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金时代

全国582家出版社中，有549家涉足儿
童文学领域

“说‘黄金十年’，都不足以形容儿
童文学空前繁荣的现状。”中国少年儿
童 新 闻 出 版 总 社 社 长 李 学 谦 说 ，自
2002 年以来，少儿出版的年均发展速
度始终维持在两位数，这其中，儿童文
学的市场比重最为可观。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出版管理司副司长许正
明用最新的数字印证了这个观点：“2016 年全国共报
送少儿类图书选题 60700 种，占全国图书出版选题总
量的 26%，较 2015 年度增加了 12000 种。其中，儿童
文学占据了二分之一的份额，特别是近年来销售突破
1000万册的作品不在少数，呈现出高歌猛进之势。”

数字背后，儿童文学体现出了全面的繁荣。国家
图书馆少年儿童馆馆长王志庚列举道：“出版量和阅
读量在增加；国际化程度在提高，我们引进了大量的
好书，现在的孩子在童年时期就可以读到世界各地的
优秀作品；全民阅读的推广活动带动了学校之外的读
书活动，以往孩子们无奈的应试阅读，已经逐渐转化
为更加广泛的阅读；儿童文学的创作队伍日趋壮大，
过去，儿童作家真是屈指可数，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
作家愿意投入到这个领域中来。”

其中，市场的嗅觉总是最为灵敏，火热的儿童文
学领域吸引了众多的出版社和其他商业机构的注
意。“目前，全国 582 家出版社中，有 549 家涉足儿童
文学领域。”李学谦说。此外，还有很多其他商业机构
循迹而来。

然而，“各路神仙”的蜂拥而至不仅繁荣了市场，
提高了供给，同时也导致了出版物的良莠不齐。“很多
人都看上了这个市场，不少没有能力的人也进来了。
七八年前的时候，一个幼儿卡片都有几十个出版社在
做，目前看起来，同质化的现象在好转，但是劣质出版
物仍然不少。”蒲公英童书馆总编辑颜小鹂直言道，目
前有的儿童文学出版物在价值观上没有得到很好的
把关，“有的作品透露出崇尚大牌、崇尚奢侈、有钱就
是老大，甚至恃强凌弱的价值导向，十分堪忧。如果
是有良心、有素养的作家和出版人，是不会推出这样
的内容的”。

李学谦也表达了同样的担忧，“儿童文学出版的
门槛低，市场大，难免出现过度竞争和作家浮躁的状
况。现在市场上，儿童文学品种不断增加，定价不断
提高，然而，单品种的利益和单本印数却在不断下
降，同时整个市场的库存也越积越多。一些出版社
因为内容把关不够，退货率甚至达到了百分之二三
十”。李学谦认为，如果儿童文学出版领域不走提质
增效的路子，不注重精品意识，总有一天，一些出版
社会全面崩盘。

尽管如此，长远来看，“成长的烦恼”或许是必经
的阶段，颜小鹂乐观地认为，随着时间的积淀和市场
的成熟，低劣的作品和机构都会被慢慢挤出。李学谦
更是大胆地预测：“再过 5 年左右，儿童文学出版领域
的‘春秋战国’格局就会有大的变化。”

把“根”留住

中国的少年儿童需要从原创作品中汲取
传统文化的养分，这其中有一个“根”的问题

对孩子们来说，读什么，甚至与吃什么一样重
要。儿童文学作品是少年儿童成长过程中重要的精
神食粮，关乎系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关乎他们人生观、
价值观、世界观的形成。因此，儿童文学作家史雷认

为，与成人文学相比，“儿童文学作品应当
更加精致，就像供给儿童的各种食品和物
品需要更加精细地制作一样。儿童文学作
品应当是艺术品，这件艺术品不是写出来，
而是用阅历、思想、才华、时光和心血精心
打磨雕刻出来的”。

