆学会主办）等高层次图画书论坛的举

办，既是人们对于原创图画书创作、出版、研究热情的直接投

映，也是持续推动原创图画书艺术进步的重要途径。

在探索、学习、交流和讨论中，图画书的原创力水平也在持

续刷新。

一是对于图画书作为一种图文合作艺术的基础特性的认

识得到进一步加强，与此相应地，原创图画书中的图文合作意

识也得到进一步落实。张之路、孙晴峰撰文、耶尔·弗兰克尔绘

图的《小黑和小白》，在沿用近年兴起的图画书创作国际合作模

式的基础上，进一步体现了文图合作的图画书艺术观。作品在

文字与图像两种符号的亲密合作与微妙空隙间开辟出丰富的

表意空间。寓于简洁文字内的思想和情感，在线条和色彩中得

到无声却饱满的呈现，线条和色彩的视觉表达则因文字的导引

而获得了独特深厚的叙事内涵。对于习惯传统写作方式的作

家来说，要从纯文学表达转向图画书表达，其实需要图画书观

念和素养的丰厚支撑，也需要进入一种新写作的勇气和智慧。

从这个意义上说，《小黑和小白》提供的经验弥足珍贵。

近年来，知名儿童文学作家介入图画书创作，对于这一文

类的艺术发展和阅读推广起到极大的推助作用。2017年召开

的“曹文轩图画书十年创作研讨会”，让我们看到了一位具有国

际知名度的中国儿童文学作家为原创图画书奉献的热情与才

华，以及他为图画书的观念、艺术等在中国的普及所作的无可

替代的贡献。可以商榷的或许是，以“曹文轩图画书”统谓作家

这些年撰文、而由其他插画家插图的图画书作品，对于插画作

者为一本图画书的诞生所作的贡献，是否有所忽视？这样的提

问并非过度阐释，因为在“新浪读书”网站关于这一研讨会的报

道所附“曹文轩图画书作品目录”中，便无一部出现插画者的名

字。当下童书市场，这类实际上以知名作家标签“独揽”图画书

冠名的现象不是个案，其中显然包含了商业推广和营销运作方

面的目的。事实上，据相关报道，包括曹文轩本人在内的多位

与会者，在会上均将图画书的文字与插图艺术并举而谈。而在

图画书发展较为成熟的英美等国，凡涉特定作者的图画书作品

列表，不论作家或插画家，必定严谨标注其文字或插画作者的

身份。这里面所包含的对于作家和插画家的同等尊重，值得借

鉴深思。

令人欣喜的是，插画家作为一个群体对于图画书的重要意

义正在得到更多认可。自2015年起，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

设立原创插画展，至2017年连续举办三届，这是国内儿童文

学界更加关注插画的一个重要见证。本年度出版的图画书

中，《柠檬蝶》（曹文轩/文，罗杰·米罗/图）以优雅的文字与

奇想的插画完成叙事的合奏，《我是花木兰》（秦文君/文，郁

蓉/图）用文字与绘画的并行讲述表现古老传说与现代童年的

碰撞，《萤火虫女孩》（彭懿/文，李海燕/图）在带着幻梦感的文

与图的交响里编织精灵般的故事，《打灯笼》（王亚鸽/文，朱成

梁/图）则以充满抒情感的文字和画面表达对消逝中的生活传

统与淳美生动的童年感觉的朴素怀恋。文字和故事托起了对

于童书插画来说具有质变意义的叙事可能，而插画的创造亦大

大地洇染、拓开了文字的表现力。从这些作品的媒体介绍和评

点来看，人们对于插图在其中的地位和贡献显然给予了更高

的关注。

二是知识类图画书的创作得到新拓展，其艺术水准也有

显著提升。近两年间，长居多份童书榜单的《北斗童书·世界

地图：跟爸爸一起去旅行》等国外知识图画书的畅销，极大地

启迪了原创知识类图画书的发展思路。2017年，《北斗童书·

中国地图：跟爸爸一起去旅行》（北斗儿童地理）、《中国：手绘

中国地理地图》（洋洋兔）等原创知识类图画书出版并登上多

份童书榜单，成为年度原创图画书的一大亮点。这类原本在

儿童图画读物中通常处于艺术低阶的作品的出彩，在很大

程度上得益于它吸收发挥了现代图画书的艺术长处，包括

运用精美、生动、幽默的艺术插图，大大提升了这类图画书

的艺术品质。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近年陆续出版的“我的

日记”系列，也是这类图画书创作探索的代表作品。这是一

套介绍日常虫类知识的趣味图画书，2017年出版的《西瓜虫

的日记》（萧袤/文，王超/图），生动谐趣的语言与幽默清亮的

插图互为映衬，让读者看到了原创知识类图画书的更多艺术

可能与潜力。

尽管知识类图画书是现代图画书的一个重要门类，但在

原创图画书领域，它在总体上仍处于图画书艺术谱系的低端，

尤其是与故事类图画书相比。我的一个基本的观察和判断

是，特定文化地域内，图画书的总体艺术传统愈发达，知识类

图画书的水准也愈精良。反之，由知识类图画书的成绩，亦可

见出图画书艺术成就的总体高下，此正合庄子“每下愈况”之

说，即愈是由事物的细枝末节处，愈能见出其最真实的景况。

