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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 谈

童书出版：作家与出版社相互扶持

记 者：您是怎样走上少儿出版和儿童文学

创作之路的呢？

刘海栖：我其实还是把自己定义为一个出版

人，准确地说，是一个童书出版人。

我是1976年到出版社工作的，直到2009年

奉调去山东省作协，在出版社工作了33年。我进

出版社时，就开始做童书，那时叫人民出版社文艺

编辑室少儿组，我就在那里编少儿刊物。从此就没

有离开过童书出版的岗位。1984年，明天出版社

成立，我在这一年担任了总编辑，1998年又担任

社长。上世纪80年代初期，各家少儿社相继成立。

少儿社基本都是脱胎于各少儿编辑室，而少儿编

辑室大都是出版儿童文学图书，早期少儿社的编

辑多是做儿童文学的编辑，甚至很多老一辈的儿

童文学作家都是在少儿社工作，各社也多从做儿

童文学图书起步，最早的那批少儿社的领导同志，

大都有儿童文学的情结，我也不例外。

在明天社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出版领域还没

有完全摆脱计划经济，没有被完全推向市场，我的

压力不大，就开始试着写一些儿童文学作品。那时

我写了几部长篇，虽然这些作品在现在看起来并

不成熟，但敝帚自珍，它们奠定了我后来进行儿童

文学创作的基础。上世纪80年代末期，出版社的

竞争开始激烈，工作压力增大，我就把创作放下

了。不过，我始终倾心于儿童文学，也把抓好儿童

文学读物作为明天出版社努力的方向。后来一段

时间里，明天社确实成为国内儿童文学出版的重

镇，出版了大量优秀儿童文学作品，有的作品几乎

获得了国内所有的重要奖项，有的作品至今依然

是市场上的畅销书。

除了原创儿童文学之外，我还注意对国外优

秀儿童文学的引进。在社里有关同志的共同努力

下，我们引进了大量世界级的国外优秀儿童文学

作品，比如罗尔德·达尔、凯斯特纳、特拉弗斯、扬

松、克吕斯等，这些作家所有重要作品至今仍是明

天社这艘大船压舱的宝贝，为国内读者所瞩目。与

儿童文学关联紧密的图画书也很早就进入了我的

视野，在图画书还没被国内大多数读者接受的情

况下，我就将其作为重点项目来抓，聚集了大量最

优秀的国外图画书资源，并且很早就由引进走向

出版原创图画书，带动了国内重要作家进入儿童

图画书的创作领域，明天社也由此成为国内最重

要的出版图画书的出版社。通过一系列努力，明天

社由建社初期以10万块钱起家的小社弱社，发展

成为净资产超过一个亿的大社强社。

就在明天社的事业蓬勃发展向新的目标迈进

的时候，我奉调去了省作家协会工作。当时是有点

失落的，毕竟除去在部队当兵的几年外，我一直没

有离开童书出版，没有离开童书，我的事业在这

里，我的朋友们也都在这里，我甚至大病一场。我

当然不甘心，经过思索和寻找，不久我就知道应该

做什么了。我找来很多书大量阅读，做必要的准

备，病好之后的一天，我写下了第一个字。我对朋

友们说，我又回来啦！

记 者：您做了 30 多年的童书编辑和出版，

在您看来，新世纪近 20 年以来，儿童文学出版较

之以前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刘海栖：我从事童书出版30多年，见证了儿

童文学发展各个时期的情况。上世纪80年代可说

是儿童文学值得书写的一个时期，它为今天的儿

童文学的繁盛奠定了基础，也深刻影响了之后儿

童文学的发展。上世纪80年代不但涌现了众多的

儿童文学作品和儿童文学理论，其更大的意义还

在于，形成了一支创作活跃、风格多样的儿童文学

队伍。1986年，文化部和中国作协在烟台召开儿

童文学创作会议，有200人参加，全国有影响的老

中青三代儿童文学作家都参加了。当时参加会议

的风华正茂的青年作家，有许多至今依然活跃在

创作一线，有很多人已经成为儿童文学创作的标

志性人物。我至今依然清晰地记得当时会议上那

些令人钦佩的身影和声音。

到了上世纪90年代，儿童文学读物的出版出

现了低潮，这与市场的发展有关。当时各个出版社

都开始注重市场效益，而儿童文学读物并不是容

易带来效益的出版品种，很多时候不如低年龄段

的儿童读物畅销。大多数少儿出版社甚至取消了

儿童文学编辑室，只有个别社还保留着。从事儿童

