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直面现实，直面未来
刘慈欣

在幻想类的少儿文学中， 科幻小说

是一个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体裁， 它以一

种与传统的少儿文学不同的方式， 激发

小读者的想象力， 拓展他们看世界的视

野。 随着年龄的增长，童话带给我们的是

一个不断幻灭的过程。 童话曾经给世界

蒙上一层奇丽的幻彩， 但在我们成长的

过程中，这层幻彩不可避免地渐渐褪去，

我们终将知道动物不会说话， 树木和石

头也没有灵魂，世界渐渐变得平淡无奇。

这倒很像翌平作品中那篇名为 《眼见为

实》的小说里的“视觉添加剂”，人们用现

实增强技术透过虚拟现实的眼镜看世

界，一旦这种眼镜被摘掉，真实的世界将

显示出它令人失望的原貌。 但科幻小说

不会带给人们这种幻灭感。 与童话不同，

科幻小说的想象是有真实的科学依据

的，读者明白，它向我们展示的未来有可

能变为现实，科幻小说使孩子们意识到，

现实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 未来有着丰

富的可能性， 世界可能变得比童话描写

的更神奇。

在少儿科幻中， 翌平的作品是一个

很独特的存在， 与我们对少儿科幻形成

的习惯性印象有很大的不同。 他所创造

的未来世界具有严峻和冷酷的金属质

感， 由超级技术所驱动的战争、 恐怖行

动、生化灾难、AI 失控等，使那个未来充

满了危机和危险，充满了人与人、人与智

能机器，以及机器间的冲突和生死搏杀。

在那样的未来中， 人们只有依靠非凡的

勇敢和智慧才能生存下去， 并实现自己

的价值。 一场场惊心动魄的战斗和冒险，

构成了充满张力的科幻世界。

翌平的科幻小说像直面现实一样直

面未来。 少儿文学常有一种 “保险箱效

应”，无论主人公的经历多么险恶 ，最后

总能迎来圆满美好的结局， 这在以往的

少儿科幻小说中尤为明显。 但“保险箱效

应”在翌平的未来世界中是不存在的，比

如在《万圣节的灯火 》中 ，城市在末日的

诗意中走向毁灭， 直到最后也没有发生

奇迹，城市中的所有居民真的死去了。

在这些科幻小说中， 也常常出现一

些在少儿文学中显得更为深刻复杂的东

西， 比如前面提到的因虚拟现实的消失

而对破败的真实世界产生的幻灭感 ，给

人留下深刻印象；还有人对机器的背叛，

智能机器人为了人类浴血奋战， 到最后

却仅仅被人们当成工具，被无情地抛弃。

正如曹文轩先生所说， 儿童文学应该

让孩子们面对现实生活的苦难，同样，翌平

的科幻小说也让小读者们意识到， 未来不

一定就是白胡子科学家老爷爷领着他们去

逛的天堂，未来有多种可能性，这些科幻小

说中所展示的充满挑战和危险的严酷未

来，也是他们必须面对的一种可能。

但这并不是说翌平的科幻小说就等

同于那些热衷于描写黑暗未来的成人科

幻小说。 翌平的作品有着儿童文学的灵

魂。 在那些严峻凶险的未来世界，人类并

不颓废， 他们用勇气和智慧无畏地迎接

所有的挑战， 他们和智能机器并肩在铁

血的战斗中彰显英雄主义的力量。 这样

的未来是严酷的， 但也充满着童心和青

春的活力。

在文学叙事方面，翌平的小说故事节

奏明快利索，语言简洁透明、刚劲有力，彰

显出一种在目前的儿童文学中少见的阳

刚风范， 以至于有时候我们不得不猜测，

他的书是不是专写给男孩子看的。

在国内，少儿科幻是一个有待开发的

领域，目前无论是作家的数量，还是受众

的规模都很有限。 其实，少儿科幻在中国

曾经有过一段繁荣期，那是 20 世纪 50 年

代。 那时，中国的科幻小说几乎全部是少

儿科幻。《小灵通漫游未来》曾是国内科幻

小说少有的畅销书， 虽然发表于 20 世纪

80 年代，但也是那一时期创作的。 但那个

时期中国的少儿科幻只是作为科普的工

具而存在，题材狭窄，在文学技法上也十

分简单。后来的国内科幻作家们力图纠正

科幻是少儿文学的印象， 结果矫枉过正，

以至于主流的科幻作家们患上了少儿文

学恐惧症，直到形成今天的萧条局面。 少

儿科幻是儿童文学和科幻文学重要的组

成部分， 也拥有巨大的潜在读者群和市

场，在面向未来的中国文学中，它的意义

怎样高估都不过分。我们期待少儿科幻在

中国的再次繁荣，而翌平的科幻小说给我

们带来了这样的希望。

（《翌平新阳刚少年小说》（全 7 册）翌
平/著，北京日报出版社 2018年 10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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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蓓佳的儿童小说以其高雅

