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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年前庐山盟，今日井冈又重
逢。初心熠熠征程远，苍生事业在儿
童。”在日前由二十一世纪出版社主办
的“儿童文学的潮流”——井冈山儿童
文学创作出版研讨会上，中国作协副
主席高洪波即兴做诗。

30 年前，以张秋林社长为首的二
十一世纪出版社策划了“新潮儿童文
学创作会议”，号召众多的儿童文学精
英分子会聚庐山，以疑惑甚至不满的
目光回望曾经的中国儿童文学，表现
出一种要开创中国儿童文学新历史的
强烈愿望。

30 年后，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时一些振聋发
聩甚至有些前卫的观点已被实践证明
是正确的，但新问题也接踵而至——
从“高原”迈向“高峰”的大时代的文学
潮流，将会对儿童文学带来怎样的冲
击和影响？儿童文学本身的发展潮流
在面临各种外在的诱惑或挤压时应该
如何呈现自己的本真？在商品化潮流
的裹挟下，作为特殊商品的图书特别
是童书如何葆有文学的尊严⋯⋯张秋
林作为会议的总主持再度召集高洪
波、曹文轩、梅子涵、王泉根、朱自强、
方卫平、彭懿等近30位儿童文学作家、
评论家齐聚井岗山，共同为中国的儿
童文学把脉问诊，为中国儿童文学的
发展鼓与呼。

语文教育是照出真相的镜子

如同人类社会的以往历史总是受
到科学技术的影响一样，今天的世界
受科学技术的影响则更加广泛而深
刻。从前沿用百年的文学标准，在面
对今天的儿童文学生态时，出现了失
语状态，或勉强强硬地使用旧有文学
标准，而造成张冠李戴的“错位”。这
样的状况使得非经典的文学创作被

“经典化”，而真正的经典化写作却受
到了伤害。

“儿童文学是大巧若拙，大智若
愚，举重若轻，以少少许胜多多许的艺
术。”中国海洋大学教授、儿童文学评
论家朱自强回顾与展望了儿童文学发
展的潮流，认为 2000 年以来，中国儿
童文学进入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分化
期，其中一个重要分化就是分化出了
语文教育的儿童文学，儿童文学研究
者和作家深度地介入到了语文教育之
中。他提出在多元分化的局面下，要

思考建立儿童文学新的评价标准——
建立儿童文化产业的理论、建立通俗
儿童文学理论、建立语文教育儿童文
学标准等，已成当务之急。

在朱自强看来，语文教育特别是
小学语文教育，是能够照出儿童文学
真相的一面镜子，在这面镜子面前，有
一些作家的作品可能就会现出矮小的
真面目，比如有些作家过去在学校里
非常有影响，但是在语文阅读教学、课
外阅读等方面开始出现了一种质疑
的、审视的、甚至是批判的声音。

“尽管存在种种的问题，但是随着
儿童文学的功能性越来越强，越来越成
为家庭教育、幼儿教育、语文教育特别
是小学语文教育的需求。”朱自强说。

中国儿童文学需要贵族气质

北京大学教授、国际安徒生奖获
得者曹文轩曾在很多场合都提到“书
是有血统的”，此次研讨会上他再次强
调，那些具有高贵血统的文字，与一个
人的格调、品味有关，与一个民族的格
调、品味有关。

“书分两种，一种是用来打精神底
子的，一种是用于打完精神底子再读
的。所谓打精神底子的书，就是那种

大善、大美、大智慧的书，它们是帮助
一个孩子确定基本的、合理而健康的
存在观、价值观以及高雅的情调与趣
味。中国的儿童文学如同中国文学一
样，需要一种贵族情调。中国应该有
属于自己的‘小王子’，即一种贵族气
质。”曹文轩说，由于文化取向、物质基
础等原因，中国文学包括儿童文学多
关注贫苦大众，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
也是如此。这一选择是无可非议的，
但关注贫苦大众不应发展为“以俗为
美”，甚至排斥雅文化。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儿童文学作
家梅子涵教授也以自身为例，提到了
从容、雅致写作与好作品之间的关系，
并强调了要给中国儿童提供具有“母
乳”般特质的文学作品。他认为，“儿
童文学在本质上，是希望贫民的孩子
都获得优雅贵族的气质和举止，贵族
的概念在这里不是指有钱人和他们富
有的门第。”