文学创作的作家也不多，且作品集中在个别出版

社；这些儿童文学作家的市场地位也比较成问题，

有些现在很重要的作家，在当时被某些出版社用

很少的钱买断了所有作品。当然，那时也有很有眼

光的出版社和童书出版人，他们一直在坚持儿童

文学读物的出版，像《草房子》和《第三军团》以及

一批至今依然有影响力的优秀作品就是那个时候

出现的。我始终对这些甘于寂寞、卓有眼光的坚守

者满怀敬意，也从他们的执著中获得前行的勇气。

进入21世纪，尤其是近十几年，儿童文学又

有了大的发展，有业内人士把这称作儿童文学的

“黄金十年”，从规模和影响力上来看，这种说法大

体准确。

记 者：国家和社会都大力提倡儿童阅读，家

长和孩子们对于儿童文学作品的选择也越来越精

益求精，这种对于好作品的需求给童书出版提出

了怎样的要求？

刘海栖：近十几年儿童文学的爆发式的发展，

其原因大致明确，其中，国家和社会的推动起了重

要的作用，促进阅读已经进入立法，这是非常值得

高兴的事情。

儿童文学的发展自然也离不开儿童文学作家

自己的努力，现在，中国儿童文学已经有了一支很

有阵势的队伍，蓬勃向上，浩浩荡荡：老作家依然

焕发青春，笔耕不辍；中青年作家越来越成熟而勤

奋；儿童文学作家队伍里甚至出现了优秀的成人

文学家的身影。阅读推广活动也日益普及，家长们

的素质不断提高。但是我想说，其中出版社的作用

不可替代，正是由于出版社市场意

识的增强和能力的提升，以及对于

需求的引领，才使得中国儿童文学

读物无论在数量规模还是在市场

份额占比都具有世界领先的位置，

这也为中国的儿童文学真正走向

成熟、走向高水平、走向世界奠定

了基础。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现在儿童

文学读物的繁荣，很大程度上还是

数量规模和市场份额上的大幅度

增长，我们的童书，尤其是儿童文

学读物，在质量上还有很大的上升

空间，对于要很好地满足读者日益

增长的阅读需求还有距离，想要真

正比肩世界级的儿童文学大师还

有不少的路要走。在这方面，除了

儿童文学作家要努力认真地写出

好作品奉献给读者，出版社也有更

多事情要做，除了出版本身的技术

性问题需要解决，出版社的工作还

有导向性，往往会引导作者的创作

方向，会左右一些作者的选择，从

而在整体上影响市场的走向，所发挥的作用不可

忽视。我想，出版社应该既尊重市场，又引导市场，

大家一起努力，互相扶持，共同成长，才能拿出无

愧于时代的作品。

编辑与作家共同成长

记 者：在您看来，出版社和编辑在“作家的

诞生”过程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刘海栖：我是很看重编辑的地位的，我觉得出

版社最核心的资源是编辑，没有一支好的编辑队

伍，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的出版社，这个道理看似

尽人皆知，但实际上，在市场压力和指标压力越来

越大的情况下，培养一支好的编辑队伍并不容易

做到。在一些出版社中，编辑往往处于被动位置，

要为完成利润指标而拼命工作；要被渠道的话语

权所左右，渠道不是为产品服务，而是反过来产品

为渠道服务；编辑还被要求尽心尽力地去为重要

的作家服好务，在有众多竞争者的作家争夺战中，

尽可能地抢来有市场价值的作家书稿；编辑花费

更多的时间埋头于案头工作，其实对于重要作家

的稿件并没有发声的权利，甚至被要求不能对稿

件加以改动。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久而久之，年

轻编辑逐渐失去了职业自豪感和创造力，人才流

失不断出现。

我理想中的编辑和作家是共同成长的关系，

在作家和作品的成长过程中，编辑为他创造必要

的条件，包括传递积累下来的经验教训以供参考，

向作家提供必要的市场条件，而不是只把有限的

资源向成熟而有市场的作家倾斜。当作家的作品

被读者接受，甚至越来越成功时，编辑就退隐到后

面去寻找新的方向。即使是童书编辑，也和任何编辑

一样，有自己的职业理想和职业尊严，也要有自己的

职业规划，市场是一个好的学校，但服务不是编辑工

作的全部。作家应该尊重和理解编辑的工作，为编辑

的工作提供方便，甚至为年轻编辑的成长贡献自己

的力量；作家要视编辑为朋友和合作对象，而不仅仅