出于对未来一代的关爱，人们对儿童
文学的精神承载功能格外看重。从此出
发，业内人士围绕快乐与悲伤、虚构与写
实、民族与国际等方面产生了许多不同角
度的思考。

“孩子们最重要的价值取向就是娱乐
和游戏”，整日与孩子们亲密接触的王志
庚肯定地说道，对于初级阅读者而言，娱
乐导入、寓教于乐的意义十分重要。他认
为儿童文学不应该都是板板正正、庄重肃
穆的，太沉重的作品较难唤起儿童的兴趣，
而兴趣正是儿童阅读最重要的目的之一。

“尤其是 14岁之前的孩子，帮助他们成功地
建立起阅读的兴趣，这才是最重要的，会奠
定一生的基础，随着孩子心智的成长，他们的阅读自
然就会深刻起来”。

作品以苦难见长的作家曹文轩看到了另一个角
度，“快乐并不是一个人的最佳品质，一味的快乐会使
一个人滑向轻浮与轻飘，失去应有的庄严与深刻。一
部文学史，85%都是悲剧性的，儿童文学也不例外，比
如安徒生童话中《海的女儿》、《卖火柴的小女孩》都是
给人带来忧伤和痛苦的。生活本来就不是很容易的
事情，这是一种对生命的体验和认识，是成长必须经
历的阵痛”。

针对幻想文学、童话、校园小说等题材盛行的现
象，李学谦认为，“目前的儿童文学作品有一项重大缺
陷，就是缺乏对当下现实的反映”。他说，文学的认识
功能不能忽略，改革开放几十年来，一代又一代的儿
童成长起来，他们的童年会被逐步淡忘，如果没有儿
童文学为他们的生活留下“记录”，那将是不可挽回的
缺憾。

李学谦给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在一次和留
守儿童的互动中，知心姐姐卢琴问大家的心愿是什
么？一个 13 岁的小女孩说，“我的心愿是过一次生
日”，这个回答大大出乎了卢琴的意料，追问之下，才
知道因为父母常年在外打工，和奶奶一起生活的女孩
从来没有体验过生日的味道⋯⋯“农村留守儿童、城
市流动儿童等等，他们的命运，他们的情感，他们的生
活体验需要被‘记录’，但在目前的儿童文学领域中，
这些形象是缺失的”，李学谦说，如果儿童文学不能

“还原”这幅完整的生活画卷，就是有愧于时代。
国外童书的国内畅销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儿童

时期的阅读对孩子们的认知和信仰有着重要的塑造
功能，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中国的少年儿童需要从原
创作品中汲取传统文化的养分，这其中有一个‘根’的
问题”，王志庚呼吁道，一定要加强对原创作品的推
广，让孩子们多读一些本土作品。

品质阅读

儿童必须有自主阅读的权力，家长要带
着孩子逛书店、去图书馆，让他自己翻，自己
去发现，但儿童对图书的选择权利不可以百
分之百地下放

有人说，一生的基础在于小学时的阅读；有人说，
一辈子的道路取决于语文；还有人说，一个人的精神
发育史，就是一个人的阅读史⋯⋯在当下，阅读，尤其
是儿童阅读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人们开始重新
审视儿童阅读这件事。

浅阅读应适可而止。“对于孩子们来说，最好的阅
读时间是有限的，如果被大量的快餐式阅读占据，单

纯以消遣为目的，那是缺少收获、没有意义的。”颜小
鹂说，“我不会推荐孩子们读流行小说，而是建议他们
更多地去进行有品质的阅读，让孩子们在有限的成长
时间段内读到更多有价值的儿童文学作品，这是我们
出版人的责任”。

那么什么是品质阅读呢？颜小鹂认为，对世界认
识的加深、思想的成熟、欣赏水平的提高应该是阅读
儿童文学作品的意义所在。她动情地举例说道：“有
一本名为《第 94 只风筝》的书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在
一堵隔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高墙两侧，风筝成
了孩子沟通慰藉彼此的工具，而哥哥在放风筝时惨遭
射杀，从此失语的弟弟却依然坚持为哥哥放飞着那只
美丽的风筝。这样的故事看似哀伤，却具有正能量，
让小读者们通过故事深切地感受到战争的残酷，从而
更加珍惜和平，强大自己的精神力量。”

