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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周刊
好书点亮智慧 阅读陪伴成长

中国教育报文化副刊中心
微信公众号：中教文化乐读

报眼态度

我曾经说过，童年的长度决定了
国家的高度。同理，我们还可以说，
儿童阅读的深度决定了民族精神的高
度，在这个意义上说，儿童阅读决定
着民族未来。所以，我们必须重新回
到儿童，认识儿童，关注儿童阅读。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儿童一直是
缺位的，是被历史遗忘的。步入近代
以来，人们才开始尝试去理解儿童。
但非常遗憾的是，我们的所思所想、
所作所为，还停留在浅层次上，无论
在物质世界还是精神世界，都处于摸
索的阶段。就像我一直说的：童年的
秘密还远远没有被发现，童书的价值
还远远没有被认识。对于我们来说，
童年仍然是一个黑匣子，对这个“黑
匣子”的破解，我们一直在行动，但
还没有具有突破意义的重大发现。

童年一闪而逝，儿童瞬间成人。
如果我们认真、用心地研究儿童，如
果我们用立体的思考对待儿童阅读，
我们一定会发现，人类文明的王冠之
上，最为娇嫩也是最为美丽的那颗珍
珠，就是儿童的精神世界。

格林说，所有的童书都是预言
书。早期阅读对人们的影响无疑是刻
骨铭心的，是塑造精神趣味与人格倾
向的，自然，也是多少能够预测未来
的。我们要用儿童阅读让儿童的精神
世界变得更为美丽，也要用儿童阅读
去塑造儿童美好的人格，更要用儿童
阅读去创造一个民族美丽的未来。

对于儿童而言，阅读是帮助他们
认识世界，形成对于人生、对于未来
的基本态度和价值观的最主要的路
径。在阅读之中，要给予儿童更多的
光芒。这种光芒将与儿童的内心交相
辉映。它产生一种蓬勃的希望，将成
为改变世界的力量。它将会引领我们
不断地向前。因此，选择儿童图书，
重要的是从这个积极的角度进行选
择。引导儿童阅读，也要从这个积极
方向进行引领。这就是我们新教育人
经常说的一句话：要把最美好的东西
给最美丽的童年。

就像我们早期着迷的食物大致显
示了我们的躯体特征一样，我们的精
神气质多少与早期的阅读有关。这是
一个互为依赖互为作用的过程。我们
吃过的东西 （读过的书） 在塑造了胃
口的同时也塑造了人自己。选择怎样
的书，会培养出怎样的读者。要让孩
子真正热爱阅读，首先要选择真正能
够打动他们的心灵，既有意义又有意
思的书籍。

没有谁是一座孤岛，每本书都是
一个世界。正是因为书，正是那些伟
大的书籍，把我们和整个世界，和书
里书外的世界与人物联系起来。我们
在物质与精神的世界中穿梭而行，书
把我们心中的美好唤醒。

苏霍姆林斯基曾经说过，一个真
正的人应当在灵魂深处有一份精神宝
藏，这就是他通宵达旦地读过一二百
本伟大的书。其实他说的正是指青年
时代的这种阅读，纯粹，沉醉，通宵
达旦，没有功利色彩，这种感觉如爱
情一样深刻而影响一生。而这种对于
阅读的挚爱，基于儿童时期的阅读兴
趣、阅读习惯与阅读能力的培养。

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无论是作
家的创作还是出版部门的编辑，或者
是发行部门的销售，心里都应该有孩
子，都应该有美好。作家周大新曾经
说过，向孩子们推荐书的时候，应该
把握两个标准：第一，这本书是否在
传达爱；第二，这本书是否在告诉孩
子什么东西是美。真善美，就是我们
给孩子最美好的东西。

我非常高兴地看到，近年来我国
儿童读物的创作呈现“井喷”态势，
其中出现了大量非常优秀的作品。就
拿我今年读过的小说 《阿莲》（汤素
兰）、图画书《旅伴》（粲然文，马岱
姝绘）、《柠檬蝶》（曹文轩文，罗
杰·米罗绘）、《给孩子讲量子力学》

（李淼）、《嘭嘭嘭》（童喜喜）、《寻找
蓝色风》（龙向梅）、《中国人的历
史：诸神的踪迹》（申赋渔）、《海底
隧道》（杨志军） 等著作来说，可以
说每一本都是正能量满满。