“无论是从国家利益、民族未来的
高度来讲，还是从文学的自身品质而
言，都是时候强调贵族气质了，我们应
当有雅致的文学，有优美的情调。”曹
文轩表示，所谓贵族气质并非基于阶
层理念，而是一种美学概念，培育贵族
气质有助于中国文学走向世界。

回到儿童，回到童真

研讨会上，不少作家都表示：我们
的文字被太多的思想、太多的道德绑
架了，儿童文学已到了不能承受之重
的极限。

“童真是儿童文学的特征和本质，
是区别于一般文学最重要的标志。如
果说，我们的儿童文学与西方儿童文
学有什么区别的话，大概就在于我们
的作品离童真远了一些，我们赋予儿
童文学的可能过于沉重了，我们思考
的问题可能太重了。”曹文轩表示，童
真背后可解读的意义是丰富的，因为
童真的存在，才使我们的作品获得了
与广大少年儿童读者的对接点，因为
浑然天成的童趣，所以被看成是儿童
文学的最高境界。

“如果有人把童话理解成只是哄
哄小孩子的故事，那当然和真实无
关。所以很多童话，读者从头看到尾，
都能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是假的，是编
的，我不想写这样的童话。”童话作家
汤汤坦言，童话的外衣看起来是现实
世界里不可能发生的，但它的内核是
真实的，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不由自
主地观照现实的世界和生命，观照内

心的悲欢和孤独。这种真实比完全模
拟现实的文字还真实，还入骨，而要抵
达这种真实需要作家有足够的智慧、
才华和情怀。

儿童文学作家翌平也认为，真正
的儿童文学要有一个特别真实的现实
观，如果把它伪装成欢愉、甜蜜的幻
影，文学的品质就会大打折扣。

优秀童书是属于孩子一生的

研讨会期间同时举行了“新潮儿童
文学丛书”30年纪念版首发式，当年选
入的作品在今看来大多依然是有生命
力的，体现了出版者的“眼光”“等待”和

“传承”。据张秋林社长介绍，与“新潮
儿童文学丛书”相呼应的“儿童文学新
潮丛书”即将由二十一世纪出版社结集
出版，高洪波、曹文轩担纲总主编，分为
长篇小说、短篇小说、长篇童话、短篇童
话、诗歌、散文、图画书、理论八大系
列。这是一套开放的书系，除却收录以
往的优秀作品，还将重点推出原创的并
具有引领儿童文学潮流的探索之作。

“真正的儿童文学作家，不仅属于
一个孩子的今天，也属于这个孩子的
明天。一部上乘的儿童文学作品、一
个一流的儿童文学作家，是属于这个
读者一生的。”曹文轩说，如果一个上
了初中的孩子羞于谈论他在上小学时
读的儿童文学作品，如果一个成年人
不愿提及他的童年阅读史，那么，那些
所谓的儿童文学即使不是垃圾也一定
是很糟糕的东西。

事实上，一个儿童文学作家的最
大幸福，就在于被一个当年的读者在
晚年时依然感激地回忆起他的作品。
儿童文学作家、翻译家彭懿坦言，那些
一年写 10 多本书的人，不是写手是什
么呢？作品还是要慢慢地写，写得非
常好，然后读起来永远不忘。“我要做
儿童文学的守门人，我要自律。”彭懿
说，因为有可能某个孩子读的第一本
书就是你写的，当他长大后再回忆起
那本书的时候，如果那本书写得很不
好，他会有一种很特别的态度。

“儿童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读者，
但是他们的认知能力与审美能力是不
成熟的，甚至是不可靠的，需要专家、
校长、老师以及有见地的家长的引
导。”曹文轩说，我们要用最好的、最理
想的文字，将他们培养成最好的、最理
想的读者。

