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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儿童文学领域，束沛
德、徐德霞是两个绕不开的人。束
沛德一直被业界称为“行走的新中
国儿童文学史”，而徐德霞则将《儿
童文学》杂志打造成中国儿童文学
界的一面旗帜。在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之际，当两位老儿童文学工
作者拿到他们策划、主编的新中国
成立70周年原创儿童文学献礼丛书

“儿童粮仓”时，不禁感慨万千。
“共和国诞生的时候我18岁，一下
子70年过去了，我成了一个不折不
扣的耄耋老人，可以说我见证了国
家一步步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
来的历程。”束沛德说，“像我们这
样的老儿童文学工作者，往往总有
那么一份心情，总想为孩子们做点
儿什么。就像一首歌所唱的：我要
把最美的歌儿献给你，我的母亲，
我的祖国。”

70年历程

走过光荣荆棘路

“一条光荣的荆棘路”，这是束
沛德心中70年来儿童文学发展的真
实写照，他将儿童文学70年发展之
路分为四段历程，分别为新中国成
立后17年、“文革”10年、改革开
放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新世纪至
今四个历史阶段。束沛德介绍，在
1949年到1965年，由于党和政府的
倡导和“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方
针的鼓舞，作家们纷纷披挂上阵，
热心为儿童写作，从而迎来了我国
儿童文学初步繁荣的第一个黄金
期。这一时期佳作迭出，不胜枚
举。张天翼、陈伯吹、金近、洪汛
涛、葛翠琳、孙幼军等都奉献了为
小读者喜爱的作品。束沛德以最广
为人知的“三小”为例：“严文井的
童话《小溪流的歌》，诗情与哲理水
乳交融；徐光耀的儿童小说《小兵
张嘎》，成功地塑造了嘎子这个有血
有肉、富有个性特征的人物形象；
柯岩的儿童诗《小兵的故事》，既富
有浓郁的儿童情趣，又富有鲜明的
时代色彩。”

1978年到1999年被束沛德誉为
“第二个黄金期”，他认为，在这个
阶段，老作家宝刀不老，重新活跃
于儿童文坛，而一大批生气勃勃的
青年作家更是脱颖而出、崭露头
角，“井喷式爆发”的创作欲望终于
迎来“第二个黄金期”。“这个阶
段，作家们在儿童文学观念上有大
幅度的转变和进步，比如更加明确
儿童文学‘以儿童为本位’，更加全
面认识儿童文学的功能，摆脱了‘教
育工具论’的束缚，回归到文学本身，
注重以情感人，以美育人。”此外，束
沛德还特别提到，在改革开放之初，
短篇小说的成就尤为突出，张之
路、沈石溪、常新港等作家的小说
都在当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
代初，长篇小说热成了儿童文坛一
道亮丽的风景，甚至与成人文学相

比也毫不逊色。”束沛德介绍，这段
时期，曹文轩的《草房子》、秦文君
的 《男生贾里全传》 入选中宣部、
中国作协等部门联合推出的向新中
国成立50周年献礼的十部长篇小说
之列。这一时期作品，在题材、形
式、风格上多姿多彩，不少作家在
思想、艺术上日趋成熟。金波、张
秋生、高洪波、黄蓓佳、冰波等都
有佳作问世。

进入新世纪之后，作家们更加
关注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中国精
神，努力追求文学品质与艺术魅力
的完美结合，更加自觉地勇于创
新，乐于探索。他们按照自己的生
活经历、个性特点、优势擅长，开
拓不同的创作疆域，使儿童文学题
材越发多样化。张之路的《吉祥时
光》、黄蓓佳的《童眸》、汤素兰的
《阿莲》、李东华的 《少年的荣耀》
等，都是近些年问世的取材独特、
风格各异的优秀儿童小说。束沛德
认为，新世纪以来的儿童文学思
想、艺术质量在整体上有了进一步
提高。“不少优秀作品走向世界，曹
文轩荣获国际安徒生奖，激发了更
多有才能的作家攀登儿童文学高峰
的自信。”束沛德还特别提到近十年
儿童文学的发展状况，他认为尽管
近些年佳作频出，但是“有数量缺
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
象”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具有鲜
明的时代色彩、崇高的美学品质和
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能传之久远的
典范性作品还是太少，各种体裁、
样式的发展也不平衡。”

沉淀时期

亟待“打捞经典”