我同时也非常高兴地看到，许多
儿童阅读推广人和机构，也正在努力
地为孩子们选好书、读好书。我希
望，中国的作家能够为孩子们创作出
更多的好书，中国的出版社能够为孩
子们出版更多的好书，中国的阅读推
广人能够以更专业更亲切的方式帮助
孩子们读好书，中国的父母、教师能
够拿出更多的时间与孩子们一起读
书。

（作者系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
央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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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第51个国际儿童图书节，也是第十一个中国儿童阅读
日。让阅读为儿童搭建起美丽的童话世界，让儿童在成长中始终有
书香陪伴，这是国际儿童图书节的愿景，也是每一个中国家庭的
美好期盼。十多年来，中国的少儿出版持续火爆，销售额连创
新高，中国的童书市场迎来了黄金发展时代，下一个黄金十年
将如何发展？如何看待我国儿童文学创作力量的崛起？中国的儿
童文学创作还有哪些提升空间？今天我们邀请三位嘉宾围绕这些
话题展开深入探讨。

张明舟
国际儿童读物联盟（IB-
BY）副主席、中国儿童文
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
国版协理事

记者：中国少儿图书热已经持续
多年，近十年来销售额连年递增，有
人戏称“得少儿者得天下”，国内少
儿图书市场连年递增的原因是什么？

汤锐：国内少儿图书市场的火爆
已经超过了 10 年，这与改革开放以
来全社会重视教育及人才培养有关，
也与国内长期实行的独生子女政策密
切相关，每个家庭都不吝惜为孩子的
教育投入，加之近年来国家大力倡导
全民阅读，打造书香校园，以亲子阅
读等各种方式鼓励和引导少年儿童阅
读，因此国内少儿图书市场的持续火
爆也就不足为奇。

张明舟：由于近年来中国儿童文
学和少儿出版不断参与国际合作，引
进了大量世界优秀童书作品，丰富国
内童书品类的同时也激发了国内创作
者的创作热情，原创童书在量和质上
都获得了长足发展，童书品类的不断
丰富和童书质量的持续提升，使得童
书自身的趣味性和知识性也不断提
升，加之网上书店的兴起，使购书变
得既方便又实惠，诸多因素促成了国
内少儿图书市场的持续火爆。

记者：少儿图书热刺激了图书市
场，不仅越来越多的出版社加入到童
书出版行列，也有越来越多的文学作
家加入到儿童文学创作行列。有人总
结说，十几年的童书市场是黄金发展
的时代，也是野蛮生长的时代。

朱奎：我在德国生活多年，很多
德国人不知道总统是谁总理是谁，但
是知道儿童文学作家雅诺什是谁，奥
得弗雷德·普鲁士勒是谁，这说明儿
童文学作家在德国的地位有多么重
要。在中国，现在童书市场一枝独

秀，成人的书不好卖了，于是，很多
成人文学作家也尝试儿童文学创作。
某种意义上说，儿童文学创作是一个
需要责任心同时还需要某种天赋的工
作。我以为，杜绝对孩子们成长无益
的书的有效办法就是加强监督管理，
对出版社实行问责制。

张明舟：近年来，虽然政府相关
部门开始重视规范童书市场，也做了
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但鱼龙混杂、
泥沙俱下的问题的确存在，也是当前
中国童书市场的特征之一。据有关部
门统计，国内每年市场上在销童书品
种近4万种之多。据中国少年儿童新
闻出版总社一次大范围的专项调研数
据显示，约有一半左右的家长和教师
选书时无所适从。因此，专业的、公
正的、有影响力的推荐书目就变得十
分重要，培养真正有眼光有水准的童
书编辑，培养培训大量的专业阅读推
广人才也同样非常重要。

汤锐：这与中国儿童文学创作和
出版的商业运作有关。2002年，《哈
利波特》 以令人瞠目的商业运作冲开
了中国图书市场的大门，让中国少儿
出版人迅速接受了市场营销这一商业
化时代的重要运营机制，这对我国儿
童文学的创作和出版繁荣产生了巨大
的推动力，并对中国的儿童文学消费
市场空间生出无限美好的想象。紧接
着，《鸡皮疙瘩系列》《冒险小虎队系
列》《淘气宝马小跳系列》 等相继创
造了一个又一个本土童书市场营销神
话。强大的市场营销运作在一段时间
内给儿童文学创作带来了类型化、扁
平化等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思想价值和
艺术个性的弊端。