多读“乱”读十分必要。如果细细统计孩子们的
阅读经历，你会发现，80%的书目都是虚构作品。“儿
童需要通过阅读来实现精神世界的成长，诗歌、历史、
科普、传记等门类都不可或缺”，王志庚告诉记者，过
去一半孩子都是读着传记长大的，像《十大元帅》等，

“儿童期正是建立人生目标，寻找偶像的时期，他们会
照着偶像的样子来学说话学做人。如果这个时期全
部都去读虚构作品，那是远远不够的”。

所谓多读“乱”读，指的是门类的丰富，对于具体
书目的选择却不能马虎。史雷认为，经典永远是首
选。“孩子们的阅读，当然是去读经典文学作品，这是
一个老调重弹的问题，但却必须去弹，因为经典文学
作品的文字经过了人类和时间的检验，这些作品中蕴
含着人类社会最珍贵的情怀：正直、善良、勇敢、正义、
乐观、悲悯。”

要把关也要自由。“今天是一个什么时代？是一
个图书丰富，丰富到泛滥的时代”，曹文轩直言，孩子
正在成长过程中，他们的认知能力、审美判断能力都
是不可靠的，是需要引导的。他认为，儿童对图书的
选择权利不可以百分之百地下放，家长们不要简单地
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民主主义者、打扮成一个人权主义
者，好像孩子的选择是孩子的权利。对于不应该、不
合适孩子看的书，家长就应该毅然决然地把这本书放
到孩子够不着的地方。

从另一方面来讲，儿童阅读的自主性问题也不容
忽视。“儿童必须有自主阅读的权利，不能天天吃盒
饭，就是这几个菜、这几本书。家长要带着孩子逛书
店、去图书馆，让他自己翻，自己去发现。如果孩子这
段时间迷恐龙，就让他尽情地去看恐龙主题的书籍。”
王志庚认为，从这个角度来讲，优秀的阅读空间十分
重要，例如图书馆，它可以给孩子提供一个放心选择
读物、却又能够充分自由的空间。然而，不得不提到
的是，我国的公共图书馆还是太少了，公共阅读事业
亟需加强。

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是打开儿童深阅读的钥匙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是打开儿童深阅读的钥匙——

和孩子一起步入童书世界和孩子一起步入童书世界
□ 李 哲

这是一代幸福的孩子，一代浸淫着书香成长的孩子，有的小小人

儿甚至还未出生就已经“读”起了童书。在这个儿童文学的黄金时代

里，写什么书，出什么书，读什么书，怎样读书都成为备受关注的话

题。在六一儿童节来临之际，让我们打开童书，走进儿童文学。 夏初的早晨，来到杭州西溪湿地，寻访藏在
湿地中的麦家理想谷。

“笔直走，过了桥，墙上挂红灯笼的就是。”
保安早就习惯了这样的询问。

大红灯笼挂在赭红的砖墙上，本来就不算
大的麦家理想谷五个字被灯笼遮住了一半。沿
着砖墙左转，是一个小院子。有树有花有石磨
流水，竹篱外一条小溪碧水缓流。“读书就是回
家”，出自作家麦家的这句话写在理想谷门口的
小黑板上。

麦家被称为“谷主”，一个没有级别也没有
薪水的头衔。他的长篇小说《解密》、《暗算》、
《风声》、《风语》、《刀尖》早已广为人知，《暗算》
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解密》英文版被收进英
国“企鹅经典”文库。一个小说中充满奇异想象
和神秘色彩的作家，一个擅于探索人物幽微内
心讲述传奇的作家，他的理想谷将是怎样一个
神秘空间，是否密码重重出人意料？

出人意料的是，麦家理想谷看起来和常见
的书店没什么两样。所谓谷，其实是一栋不到
三百平方米的二层小楼。穿上鞋套进门，满眼
都是书。以文史哲和艺术类居多，重点还是文
学书籍，经典作品和高质量的畅销书兼而有
之。外国文学按国别分，中国文学以时代分，一
目了然。