是服务者。只有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出版社的

队伍和产品的发展才会进入良性循环。

记 者：对于童书，您是出版创作两手抓，既

是编辑、出版人，又是作家，我很好奇，在出版或

创作过程中，会有出自另外一个身份的考量或审

视吗？比如写作时会从出版的角度来看待或修改

作品吗？

刘海栖：有写作经验对于一个编辑甚至一个

出版社的社长来说当然有好处。第一个好处不用

说，有创作经验的编辑或者社长，更容易对书稿做

出判断，对于需要调整的书稿提出适合的意见，甚

至能预见到书业市场的发展，从而做出有前瞻性

的调整和安排。我在做出版社社长期间所抓的一

些选题，无论是原创或者引进的作品，现在都还是

非常好的产品，被业内所瞩目，继续产生着效益，

我想这和有创作经验有一点关系，知道什么东西

好，不至于被漏掉。

还有第二个好处，我在当社长期间，提倡编辑

写作，并且做出决定，为每位从事创作的编辑在社

里出一本书，当时出书还不是太容易的。我之所以

这样做，是想要通过这种方式培养编辑对职业的

兴趣。一个好的写作者，自然对于编辑这个职业充

满兴趣与尊重，会尽心尽力地去工作。而且写作也

能帮助编辑提高水平，做出更好的书来。我那时给

好几位编辑出了诗集、散文集或者小说，其中有些

人也因此有了很好的发展。

编辑和出版生涯的确也对我的创作起到了积

极作用。在写作中，我会考虑如何更好地配合出版

的因素，比如字数与定价、开本，对设计提出意见，

尽量去适应出版方面的需要；我也注意把自己对

市场的经验用到写作中，避免给出版社造成压力。

写作中，我对于童书的特殊性也会考虑，比如对于

图画书，会力求文字和内容有利于插图画家更方

便地去表现。由于有出版经验，我和编辑交流起来

也比较顺畅，尤其对于年轻编辑，我也会利用这个

机会，把自己的编辑和出版经验分享给他们，在细

节上多做一些提醒，希望能对他们的职业能力提

升有所帮助。

我的童话都能在现实中找到影子

记 者：您新近出版了一套《豆子地里的童

话》，里面多是描写孩子的乡村生活和彼此情谊，

您是怎样选取创作素材、确定主题的？

刘海栖：《豆子地里的童话》是一套三本的系

列童话，分别是《胜利大逃亡》《鸡蛋保卫战》和《寻

友历险记》，我很感谢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所做的

工作。

我主要从事童话的写作，我的童话多与我的

生活经历有关，这套《豆子地里的童话》依然如此。

我写了乡村的生活，写了那些有着乡村意象的主

人公们，他们甚至是动物或者虫子。我的父亲生

长在山东的胶东乡村，虽然他很早就离开了那

里，但总对早已陌生的老家津津乐道，似乎年纪

越大越有感情。我小时候经常在暑假里被他发回

老家，老家的那些山，那些水，那些绿油油的田

野，还有可爱的豆子地给了我深刻的记忆，我一

有机会就跑向豆子地，在堂弟和其他小伙伴的带

领下，去捉蝈蝈、逮蛐蛐儿、抓豆虫。我们从豆叶

下面抓住肥嘟嘟的绿豆虫，用铁丝从它屁股捅进

去，把肚皮翻过来，擦干净豆虫肚子里的脏东西，

放到火上烤，烤得喷香，嘎吱嘎吱吃得津津有味。

回到城里之后，我们还是常常跋涉到郊区的豆子

地里逮蛐蛐儿，晚上才去，用手电筒照着逮，逮住

了就放进用纸做的袋子里，把纸袋子穿起来挂在

裤腰带上，像挂了一圈子弹夹，高高兴兴地回家，

我们家床底下都是大大小小的蛐蛐儿罐。这些回

忆一直在我脑海里回旋，我就把它们写进我的童

话里。我也去墙根下抓土鳖，抓了到中药铺换钱，

去买柿子皮吃，我把这也写进童话里。后来我参

军的部队驻地就在农村，我们经常要去帮助老乡

干农活，拉练到一处地方，放下背包就去给老乡

打水，我对那些井台和辘轳记忆犹新，这些都写

进了我的书里。

乡村在我的记忆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我觉得

我是幸运的，因为乡村是我生命中的根，这个根给

了我营养，于是我的生命就有了更多的色彩。我把

这种类似于乡愁的东西融入童话，这既是我情感

的释放，也是给现在小读者的礼物，希望他们知

道，世界大得很，比书桌和城市大许多，但我们都

要记住乡愁；我也希望小读者在可能的前提下，走

进大自然，那里有无数的新鲜事，值得去探索，并

且能因此而受益终生。

记 者：您曾说过，作品基本都是来源于生活