“每次对儿童文学发展进行阶段
性总结，总会发现，相当一部分儿
童文学作家已经因为各种原因沉寂
于文坛。”于是，在“儿童粮仓”丛
书策划之初，徐德霞就提出了“打
捞经典”的概念。“过去那些非常优
秀的中短篇小说，如果我们再不打
捞的话有些就会被埋没，特别是上
世纪50代和80年代的这些作品。当
然，有些作家非常强劲，依然活跃
在儿童文学创作的第一线，但还有
相当一批作家，市场上已经见不到
他们的作品了，我想再不把这些作
品整理出版，慢慢被历史的烟尘湮
没非常可惜。”

而在当下急剧变化的社会环境
中，少年儿童阅读经典的意义何
在？徐德霞认为：“优秀的童话，不
仅会让他们为精彩的故事所吸引和
打动，还能引导他们感受、体会作
品所蕴含的崇高的感情、优美的意
境、生动的语言，从中一点一滴地
领略人生的意义、生命的奥秘，润
物细无声地滋养他们的心灵。”

“儿童粮仓”丛书分小说馆和童
话馆两个系列，其中童话馆计划出
版30本，小说馆计划出版40本，意
在对70年来童话、小说创作进行回

顾、总结和梳理，集中展示一批有
成就和影响、有代表性作家的精品
佳作。丛书所选作者都是活跃于儿
童文苑多年的创作中坚力量，其中
既有张天翼、严文井、金近、黄庆云、
洪汛涛、葛翠琳、金波等前辈作家，也
有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崛起的张之
路、曹文轩、常新港、冰波等作家，还
有世纪之交和新世纪以来涌现的殷
健灵、薛涛、李东华、黑鹤、韩青辰等
年轻作家，真实地反映了我国当代儿
童文学队伍的构成和强大阵容，也
将为当代儿童文学史留下一份弥足
珍贵的记录和史料。

为孩子们编辑这样一套大部头
的精品之作，两位主编一直抱着

“严选”的态度精选作品。徐德霞甚
至用“高地上的花朵”来形容丛书
对于作品考量的严谨态度，“这几十
年下来有五代作家，童话作者和小
说作者加在一起是上千人的规模，
我们选择那些成就和影响显著、具
有代表性的作家，尽量照顾到各个
时期的重点作家，力求不遗漏。实
际上还是有遗漏，因为版权问题或
者作家去世了无人编选，以及其他
问题，确实有遗珠之憾，但是绝没
有滥竽充数。从作品来说，这套书
的品质相当高，收入的是作家的代
表作和成名作，很多作家是把几十
年创作中的最好东西给了我们”。

精品高质

为孩子讲好中国故事

母语是一个民族的共同语言，
是我们思想和情感的载体，更是我
们共同的精神家园。若要孩子们亲
近母语，首先应为儿童提供丰富而
多样的、适合儿童身心发展的经典
作品，并最终形成中国人的价值
观、思维方式和审美逸趣。徐德霞
认为，儿童天生喜欢童谣、故事和
童话，儿童文学阅读是儿童亲近母
语最好的内容载体、途径和形式。
如葛翠琳的《野葡萄》，通过白鹅女
的传奇经历，表达了对纯真、善良

和美好的追求。“黄澄澄的梨子像金
钟一样在树上悬挂着”，“藤蔓上悬
结着深红色的野葡萄，薄薄的果皮
像珍珠一样透明，亮晶晶地闪着光，
深绿色的叶子，像翡翠一样，遮满了
山崖”，优美的语句朗朗上口，可以培
养儿童的语言表达能力，也能滋润心
灵。如严文井的《小溪流的歌》，描述
了一条小溪流抵制诱惑、奔流不息，
最终汇入大海的故事。“他不断涌起
来，向上，向前，向着四面八方”，
作品语言简洁明快，适合儿童阅
读，蕴含哲理和诗意。

自从《哈利·波特》风靡世界
以后，国内外的儿童文学界也出现
了一股幻想文学的热潮。幻想小说
几乎占半壁江山，而民间故事、寓
言却几乎销声匿迹，连童话故事也
几乎被幻想小说所取代。在徐德霞
看来，想要讲好“中国故事”，就要
求作家和出版人带来更多更好的优
秀文学作品，特别是接中国地气，
通人民心灵的作品。“对文学创作来
说，生动反映当代中国现实生活，
深刻剖析现实社会问题、教育问
题，传播中国的价值观，塑造无愧
于这个时代的典型人物，应该是当
代作家最重要的职责；丰富多彩的
现实生活，既是文学创作永不枯竭
的源泉，也应该是作家们最应该重
视的创作题材。”