就此而言，知识类图画书在原创图画书中的悄然兴起，也从一

个侧面证明了图画书原创力的拓展。可以预见，在未来的原

创图画书格局中，知识类图画书将继续发力。而对于这一图

画书子类型的发展来说，有两点与知识读物有关的艺术要求，

需要格外关注：一是在寻求知识讲解生动性的同时，有效维护、

保证知识内容的准确性；二是在注重知识介绍科学性的同时，

深入理解、展示知识本身的人文性。

儿童文学奖项

2017年，作为本土儿童文学的最高奖项，中国作家协会第

十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评奖揭晓，完成了关于一个发展阶段

内原创儿童文学艺术成果的巡礼和总结，也提出了关于原创儿

童文学创作风向与艺术未来的某种判断。关注和书写当代儿

童生活的新现实，探询和建构当代童年精神的新内涵，寻求变

革中的社会生活和文化时代里儿童文学的艺术新气象，是本届

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传递的重要讯息。而围绕着奖项展开的

探讨、争论与批评，也是它带给原创儿童文学的另一种激励与

促动。

近年来，各类童书奖项密集出场，成为当代儿童文学发展

一景。2017年，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国好书”、冰心儿童文学

新作奖、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信谊图

画书奖、“青铜葵花”奖、曹文轩儿童文学奖、“大白鲸”原创幻想

儿童文学奖、中文原创YA文学奖等奖项的评选、揭晓、征奖或

启动，受到关注。这其中既有承袭已久的传统奖项，也有近年

设立的新奖项。在原创儿童文学的兴盛语境下，奖项既是一个

标识，也是一种征兆。它承载着人们对于原创儿童文学发展的

更高自信与更远期望，同时，在一个童书经济高度市场化的时

代，也往往包含了市场运营、文化资本等多方面的暗示。如果

说这种文化与资本的双重获益实是奖项带给原创儿童文学发

展的积极效应，那么从奖项自身的文化生态和未来规划来看，

殊有必要提出以下两点思考。

首先，在有效保障奖项自身科学运作的同时，如何有效确

立、维护奖项的权威性。这一权威性首先与奖项主持机构的权

威度直接相关，但归根结底，还需由奖项自身的行止与效力来

证明。一个奖项的设立乃至定期的评选工作，都可能是一时

之事，但它在公众领域的权威性、可信度、影响力的确立，则需

要长年、持续的坚守与积累。在此过程中，奖项除了关注当下

儿童文学领域的创作现状，还需具备一种文学未来学的视野；

除了关注当前儿童文学的批评标准，还应将这一标准的更高

建构作为自觉的文化追求。这就要求奖项本身朝着高度的专

业性、批评的公正性以及充分的前瞻性努力建设、完善自身。

一个具有权威性的奖项也会与时俱进，比如知名的德国儿童

文学奖，作为德国惟一的国立儿童文学奖项，1956年设奖之

初仅有儿童文学和青少年文学两个子类，后陆续增加图画书、

非虚构童书和面向作家、插画家、翻译家的特殊贡献奖；2003

年起，与童年文化领域日益受到关注的儿童主权意识相呼应，

又增加了富于特色的儿童评审团奖。该奖成为德语世界儿童

文学的标志性奖项，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同步现实的自我完善

机制。

在儿童文学阅读推广和普及的语境下，一个奖项的评选揭

晓往往意味着向公众提供一份可以信赖的书目，同时也是传递

一种阅读的眼光、一份艺术的趣味。因此，尽管奖项的评选往

往意味着一场文化的欢宴，但作为奖项自身，恐怕还是要努力

克服“宴席思维”，严格把持标准，遴选精品，以获奖作品的质量

来支撑奖项的质量。

其次，在遴选优秀作品的同时，如何合理考虑不同奖项的

定位与生态分布。近年国内儿童文学奖项的布局不断拓展，既

有重要的综合性奖项，也有影响较大的专项奖，既重视传统的儿

童文学文体，也积极关注图画书、幻想文学等相对新兴的文体。

随着艺术视野的打开和文化自信的提升，国际奖项的意识也开始

得到培育，如面向原创儿童文学的“陈伯吹儿童文学奖”扩大为

世界性的“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

伴随奖项数量的增加，不同奖项之间难免有对象和标准的

重叠，从长远计，总体上应各有侧重，以求既彰显奖项自身的特

色，又覆盖儿童文学发展现实的各个维度。一些新设奖项，尤

需在规划中对此多加考量。美国的“纽伯瑞”奖与“凯迪克”奖

设立至今，之所以以本土奖项的身份而全球闻名，一是起步时

做的便是填补空白的工作，二是在自身领域、方向、艺术标准等