经验，能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影子。对于童话而言，

您是如何处理现实与想象的关系的？

刘海栖：这套书里的故事肯定有我所经历的

事情。我们那时的男孩子都崇拜英雄，喜欢看打仗

的电影，喜欢读《夏伯阳》《红旗飘飘》，喜欢一切与

军事有关的，痴迷于做官兵捉强盗的游戏。后来我

还去当了兵，站岗放哨拉练打靶，听号声哨声，新

兵怕哨老兵怕号，“一长一短拿筷子拿碗”……我

把这些生活都写进故事。时至今日，我感谢生活的

馈赠，我的生活经验给我的故事提供了最为可靠

的保障，我的故事也因此有了根。

我喜欢童话写作，还因为童话创作有无限的

可能性，童话的疆域如此阔大，童话的想象如此美

丽，叫我欣喜和神往。但我的童话都是建立在生活

的基础上的，我不善于上天入地，我也不善于穿越

古今，虽然那些东西也很棒，也为小读者喜爱，但

我做不来，硬去做肯定做不好。我的童话基本上都

来源于生活经验，建立在真实基础上，都能在现实

生活中找到影子。我今后还会沿着这条路往下走，

争取能做得更好些。

记 者：这套作品与您以往作品相比有哪些

不同之处？

刘海栖：我在这套童话里对朋友这个概念做

了一些诠释，我这么多年的生活经历，也许是从

小当兵过集体生活的经历，使我对朋友这个概念

有了比较深的认识。我觉得朋友对一个人是很重

要的，尤其是一个男人，我无法想象一个人能够

在没有朋友的情况下很好地生活，每个人的成功

都无法脱离别人的帮助。当然，有时可能会由于

轻信而受伤，但你不能因此而失望，而心生怨怼，

而放弃对美好友情的期盼。我在这方面是乐观主

义者，我希望世界上多一些信任，男孩子们能够

去多信任别人，和大家一起，甚至像那些动物乃

至虫子一样，手挽手地去对付看起来强大得不得

了的对手。

另外，我在创作中是有意识地去追求幽默

的，但不知道做得好不好。对于幽默，很多理论家

做了精辟的论述，下了很准确的定义，现在也有

很多体现了这种特征的作品，值得我学习。我只

是在努力地寻找属于自己的东西，我想要的是具

有辨识度的幽默。我不想去简单地搞笑，幽默应该

是渗透到骨子里的东西，它在必要时会自然地流

出来，生活里处处都有令人会心一笑的东西。

记 者：在您心目中，好的童话作品应该具备

怎样的素质？

刘海栖：好的童话作品要有一个好故事，我在

努力地营造这种故事。我觉得，有些童话缺少必要

的难度，其实，即使是低年龄段的童话，也应该具

有一定的写作难度，这个难度不仅体现在语言上，

更多的是体现在故事上，一个好故事太难得了！我

想，作家们都应该去追求有难度的写作，应该把故

事编得精致再精致。

儿童文学现在遇到了一个好时代，现在的儿

童文学作家是幸福的，也是幸运的，被那么多的读

者所关注、所钟爱。而正因为如此，每个儿童文学

作家就更应该知道自己肩头的担子有多重，自己

的责任有多大。我们面对的是孩子们那一双双渴

望的眼睛，他们要得到最好的营养，我们决不能辜

负他们，决不能对他们有一丝一毫的懈怠，只要想

到这个，我就会谨慎地下笔，慢慢地写作，争取写

得好点，再好点。每个童书作家都应该把为读者负

责作为惟一标准，大家一起努力，儿童文学就能攀

上更高的高峰。

第五届中国上海国际童书展近日刚刚落下

帷幕，6万余种童书和千余位国内外童书作家、插

画家和出版专业人士亮相书展，为读者奉献出上

百场精彩的阅读活动。其中，原创儿童文学图书

成为书展的一大亮点。

原创儿童文学：如何继续为孩子
投递幸福与美好

第五届中国上海国际童书展开幕当日，“一

路投递幸福和美好——中国原创儿童文学上海

论坛暨郭姜燕作品研讨会”在书展1号馆举行。

中国作协副主席高洪波，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党委

书记、总裁王岚，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副局长彭卫

国，上海作协党组副书记马文运以及韩建民、金

波、海飞、张之路、刘海栖、梅子涵、秦文君、孙建

江、徐德霞、汤素兰、徐妍、陈国安、周晴等作家、

评论家、出版人参加了研讨。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副总裁阚宁辉主持会议。

高洪波首先对郭姜燕的童话《布罗镇的邮递

员》先后斩获“2016中国好书”、第十届全国优秀