徐德霞表示，能否讲好中国故
事也是他们为“儿童粮仓”丛书选
编作品的重要标准。“我们正在做
的，就是挑选出那些能成为少年儿
童精神成长、心灵成长的引路人，
让这些作品成为中国文脉的守护
者、传承者。”在“儿童粮仓·小说
馆”中，常新港的《漫画和可有可
无的尾巴》 是一部青春成长小说，
真实地表现了处于青春期少年渴望
成长又懵懂生涩的特质。故事讲述
的是“我”作为一条尾巴，无意中
卷入了一场绑票案……“尾巴”实
际上是一个正统的家长形象，总是
试图干涉孩子生活，用自己的是非
标准左右孩子的想法，同时又不断

渴望走近孩子，与他们打成一片。
而张之路的《鼓掌员的荣誉》则将
目光锁定于一个普通小学生李大
米，他既没有什么可以夸耀的优
点，也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缺点。
他的特别之处在于他是个“串
喷”——爱打喷嚏，而且打起来至
少要打八个喷嚏才算了事。后来，
校长悄悄地任命他为鼓掌员。可在
担任鼓掌员期间，李大米却错过了
领头的机会……不难发现，这些作
品都真实再现了校园生活和家庭生
活，展现了孩子成长过程中的内心
世界，透射出人性的善恶以及社会
的发展变迁。

成长是不能着急的，给孩子做
书也一样，急功近利只会败坏了孩
子的“阅读胃口”。2016年即着手
策划的“儿童粮仓”丛书就是本着
这样的原则，精挑细选，将颗粒饱
满的精神食粮奉献给孩子。

“儿童粮仓”丛书由全国装帧设
计奖、“中国最美的书”获得者鲁明
静设计。在整体设计上追求文学性
的清新感，根据题材特点和不同受
众，他在设计上也做出了不同的规
划，其中童话馆气质较为安静，而
小说馆的设计则偏向活泼。“童话馆
适合6岁到小学三四年级的孩子，主
编们希望这套书区别于以往的儿童
文学作品，整体更加追求文学性和
艺术性。因此封面版式采用集中构
图，聚焦在画面中心的图形：圆
形、五边形、四边形。构图巧妙，
虚实呼应，书名排列也意在追求童
趣。而小说馆的目标读者是小学高
年级到初中阶段的学生，因此设计
了富有故事性的封面。”这套书采用
小32开的开本设计，别致之余，更
加方便小读者拿在手中阅读。此
外，护封用有涂层的艺术纸四色印
刷。鲁明静说：“这样的呈现，在童
书中已属‘最高配置’。”

时光雕塑经典，阅读滋润成
长，正如主编束沛德、徐德霞所
言，新中国儿童文学在70个春秋的
雕塑下越发熠熠生辉。

饱满的谷粒装进“儿童粮仓”
张硕

“读书就是将别人的思想，变成一块块
石头，然后建造起自己的思想殿堂。”我深
以为然。作为“60后”，我们受累于时代，
也受惠于时代。

幼时，除了画册《鸡毛信》《侦察兵》，
几乎是样板戏的天下。稍长，“祖国江山一
片红”，《红岩》《红日》《青春之歌》《第二
次握手》等风行一时。印象深刻的是《林海
雪原》，“万马军中一小丫”，以一种革命化
的浪漫主义爱情暗示并启蒙了我。

高中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那是一个
有个性的年代。“理想”“浪漫”“真诚”等
标签是耀眼的印记。激情燃烧，各种思潮和
文化不断，一波接一波，“没有共识是唯一
的共识”。饥饿了太久的待哺与按捺不住的
激情相遇，造就了难以复制的狂欢。

书海游弋，始于大学。每天恨不能睡在
图书馆，“五谷杂粮”遍览。大量抄写卡
片、做读书笔记，记录史料、警句、诗词。
一本书越读越厚，诸如《老子》五千言，从
听专题讲座，到抄卡片再到写读书笔记，几
近五万言。《艺术哲学》《历史哲学》等优雅
的文字及洞见，带给我的冲击，“韦编三
绝”亦不过如此。然还是“水面逛”没有涵
泳优游，“一页看了十遍，内容依然陌生”，
贪多务得、食而不化、细大不捐。近两年，
在师范大学兼有“阅读与写作”课，而每次
授课后有互动环节，年轻人喜爱刨根问底，
让我招架时有乏力，故我被迫重新去做“专
题性比较阅读”。