中国应该有自己的“小王子”
——来自“井冈山儿童文学创作出版研讨会”的声音

本报记者 却咏梅

将近 30 年前，作为二十一世纪出
版社的“新潮儿童文学丛书”之一种，
董宏猷出版了 40 万字的《一百个中国
孩子的梦》，短篇叙事，长篇架构，主线
就是一百个中国孩子的梦想。董宏猷
一梦30年，又创作了《一百个孩子的中
国梦》，令人感受到了作家执着的艺术
追求精神。

鲁迅曾用“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
特别”来评价自己的《狂人日记》等作
品，我以为，这也可以借用来说明董宏
猷表现孩子梦想的这两部著作的创新
性。《一百个孩子的中国梦》的“表现的
深切”，主要表现在作家站在儿童本位
的立场，对孩子的生活和命运发自灵
魂深处的关切。它是属于这个时代
的，正如作家在《后记》中所言：“我们
看到了天翻地覆般的历史巨变，同时，
也感受到了转型变革中的疼痛与创
伤。中国梦一点也不回避矛盾、疼痛
与苦难。”作家写农村留守儿童的孤独

（《爸爸机，妈妈机》），写城里应试儿童
的快乐被父母安排的各种培优班所剥
夺（《我要快乐》），写进城务工的农民
工子弟生活的艰辛（《小小铁骑军》），
写父母离异的孩子，对爸爸无望的思
念 和 依 恋（《每 颗 星 星 都 有 一 个 爸
爸》），作品的这些表现无不让人唏嘘
感叹之后，对这个时代的问题、对我们
成人造成的童年生存状况进行反思。

最吸引、触动甚至震撼我的是该书
艺术表现的“格式的特别”。儿童文学
作家、评论家高洪波在为《一百个孩子
的中国梦》作序时，将这部著作的创作
方式，“姑且称作梦幻现实主义”。在我
的感受里，“梦幻现实主义”一语，揭示
了董宏猷的“格式的特别”的具体内涵。

与创作《一百个中国孩子的梦》相
似，董宏猷以“梦幻”作为《一百个孩子
的中国梦》的长篇架构的粘接剂，以现
实关照作为全部作品的创作出发点。
如果细读作品，会发现作家笔下的“梦

幻”，并不是纯然生理意义上的梦境，
而是作家将生理的梦境与现实生活融
合为一体，所再造出的“第二”梦境。
比如《每颗星星都有一个爸爸》，作者
采用生理的梦境与现实生活相融合的
手法，关照儿童的现实生活和愿望，营
造出特殊的艺术情境，收到了特有的
艺术审美效果。

书中有一百个故事，个个都要写
“梦”，弄得不好，就容易造成千篇一律
这种单调，引起读者的审美疲劳。但
是，董宏猷较好地处理了这一问题，使
这部作品变成了丰富的写作、丰富的
阅读，这种丰富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
面。一个方面是作家的大视野。由于
作家具有丰富的生活底蕴和广博的知
识储备，所以创作这部作品有点“百科
全书”式写作的味道。从古代到现代，
从中国到外国，从城市到乡村，从历史
到地理，从音乐到绘画⋯⋯几乎是无
所不包。我感到，阅读《一百个孩子的

中国梦》是一种通识性阅读，在这一点
上，董宏猷的这部作品为儿童文学创
作取得了突破性的成绩。

作家的大视野不仅表现在作品整
体题材的丰富性和领域的开阔度上，
而且也表现在很多具体作品的想象力
的信马由繮、纵横驰骋上。比如，《穿
越<清明上河图>》的现实与历史之间
的穿越，《牛顿给乔布斯打电话》里的