读经典当然要挑版本。好的版本就是站在
专业编辑的肩膀上，借着他们精细的眼光省却
读者的选择烦恼，又能一窥细腻婉转处的风味
韵致。比如，口碑良好的企鹅经典文库，在这里
就有个专门的书柜安家落户。店员小邬说，理
想谷有七千多册书，大部分是麦家老师选定的，
有些书他会一买两份，一份留在自家的书房，一
份分享给谷里的书友。

书架之间的空白处，是书桌和座椅。来得
早的可以在沙发或椅子上看书，抢不到的会在
楼梯上坐着看，或者在地毯上席地而坐。也是，
读书的姿势不一定要正襟危坐那么讲究。

麦家理想谷模样像书店，但并不卖书。读书
是免费的，茶水和咖啡也是免费的。因为书是最
宝贵的，茶水咖啡不过是让爱书人专心舒适读书
的陪衬，主角都免费了，配角也该义务出演。

楼上有间卧室，大概十平方米的样子。一
张床、一个书桌、一把椅子、一个衣橱，简单朴
素。这是客居写作者的卧室。一如书店的风
格，平实亲切。

客居写作者，是麦家理想谷的另一个异类
和天真。麦家邀请来的有潜力的年轻写作者，
在两个月或者更长的时间里，可以免费在谷里
吃住，还可以与麦家交流讨论文学创作。住得
最长的写作者，待了半年之久。

四年前，麦家理想谷诞生在麦家的老家富
阳，距离杭州四十多公里。麦家在杭州，写作者
在富阳，一次往返就要两个多小时，长此以往就
吃不消了。当西溪创意产业园区邀请麦家入
驻，给出了每年缴纳十万余元的物业费居住二
十年的条件。麦家说，我不需要住这么大，可以
拿出一些空间和爱读书爱文学的人分享，麦家
理想谷就从富阳搬到了杭州西溪湿地。

他习惯亲近文字，不爱热闹不喜交际，希望
自己家是个大书房，有爱文学的同道中人一起
聊聊文学，也借此消解孤独互相取暖。二百万
元的装修、每年七八十万元的运营成本，都是自
掏腰包。

扶持青年作家也并非麦家的创举。巴黎的
莎士比亚书店被喻为英语世界文学青年的庇护
所和乌托邦，成了“垮掉的一代”的主力作家在
巴黎的栖身之所。近的有聂华苓安格尔创办的
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为全世界的优秀作家提
供三个月的创作交流条件，近百位两岸作家参
与，莫言、王安忆、余华、苏童都从中受益颇多。

创作不易，一个优秀作家的成长更不易，其
中酸甜苦辣，麦家有切肤了解。还有生活的压
力，忙着谋生就没有时间写作，专注于写作吃饭
就成了问题，能食宿无忧地静心创作是文学流
浪汉奢侈的梦。麦家理想谷里一间不大的书
房，让这个梦想透出了一丝光亮。

树欲静而风不止。因为理想稀缺，人们总习
惯拿着放大镜去寻找不理想的蛛丝马迹。麦家
理想谷为青年写作者提供的力所能及的指导和
帮助，本是条件充裕之后的善意反哺，并没有明
确的目标和承诺，自然也不必因此承担一些非议
和苛责。邀请谁来写作是主人的决定，而不是非
要分出个谁更有资格或者谁被冤枉了的选秀比
赛。所谓客随主便，也是做客的基本礼貌。

来到西溪湿地，不妨来麦家理想谷歇歇脚看
看书。这是一个不带任何附加条件的免费阅读
空间。你来或者不来，你说或者沉默，免费的阅
读还在那里。这只是一朵小小的火花，带着些理
想和天真。我愿意为它鼓掌，不管它蔓延成燎原
之势，还是难以为继自生自灭，只要它存在，只要
它存在过，就有温暖梦想照亮人心的力量。

麦家理想谷——

播下理想的种子

□ 姜 范

这只是一朵小小的火花，带着些

理想和天真。只要它存在，只要它

存在过，就有温暖梦想照亮人心的

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