儿童文学奖、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

奖表示祝贺。他说，在国际童书展上举办论坛

来探讨原创儿童文学，展现了中国原创儿童文

学的成就，展示了我们的文化自信。他认为，

《布罗镇的邮递员》故事性强，想象力丰富，是一

部非常优秀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童话，它创作上

的得失也促使我们深入思考儿童文学如何立足

本土、借鉴西方。

马文运在致辞中谈到，新世纪以来，中国儿

童文学已经走过了黄金十年的发展历程，并走向

新的征程。今日中国儿童文学繁荣的景象注定

要在文学史上书写重要的一笔。老一代儿童文

学作家保持一颗童心、一腔热血，中坚力量正处

在黄金创作期，不断给小读者带来惊喜，新作家

如雨后春笋，展示出了蓬勃的创作潜力。一大批

原创的儿童文学精品真正做到了既叫好又叫座，

正能量充沛，这是对文化自信最有力的诠释。从

这个意义上来说，《布罗镇的邮递员》等一批原创

儿童文学精品写出了中国气派，传递出鲜明的现

实导向，努力向当下孩子们的内心靠拢，这是当

前优秀儿童文学创作很重要的走向。

郭姜燕《布罗镇的邮递员》2016年由少年儿

童出版社出版后，成为儿童文学界奔腾而出的

“黑马”，不但斩获多项重要大奖，而且出版一年

内加印8次，可谓“既叫好又叫座”。研讨会上，

与会专家以她的创作为个案，深入探讨当前儿

童文学尤其是童话创作中的重要话题。有评论

家认为，这部作品既具有现代性的宏大主题，探

寻人类的精神归宿和未来走向，又不失纯正的

童话思维和充满童趣的表达方式，展现出很强的

叙事能力和融会中西童话的能力，值得我们研究

和思考。

童话作家谢乐军携“老虎”归来

日前，谢乐军携新书《魔术老虎智慧童话系

列》亮相上海国际童书展，表示要“回归”儿童文

学创作。

谢乐军是儿童文学“湘军”阵容的重要成

员。他16岁开始在山村小学当老师，乡村学校

书刊有限，为了填饱孩子们对故事的渴望，谢乐

军经常要自己编故事，后来在他的叔父、时任湖

南省儿童文学委员会主任、著名儿童文学作家

谢璞的影响下开始儿童文学创作。当了多年的

“孩子王”，谢乐军有一肚子的故事，并且深谙孩

子的性格和阅读心理，曾创作了《马马虎的故

事》《营救星空行动》《挨打保险公司历险记》《奇

怪的大王》《长翅膀的小汽车》《魔术老虎》《魔术

老虎传奇》等一大批受到读者喜爱的童话作品，

并出版有《童话创作散论》等专著。尤其是“魔术

老虎”，成为当时儿童文学作品的一个知名童话

形象。

应当年出版《魔术老虎》的湖南少年儿童

出版社邀请，谢乐军在原作基础上，推出了新

版老虎故事，对“魔术老虎”形象进行全新提

升和开发，不仅重新设计了角色形象，故事

构思也更加富有时代气息和儿童趣味。《魔

术老虎智慧童话系列》共六册，主要讲述了神

奇的魔术老虎和淳朴的小男孩笑巴巴在生活中

的交往、情感与成长，充满了天真的幻想和纯真

的幽默，给小读者构建了一个奇妙的幻想世界，

作品文字朴实简练，故事起伏生动，人物形象特

点鲜明。

新书发布会上儿童文学评论家王泉根对重

新归来的“魔术老虎”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

“魔术老虎”之所以赢得小读者喜爱，主要有三个

原因：一是“魔术老虎”具有丰富的想象力，是非

常好看的故事；二是“魔术老虎”塑造了幽默、快

乐、智慧、勇敢的立体艺术形象，是中国童话中站

得住、传得开、记得住的形象，这个艺术形象是民

族与民间的资源的充分展现，是源于生活的；三

是“魔术老虎”具有浪漫主义情怀和现实主义精

神。“我们一代代中国人从小就听的民间故事里，

老虎是一个主要形象，但是在现代儿童文学中，

兔子、老鼠等动物的形象更多，谢乐军的‘魔术老

虎’形象是对我们民间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值得

关注。”王泉根认为，原创儿童文学要多塑造一些

“中国化”的形象。

（刘秀娟）

■动 态

刘海栖刘海栖：：把对读者负责作为惟一标准把对读者负责作为惟一标准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王王 杨杨

来自第五届上海国际童书展的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