“巴尔扎克的咖啡/怎么就倒进了/马

克·吐温的密西西比河/牛顿给乔布斯
打 电 话/喂 ！ 你 的 苹 果 被 谁/咬 了 一
口”，都为读者提供了开阔的艺术想象
空间。

另一个方面是跨文体写作。这也
就是高洪波所指出的，董宏猷“不仅是
一位儿童文学作家，也是一位诗人、散
文家、报告文学作家、剧作家、书法家、
摄影家。难能可贵的是，他把这多种
能力、多种方法融会贯通，经多年摸
索，创造出独具董氏风格的文体”。这
一文体的特点是将童话、散文、诗歌、
歌词、报告文学、影视表现等诸多文体
元素渗透、融合在小说写作之中，唤起
了读者丰富的审美阅读体验。

儿童文学应该是追求创意的文
学。董宏猷的《一百个孩子的中国梦》
以其“格式的特别”这一创意，对探究
儿童文学艺术表现的可能性作出了十
分独特而重要的贡献。

（作者系中国海洋大学教授）

“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
——董宏猷《一百个孩子的中国梦》的创意性

朱自强

我喜欢旅游，有机会到一个陌生的
城市时，最喜欢去的是这个城市的博物
馆。因为我知道，这个城市的历史沿
革、文化记忆、奇珍异宝，都能在博物馆
里找到。去博物馆游览，没有旅途劳
顿，总是冬暖夏凉，而且基本免费。

这几年国家重视文化建设，博物
馆特别是省博物馆，常常是修得最漂
亮、最宏伟和最有造型的建筑。不过，
我有时走进博物馆，经常看到人烟稀
少，寥寥落落，不觉有些遗憾。重金打
造出来的博物馆，当然是市民去得越
多越好。徜徉在博物馆里，欣赏各种
文物；屏气凝神，学着和古人对话。如
果都不进去看，哪里还谈得上“以文化

人”呢！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情况？我
感觉和我们缺少博物馆教育有关。

我不愿意谈到某个事情重要，就条
件反射地说，“**从娃娃抓起”。但是，
在博物馆教育这件事上，的确需要从娃
娃开始。博物馆是重要的收藏机构，更
是一个向所有人开放的文化机构。所
有人中，学生又占据了重要位置，学生
学习知识，除了来自教材和图书外，还
需要来自实地实物的观看。这不只增
加兴趣那么简单，更是体现了传统以

“教”为中心的灌输式学习，到以“学”为
中心的建构式学习的转变。换句话说，
博物馆也是重要的课程资源。

这就是我为什么喜欢《博物馆里

的中国》（新蕾出版社）这套书的原
因。在这套书出版之前，我听说了选
题成功申报了“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就直觉这是一套有时代感、有文化感
的好选题。当然，我也深知这套书的
难度很大，至少有三点：第一是资料的
准确性，第二是图片的精美性，第三是
文字的趣味性。

上述三点都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
难。我自己是编辑，深知其巨大的工作
量。资料的准确性，虽然有众多专家把
关，但学术界各种争论很多，如何选
择？图片的精美性，有的博物馆未必肯
提供图片，如何打动人家？文字的趣味
性，人文类的图书不像文学，没有故事

情节和人物关系，抓住孩子谈何容易？
拿到《博物馆里的中国》这套书

后，我从上述三个方面通读完全书，发
现这些方面都处理得很好，也感受到
新蕾出版社的编辑们一定用尽了“洪
荒之力”。

值得一提的还有本套书的体例，
一般人能想到的最简单的体例就是按
博物馆编写，但这么编写出来，容易成
为导览手册，生硬地介绍各种陈列和
收藏，趣味性和故事性会大打折扣。
而且，全国有 4000 多家博物馆，书系
也容纳不了这么大的内容。最后，丛
书分为《大美中国艺术》《探索科学的
脚步》《追寻红色的记忆》等，按照主题

分类，综合各种藏品进行讲述——这
是一种非常有创意的编写体例。

我曾研制过“中国小学生基础阅
读书目”“小学图书馆基本配备书目”
等书目，大体上把童书分为文学、科
学、人文三大类。这三大类中，最缺乏
的就是人文类，而且是原创的人文类
图书。市场上也有不少历史、地理、传
记的童书，但多为编写，质量一般。这
套书算是原创人文图书的精品，如果
能根据读者意见修订，必将成为经典。