方面长期坚持，积累了无可替代的瞩目成绩。例如，纽伯瑞奖

看重纯文学标准，历史上虽曾遭到过重文学性、轻可读性的质

疑，仍然坚持纯文学向标，进而向公众证明了自己的独特价

值。美国也有数量众多的大小童书奖项，但凡较有影响的，均

具有一定的独立辨识度。比如美国图书馆学会青少年文学奖

关注的是读者年龄段较高的青少年文学；纽斯塔特国际文学奖

儿童文学奖的评选以开放的国际性著称（“纽伯瑞”奖与“凯迪

克”奖参评作家作品均限定美国国籍、本土出版）；波士顿全球

号角书奖的评选面向美国出版的童书，作者、插画家则不限国

籍；知名的《纽约时报》“最佳童书”与其书评周刊的工作相呼

应；一些出版机构组织的最佳童书评选则会将市场反应更多地

纳入童书评选的考量。此外，还有针对儿童诗、科幻小说、科普

读物、非虚构文学、历史小说、初级读物、有声读物、视频作品等

各类体式的专项儿童文学奖。这其中体现的奖项区分度意识，

也可供我们参考。最终，那些富于生命力和独特价值的奖项，

才会穿越时间而仍然发出熠熠光彩。

看世界

2017年，中国儿童文学与世界的交会进一步走向深入。

创作、出版、研讨层面的国内外交流合作继续拓展。国内外作

家、插画家合作创作中国童书的模式，在更多出版社得到推行，

也积累起更丰富的经验。在国内各类童书论坛、展览等场合，

国外重要儿童文学作家、插画家、编辑、出版人、研究者等的到

场和参与渐成常态。以2017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及原创插

画展为例，从国际评委会的构成、参评作品所涉国家和地区的

数量到获奖名单，均体现了更为鲜明的世界意识。

与此同时，我们也从世界儿童文学版图上看到了中国儿童

文学日渐加深的轮廓。继2016年曹文轩获得国际安徒生奖

后，国际儿童读物联盟（IBBY）会刊《书鸟》杂志2017年第1期

“聚焦”栏目刊发了曹文轩接受国际安徒生奖的受奖辞。从国

际安徒生奖颁奖现场到《书鸟》杂志的印刷文字，世界儿童文学

界聆听了一位中国儿童文学作家的创作心路与艺术自白。今

年5月，我们如期收到德国慕尼黑国际青少年图书馆的约请，

为该馆广有影响的《白乌鸦世界童书选目》遴选、点评2016-

2017年度中国儿童文学代表作品。这是该选目连续9年约请

我们向世界读者介绍中国原创儿童文学的优秀作品。同时，在

该馆馆长克里斯蒂娜·拉比和图书部主任尤塔·劳伊希为《书

鸟》杂志长期主持的“童书研究”栏目中，由馆内专家撰文介绍

了研究中国儿童文学的理论著作《抗日战争与儿童文学》（英

文，作者陈敏捷）、《儿童与战争》（中文，作者徐兰君，北京大学

出版社2015年版）二书（《书鸟》2017年第1、3期）。从出版到

交流，从创作到研究，中国儿童文学正一步步走入世界的视野。

或许，对于中国儿童文学界来说，随着国际视野的持续拓

展和国际交流的不断打开，我们看向世界的目光，我们对于世

界的理解，都在逐渐进入一种更趋良好的常态。最初急于汇入

世界的焦虑，逐渐转变为更平等、稳重的合作与交流心态。一

种汲取世界儿童文学艺术营养的谦逊与一种培育本土儿童文

学艺术光华的自信，互相砥砺，彼此补充。我们正认识到，最重

要的不仅是被世界所看到，更是从这场空前开放的交流际遇中

获取充分的艺术能源，借以孕育原创儿童文学的下一个飞跃。

毫无疑问，带着世界的洗礼回视当代中国儿童文学所面对的巨

大而独特的写作资源时，我们对于怎样看待、理解和书写中国

童年，怎样在这样的写作中探索、建构具有世界高度的中国儿

童文学艺术，会有新的领悟。这一艺术的进阶，直接惠及的是

中国庞大的当代儿童读者，而最终，它也将为中国儿童文学的

艺术和文化尊严提供最重要的诠释和支撑。

面朝童年回忆的乡愁写作可能存在两重
艺术上的困难。一是结构上，如何冲破自然
生活逻辑对记忆书写的控制，从中创造更宏
大开阔、统一紧实的文学故事结构。二是趣
味上，如何在个人体验的基础上，升华至更普
遍、更有高度的童年趣味和童年精神。

随着国际视野的持续拓展和国际交流的不断打开，中国儿童文学界看向世界的目光以及对于世界的理解，都在逐渐进入一种更趋良好的常态。
一种汲取世界儿童文学艺术营养的谦逊与培育本土儿童文学艺术光华的自信，互相砥砺，彼此补充。

对于图画书图文合作特性的认识进一步
加强，插画家对于图画书的重要意义正在得
到更多认可；知识类图画书的创作得到新拓
展，艺术水准也有显著提升。

奖项除了关注当下儿童文学领域的创作
现状，还需具备文学未来学视野；除了关注当
前儿童文学的批评标准，还应将这一标准的
更高建构作为自觉的文化追求。

最重要的不仅是被世界所看到，更是从开
放的交流际遇中获取充分的艺术能源，借以孕
育原创儿童文学的下一个飞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