重新开卷似春潮。年轻时我读书没有章
法，武侠、言情、新思潮，乱七八糟。大二
时，图书管理员推荐《不能承受的生命之
轻》，这是一本典型的“可信而不可爱之
书”，我仅仅上公共课时草草翻阅了解了全
书大旨，但文字中透露出来的新鲜感和不同
的思维特质还是让我对文学有了认识，且记
住了一句话“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
偶尔翻到美国作家迪拉德《听溪者的朝圣》
一书，序言里她认为《道德经》是“生活的
艺术”。对于《道德经》，我原地打转，从来
没有读通。于是我以“如何生活”门径去
读，从渐悟到顿悟算是读通了，细嚼慢品，

“上善若水”似乎近在咫尺。为了研究历
史，进入大学我就开始涉猎卢梭、康德、黑
格尔等人的作品，可是因学养不足，死活难
觅“暗道”，随着年岁的递增我重拾故书，
边读边思，产生了兴趣，虽然入口甚苦，但
嚼着嚼着就有了甜味，道理隔张纸，一旦捅
破，“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让人拍案叫
绝、回味无穷。事实上，同一本书，同一作
者，一时可读出一时之味。四十学《易》与
五十而学《易》味道迥异，见解愈深，学问
愈进。我发现每一个领域，总有一两位绕不
开的大家，他们的著作，几十年、上百年都

“傲视天下”，有的甚至峭拔千载而光辉依
旧。

“君子曰：学不可以已”。“热心冷眼看
人间”，旧书重读，更好。

造烛求明，读书求理。书，大体可分为
水与酒。水清淡甘洌，解人乏渴，酒浓烈绵
厚，让人心驰天外，豪情万端。而被称为药
的书，定是世上奇书。“集万千宠爱于一
身”的《百年孤独》就是这样的药书，“人
人都说好但人人都读不进去”。始读晦涩婉
转、高深莫测，重读独上高楼、曲径通幽，
再读“相看两不厌”、悟而生慧。毋庸置
疑，《百年孤独》是20世纪最伟大的小说。
它虽然描绘的是拉美，但每个中国人似乎都
能从中看到自己的生活。马尔克斯的灵魂，
已经渗透到中国作家的语法里，并与卡夫
卡、博尔赫斯和米兰·昆德拉一起，对当代
文坛产生深远影响。

诺奖之于中国，几度擦肩留遗憾，一朝
花落至莫言。世人对莫言的作品且褒且贬，
褒的是其巧妙的构思，贬的是其语言不加节
制。《蛙》缘何一树梨花压海棠，倾倒众生？

乡村似乎总是孕育优秀文学作品的摇
篮。鲁迅笔下的乡村给人以昏沉、萧索的印
象，生活其间的村民痛苦而愚昧。“哀其不
幸，怒其不争”，他对乡村的书写兼有反思
与启蒙色彩。沈从文笔下的乡村则是另一派
风光，那里山清水秀，奇幻浪漫，生活其间
的人们，身上散发着自由与野性的光芒，兼
收并蓄，杂然相生。

莫言描绘的乡村，融合并发展了鲁迅与
沈从文的文学传统。《红高粱》中人物的蛮
野粗豪、狂傲刚勇，很容易令人联想到沈从
文湘西村民的雄迈强健、野性难驯。《丰乳
肥臀》表现出来的那种凝重与苦涩、高密人
原始野性消耗中，则又折射出他亲近鲁迅的
一面。《蛙》语言干净，很少旁枝逸出，构
思匠心独运，其“针针见血”的走笔，当代
文学作品殊为少见。鲁迅、沈从文和莫言，
分别以不同的地域为背景，描写了不同个性
的农民的乡村生活，有的细腻，有的粗犷，
有的像浓郁的油画，有的像明快的水墨画。

人生千条路，书是心安处。“玉在山而
草木润，渊生珠而崖不枯。”重读就是养一
片春光在心里，让我们生活在亮处。淡定与
从容，乃重读给我们最珍贵的礼物。

（作者系湖北省英山县实验中学教师）

重新开卷重新开卷
方知方知““读得浅读得浅””

段伟

最新书事 书海观潮

几位儿童文学作家去幼儿园，
一个孩子问金波：“你在诗里说，

‘夏天满地的鲜花/这里一朵，那里
一朵/真比天上的星星还多’，又说

‘我数着满天的星星/这里一颗，那
里一颗/真比地上的花儿还多’，到
底是哪个多啊？”另一个孩子问写
过《吃黑夜的大象》的白冰：“你
们家养大象吗？”在日前由接力出
版社举办的“边界与特征——中国
原创幼儿文学理论研讨会”上，自
称是儿童文学外行的中国作家协会
副主席李敬泽一句“我们真的懂孩
子吗”的发问，引起在座一众儿童
文学界大咖的深思。