了解历史，寻找记忆，传承文化，
从博物馆开始，从《博物馆里的中国》
爱上中国。

（作者系儿童文学工作者）

在博物馆里爱上中国
王林

你一定看过或听说过美国罗伯特·
清崎写的 《富爸爸穷爸爸》 吧？16 年
前，这本紫色的小书一经在中国面世，
就在大街小巷“疯传”起来，如同掀起
一股紫色风暴，热销 109 个国家和地
区、总销量超 3500 万册，成为影响数
以亿万计读者的创富故事书，而这本书
的引进出版人汤小明也因此被誉为中国
的“富爸爸”。

如今，关于金钱和财富，人们依然
有很多疑惑：“为什么很多人那么努力却
赚不到钱？为什么很多人挣到钱却仍感
觉不幸福？”“为什么不论富人、中产小资
和普通年轻人都在不同层面为钱纠结？
而马云、郎咸平等社会成功人士的财富
观 对 年 轻 人 来 说 ， 是 绝 对 正 确 的
吗？”⋯⋯对此，汤小明推出新著 《创
富法则——通往财富自由之路的七堂必
修课》 给出了答案，并于近日举行财商
中国行暨富爸爸创富论坛，与大家共同
探讨财商教育。

该书通过作者对四个年轻人的财商
训练故事，以及他们在这个变化时代所
面临的各种选择和他们与父辈的金钱价
值观、人生自由观的比较，揭露了我们
所生活的这个时代的金钱真相和贫富差
距不断加大的秘密，引导读者去思考，
并更有效率、更少风险、更科学理性地
改变自己和自己的环境，走上一条明
白、理性、智慧之路，实现自己的财富
自由。

汤小明在现场发表了主题演讲，分
享了自己 16 年的财商教育感悟。“我不
想做金钱与财富的奴隶，亦不想做主
人。”在汤小明看来，做个明白的人最重
要，而人与金钱最恰到好处的关系是：不
远不近的伙伴关系。他揭秘了金钱生活
的四象限，教大家如何找到自己的位置
并作出改变：当你真正看到了每个人富
有的本质，以及对你自私本性的重新反
思和评判；当你超越了金钱环境对你的
影响，去掉了这些环境对你的影响，你也
就变成富有和自由的了。

“不为钱工作，但是富有并受人尊
敬，这就是我们财商教育要达到的最高
境界，而财商教育是让少数人心智成熟
的路径。”汤小明说。

汤小明著书
再谈财商教育

伊湄

读家报道

麦田守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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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淑敏给孩子的心灵成长书》
毕淑敏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这是作家毕淑敏献给8—14岁孩子
的心灵成长全书。作者以充满母爱光
辉的文字、丰富真切的人生经验、透彻
心扉的成长期盼，为孩子们开启一堂堂
有趣而真挚的心灵成长课。

全书涵盖了爱、成功、人生、自信、
成长和亲情等六大主题，从心灵成长的
不同方面引导孩子遇到问题勇敢面对，
妥善解决成长过程中的心灵谜题。

《青苔街往事》
杜梅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该书记述了六指女孩灯灯从4岁到
14岁10年间的刻骨铭心、难以忘怀的童
年往事。故事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初
夏的蔷薇、深沉的青苔街、泛着涟漪的池
塘、床底下的“月宫”、邻居爷爷家饲养的
白兔、小朋友之间的玩闹，都是灯灯对于
童年美好的记忆，但是同龄女孩粉红的遭
遇又给灯灯留下了难以抹去的心灵伤痕。

作者杜梅在自序《向童年致敬》里写
道：“从某种程度上看，每个人的童年都
毁誉参半，每个人的成长都难以完美无
缺。重要的是，未来我们如何修复这种
缺憾，如果你试图用希望和信心来重建，
你就会走出阴霾，收获光明。”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