中国童书市场迎来黄金发展时代

中国儿童文学生逢其时进入最繁荣时期
记者：有人说，曹文轩获奖刺激的不

仅是国内原创童书的销量，也是对儿童
文学作家团队的激励，让人们对国产原
创作品和本土儿童文学作家更有信心。
怎样看待我国儿童文学创作力量的崛起
及今后的发展？

张明舟：中国儿童文学创作队伍丰
富多样也良莠不齐，有点儿像中国的自
然地貌：有平原，有丘陵，有盆地，有高
原，也有高峰，甚至还有沙漠和戈壁。国
际安徒生奖是有小联合国之称的国际儿
童读物联盟（IBBY）下设的世界最高荣
誉的国际儿童文学奖项，有小诺贝尔奖
之美誉。曹文轩无疑是中国儿童文学诸
多高峰中最先被世界看见和认可的那一
座，但中国的儿童文学高峰绝不止一座。

因为曹文轩获得了国际安徒生奖，
这两年中国原创儿童文学的确有了进入
世界儿童文学舞台中央的主要演员，但
只有一个曹文轩是远远不够的。巴西曾
有三位安徒生奖得主，日本也曾有四位
作家、插画家获得国际安徒生奖，德国、
英国、美国则有更多。中国还需要出现
更多的国际安徒生奖得主，这既是有可
能也是必须的，因为只有这样，才与中国
儿童文学最优秀那部分的真正实力相匹
配。当然，就像经典有待时间的淘洗，中
国需要有耐心沉淀出更多优秀作家。同
时，也有待于中国儿童文学不断参与国
际合作进程，不断深化参与国际儿童读
物联盟（IBBY）的各项工作。

汤锐：关于国外儿童文学创作与发
展，朱奎老师和张明舟老师更有发言
权。但是关于中国本土儿童文学创作，
我认为我们有自己的发展特色。从起步
看，中国的儿童文学产生的时间并不算
短，1909年中国第一本明确冠以“童话”
文体之称并且明确读者对象为儿童的白
话图书《无猫国》出版，距今也已经超过
一百年了。在这一百年间，我们的儿童
文学创作有过几次阶段繁荣。譬如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叶圣陶、冰心、张天翼等
著名作家留下了一批以“天籁童心”为标志
的儿童文学经典传世名篇。20 世纪五六
十年代，涌现出柯岩、严文井、陈伯吹、金
近、包蕾、郭风、任大霖、任大星、葛翠琳、任
溶溶、金波等一大批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
在“儿童文学是教育儿童的文学”思潮推动
下，打造了新中国第一个儿童文学创作的
黄金时代。第三个儿童文学创作黄金时代
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在改革开放初期，一
群经历了“文革”十年禁锢压抑的中青年作
家以及部分老作家，创作激情如同井喷，形
成了一波具有思想启蒙特色和广泛影响力
的“人性、个性、成长”的儿童文学思潮，比
如孙幼军、曹文轩、高洪波、张之路、陈丹
燕、秦文君、朱奎、周锐、冰波、白冰、郑渊
洁、常新港、刘健屏、董宏猷、董天柚、梅子
涵、彭懿等等，人才济济，十分壮观。20 世
纪90年代末期，改革开放带动出版业走向
市场，由于独生子女教育的刚需推动，儿童
文学创作和出版再次开启了新一轮盛世，
一直延续到现在，而在这个新的黄金时代
中，60 后、70 后作家也加入到儿童文学作
家队伍的骨干力量之中，如汤素兰、李东
华、薛涛、彭学军、徐鲁、杨鹏、杨红樱、车培
晶、伍美珍、翌平、萧萍、王立春等等。近几
年，80 后甚至更年轻的作家，如黑鹤、汤
汤、陈诗哥、麦子等，也在源源不断地为这
个队伍补充新鲜血液，可以说，目前的中国
儿童文学生逢其时，老中青各代儿童文学
作家济济一堂，是最繁荣的时期。儿童文
学创作的题材更进一步扩大和与时俱进，
多元化多角度反映现实生活，儿童文学的
创作方法在网络和多媒体时代也越来越多
样化和富有包容性。所以说，曹文轩获得
国际安徒生奖，对于中国儿童文学界来讲，
并不是个意外，中国儿童文学百余年的发
展成就已经在世界儿童文学之林有了自己
的一席之地，只是我们过去对于本土儿童
文学作品的对外译介不够重视，现在世界
终于认识了中国儿童文学的成就。

记者：随着家长对亲子阅读的重
视，以及二孩政策的放开，童书需求量
将会越来越大，而与之相对应的是国产
童书原创力不足、优秀儿童作家缺乏等
现状。在经历了十几年快速发展之后，
中国童书的整体水平如何？与世界儿童
文学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儿童文学创
作还有哪些提升空间？童书市场需要在
哪些方面进一步规范？