的旨趣、直面当下儿童生活的品格

备受读者的青睐。 最近，长江少年

儿童出版社再版了黄蓓佳销量最

多的几部获奖小说 ，即 《亲亲我的

妈妈 》《我要做好孩子 》《漂来的狗

儿 》《今天我是升旗手 》《艾晚的水

仙球》《小船，小船》等，并收入两部

编选极有特色的散文集《作文上的

红双圈》《梦中的芦苇》， 打造了一

组姿态各异 、性格鲜明 ，并以昂扬

向上为主调的儿童群体。 他们的欢

乐与忧愁 ，那么普通 ，我们耳闻过

甚至经历过 ；又那么动人 ，让人为

之大笑、为之扼腕。

作为一位母亲，黄蓓佳作品中

的母子关系很轻易地走入了我的

阅读视野 ： 妈妈们要么早早过世

（《我飞了》《今天我是升旗手》）；要

么对孩子成长缺乏掌控、规划的欲

望 （《亲亲我的妈妈 》 《余宝的世

界》）； 要么虽焦虑孩子的成长，但

最终学会了放手 （《我要做好孩

子》）。 这些形象与当下常见的“虎

妈 ”形象呈现出一定的疏离 ，也迥

然不同于浑身都是母爱的“大义灭

我型”妈妈，成为独特的“这一个”。

面对另类妈妈形象，孩子的应对为

我们思考当前的儿童教育带来新

的启示。

儿童文学中，“问题儿童”破茧

重生是常见的主题。 而《亲亲我的

妈妈 》中 ，“问题 ”妈妈的设置在儿

童小说中显得格外特别，赵安迪是

个很不引人注目的孩子。 出生后，

他的妈妈舒一眉就离开了，直到 10

岁那年爸爸因车祸去世， 妈妈才把

他带到自己生活的城市。 妈妈不爱

说话，不太会做饭，不关心孩子的成

绩，更不关心孩子的心理感受，对刚

刚痛失父爱的赵安迪冷淡、疏离。儿

子对母爱的渴求望眼欲穿， 而她始

终无知无觉。原来，舒一眉患有严重

的抑郁症。 妈妈从一个权力者降格

为需要救赎的角色， 这完全翻转了

全知全能的妈妈与“问题儿童”的位

置关系。 在这种情境下，孩子何为？

小说给出了一个美好答案。

赵安迪来到妈妈生活的城市，

虽然懵懂，也深味自己被抛掷、被慢

待的命运。 但他很快发现身边每个

人都面临生存的困境， 这激发了他

内在的潜能。 他不但自我修复了丧

父之痛，而且用自己真挚、热烈的爱

把深陷抑郁症泥淖中的妈妈拉上了

岸。 他教会了性情淡漠的妈妈如何

去爱、去表达，还给妈妈找了个性情

相投的男朋友。 “平庸”男孩在拯救

“问题”妈妈过程中，完成了自己的

华丽转身。

孩子从爱的接受者转换成爱的

给予者， 妈妈从爱的给予者转换成

了爱的接受者。 作者关于妈妈和孩

子家庭权力关系的置换的构想很有

建设性。 而赵安迪的经历其实暗含

着对当今儿童教育的质疑： 在某种

程度上， 被过分关注的儿童未必比

被漠视的儿童享有更多的自由。

在当下， 中国很多孩子享有的

重视程度可说亘古未有。 很多家庭

为孩子支付的费用已经攀升到一个

让人咋舌的高度。另一方面，孩子的

生活空间完全被课业以及名目繁多

的补习班和兴趣班填满。 香港学者

熊秉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很

难假设一个时期的人比以前的人多

注意到孩子， 就代表在整体价值上

他们比以前的人为进步可取。 另外

一个方面， 当一个社会特别关怀孩

子的时候， 有时反而对孩子可能是

一个不利的趋势。 ”虽然，舒一眉对

孩子的放手属于无心插柳柳成荫，

但她无意中却具备了很多父母身上

稀缺的资源： 相信孩子可以管理好

自己的生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舒

一眉对孩子的放任自流反而成就了

孩子， 赵安迪用自己的力量打理生

活，证明了自己的存在。

（《黄蓓佳儿童文学系列》（全八
册），黄蓓佳/著，长江少年儿童出版
社 2018 年 11 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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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
书 讁訛

新书速递

现代意义上的童书出版，是伴随
“儿童的发现”逐步发展而来的。 我国
现代意义上的童书出版， 就源自商务
印书馆的新教科书出版和以《童话》为
代表的儿童读物出版。由崔昕平著、希
望出版社出版的 《中国童书出版纪
事》，是一部从中国改革开放写起的童
书出版史， 也是中国第一部童书出版
史。 全书系统而全景地记录了童书出
版从弱到强、 繁荣发展的全过程，将
1978 年至 2010 年的童书出版历程
分解为恢复期、盘整转型期、改革摸索
期、步入市场期、畅销引领期、蓬勃多
元期、体制新媒体剧变期 7 个时间段，

并统一以“数据描述”“书业背景事件”

“重要书事”“大事记”4 种记叙模式来
进行表达。 书中既有准确可靠的数据
支撑，又有真实可信的事实陈述；既有
宏观的出版分析， 又有微观的细节呈
现；既有政治经济的变革引领，又有童
书市场的演变排行， 具有内涵丰富的
百科书般的史料价值和跨学科探索研
究的文本价值。

水乡童年是曹文芳最珍贵的记
忆， 也是她和哥哥曹文轩创作灵感的
共同源泉。 作为“水乡童年精品书系”

中的一部， 由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出
版的 《水边的故乡 》和 《肩上的童年 》

《我们的父亲》《紫糖河》《石榴灯》《银
杏树》等作品一起，承载了作家深情且
温柔的童年回望。在这部作品中，作者
用水粉画般明丽的笔触描绘了江南水
乡儿童的生活状态， 一个个旺盛的小
生命在葱茏的山水之间自然生长：无
法无天的小伙伴们结伴去偷憨二爷家
的桃子； 一群孩子偷偷爬上村里唯一
的拖拉机去兜风， 却急坏了家里的大
人们；气质独特的外乡人会打篮球、画
画、弹琵琶，为没有出过远门的孩子们
打开了一扇通往外面世界的大门———

既有孩童的天真，又有天然的野趣。结
合自己幼儿教师的职业生涯， 作者以
女性特有的温婉和敏感， 用细腻而优
美的笔触， 将读者带进一个真实、多
彩、纯真的童心世界。

《水边的故乡》 曹文芳/著

《中国童书出版纪事》崔昕平/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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