上世纪80年代被称为文学回
归的时代，但有理论家认为，作为
幼儿文学代表的儿歌、故事、童话
等文体在当时都有衰弱的迹象。
2000年以来中国儿童文学的格局
发生了很大变化，伴随着绘本的兴
起，幼儿文学出现了崛起的态势。
李敬泽认为，在这个背景下研讨幼

儿文学很有意义，讨论“边界”是
为了探索新的原因，研究“特征”
是为了实现新的突破。

有人形象地将幼儿文学比作
“由高向低攀登的艺术”，其中的
“高”和“低”既指成人作者和儿
童读者的年龄落差，也指中国儿童
文学由高（少年文学）向低（幼儿
文学）攀登的态势。所以诗人、著
名儿童文学作家金波强调幼儿文学
是大文学，从社会的角度，从儿童
教育、家庭、文化等角度来说幼儿
文学都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它还
是一个非常讲究技巧的文学样式。

“这方面我们的理论研究还不够。”
他说。

儿童文学委员会主任、儿童文
学作家高洪波为优秀的幼儿文学概
括了四条标准：一是哲思与诗
意，二是幽默与童趣，三是符合
幼儿思维特点的语言表达，四是特
殊的视角定位。高尔基说，儿童是
最可尊敬的人类。高洪波认为，一

个合格的幼儿文学作家，首先要
理解孩子，尊重孩子，才能留住
读者。

接力出版社总编辑白冰同时也
是一位儿童文学作家，他说：

“人”由一撇一捺组成，婴幼儿文
学担负着书写“人”字这一撇的重
要使命。据介绍，接力出版社出版
了很多优秀的婴幼儿文学作品，如
金波主编的“中国传统童谣书系
（十卷本）”，郑春华的“大头儿子
和小头爸爸系列”“围裙妈妈和小
饼干系列”，秦文君的 《小鸟公
主》，等等。为加强儿童文学理论
建设，特别是幼儿文学理论的研
究，接力出版社还出版了“新视野
儿童文学理论研究书系”，包括
《能歌善舞的文字》《幼儿启蒙文
学》，以及《世界图画书阅读与经
典》《图画书这样读》等。为了推
动幼儿文学的繁荣和发展，扶植婴
幼儿文学新人新作，2015年设立了

“接力杯金波幼儿文学奖”。

由高向低的攀登由高向低的攀登
——众专家研讨幼儿文学的边界与特征

本报记者 王珺

本报讯 由中华书局主办的“中
华先贤人物故事汇”“中华传奇人物
故事汇”多语种签约仪式近日在北京
举行，共签署了英语、俄语、哈萨克
语等版权输出合同，加上韩语、西班
牙语、法语等，两个系列的版权输出
将累计达到15种。

“中华先贤人物故事汇”讲述了近
代以前，为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国家安
定统一、社会发展进步、民族团结融
合、传统美德弘扬等方面作出重大贡

献、深刻影响中华文明史的先贤人物
故事，首批图书包括《介子推》《老
子》《廉颇》等。“中华传奇人物故事
汇”则讲述了中国古代流传至今的远
古神话人物的传奇故事、英雄壮举等，
首批图书包括《后羿》《炎帝》《黄帝》
等。目前这两套丛书首批出版了20
种，是中宣部指导协调下出版的“中华
人物故事汇”丛书的重要组成部分，
预计到2021年完成出版110种。

（程明）

“儿童粮仓·
小说馆”之《大鱼
飞来》插图。

本报讯 9月9日，国家图书馆
为纪念建馆110周年，在北京举行

“图书馆·与时代同行”国际学术研
讨会。来自美国、英国、新西兰等
10余个国家和国内图书馆界的专家
学者、图书馆工作者，围绕新时代图
书馆发展的热点问题、先进理念、前
沿技术等进行深入交流。

在主旨报告环节，国家图书馆馆
长饶权以《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历史经
验和转型发展》为题，介绍了中国特
色的图书馆事业发展道路。国际图书

馆协会与机构联合会秘书长杰拉德·
莱特纳、中山大学教授程焕文则分别
以《从守护者到领路人：全球图书馆
界的新角色》《国际视野下的中国图
书馆学术思想发展》为题，介绍了全
球图书馆界新角色的转换等。

研讨会期间，与会专家学者还围
绕“开放共享的图书馆文献资源建
设”“用户导向的图书馆信息与知识
服务”“多元参与的全民阅读”等主
题进行了研讨交流。

（伊湄）

“图书馆·与时代同行”国际学术研讨会举行

“中华先贤人物、传奇人物故事汇”多语种输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