张明舟：中国童书的原创力正在快
速提升，也产生了一批畅销童书作家和
个别的国际大奖得主，但总体水平与美
国、德国、英国、日本相比还有很大提
升空间。特别是在学科阅读、科普阅读
领域的原创优秀作品还差得很远很远。

每年海量的新书中，真正有品质的
并不多，那些低劣的粗制滥造的所谓新
书既混淆了视听，也浪费了大量的资
源，同时扼杀了孩子们对读书的兴趣，
甚至有些更毒害了孩子们尚未形成的人
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应该予以坚决
制止。作为改进的措施之一，童书出版
的供给侧改革势在必行。

近年来，中国政府出版管理部门对
童书发展不断地加强和细化管理，并且
取得了相当了不起的成就。但除政府
外，出版单位也应该加强自律，创作者
应加强学习，不断提升创作水平，营销
渠道应积极推广高品质图书，把孩子们
有限的阅读时间交给真正有价值的图
书。此外，如果能参照法国、韩国的做
法，以法律形式严格保护图书特别是新
书定价，避免过低折扣，以保证高品质
童书出版者、创作者的经济利益，保护
他们出版高品质童书的积极性，也是非
常值得借鉴的。

朱奎：我前面提到在德国，有人不
知道总统总理是谁，但是没有人不知道

德国儿童文学作家。这说明在德国，
儿童文学作家的重要性和社会对他

们的认知度非常高，也从另一方
面 说 明 出 版 社 的 成 功 运
作。我们现在有了曹文轩，
可是有多少人知道曹文轩

呢？我认为，德国在作家图
书品牌的打造上是成功的，值

得中国的出版社借鉴。在全力
打造老作家作品的同时，出版社都

会注意培养新人，这是我们所欠缺的。

汤锐：童书需求量保持在高位，这是
好事。但是目前国内的文化市场整体环境
存在原创力不足的问题，不独儿童文学这
一块。前面提到童书市场的商业运作存在
一些弊端，对儿童文学创作有一定的负面
影响，比如前些年各出版社一窝蜂地争抢
有限的著名作家资源，造成重复出版、资
源浪费，对新生创作力量缺乏培育等等，
前些年童书出版过度追求系列化规模化，
忽视了创作主体的艺术个性，对原创力也
有一定程度的损耗。鉴于目前国家的出版
政策是加大鼓励本土原创出版的力度，少
儿出版业应该下功夫培育本土童书的原创
力量。现在已经有一些出版社在做这方面
的工作并且初见成效，比如大连出版社的

“大白鲸世界原创优秀幻想儿童文学奖”，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青铜葵花儿童小说
奖”，江苏凤凰出版集团和接力出版社也
相继成立了“曹文轩儿童文学奖”“金波
幼儿文学奖”等，都是旨在鼓励推出新人
原创优秀儿童文学作品。这些都是非常可
喜的举措，坚持下去的话，相信未来几年
一代优秀的年轻儿童文学作家必然崛起。

记者：如何预测我国少儿图书市场发
展走势？

张明舟：3 月 26 日—29 日，在刚刚
结束的世界最大童书博览会博洛尼亚童书
博览会上，中国是主宾国，是今年世界童
书界的关注焦点。我们有理由相信，世界
儿童文学和世界童书舞台的中央，将有越
来越多来自中国的舞者，中国童书出版的
海外市场井喷现象，将在下一个黄金十年
逐渐变成现实。

随着 《全民阅读条例》《公共图书馆
法》 的颁布和实施，随着高考制度改革逐
步落实，政府出版领域监管措施越来越到
位，童书出版业竞争更加充分，中国会不
断诞生出可与世界比肩的优秀原创作品，
会出现一批以生产优质儿童读物为核心竞
争力的品牌出版单位和品牌营销渠道，同
时会淘汰一大批生产劣质图书、跟风图书
的平庸出版企业和营销渠道。在练好内功
的同时，将会有更多的中国原创童书输出
海外市场，扩大海外读者群体，扩大版权
收入规模和水平，扩大中国童书和以中国
童书为载体的中国文化的海外影响力。在
此基础上，中国童书作家、插画家将接连
不断地获得各种国际奖项。让我们拭目以
待。

童书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势在必行

朱奎
童话作家、中国作家协会
会员

汤锐
儿童文学理论家、评论
家、中国作协儿童文学委
员会委员、中国美术出版
总社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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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国际儿童图书节招贴画
【拉脱维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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