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寻找青年作家共同聚力时代新风
张立新

在我国出版产业大发展、大

繁荣的今天，儿童文学的创作也

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新时期，儿童

阅读市场进一步扩大，许多作家

将目光投向儿童文学领域，并潜

心创作，佳作不断问世。 但在这

背后不乏儿童文学年轻作家偏

少，水平层次不齐，内容过于强调

娱乐性，符合儿童审美需求、文学

内涵丰富、反映时代主题、寓意深

刻的作品不多等问题。大力挖掘、

培养、扶持儿童文学创作人才队

伍，提升儿童文学的创作活力，推

出本土儿童文学原创精品是当

下儿童文学创新提升的首要任

务。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始终根植

教育出版领域，关注儿童文学领

域青年作家，共同策划突显时代

发展节拍的儿童文学作品。

这其中，便有与“90 后 ”青

年作家王天宁合作， 推出的我

国首部以援疆为题材、 具有探

索和开拓意义的原创儿童文学

佳作———《拥抱星空的爸爸 》。

这部儿童文学作品着重表现了

援疆干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为引领、 以奉献精神为追求

的高尚情操。 通过曲折离奇的

紧张情节， 展示了援疆老师与

学生之间感人的师生情， 歌颂

了援疆教师为了保护当地儿

童，不惜牺牲自己的伟大精神。

作品聚焦时代，关注当下，主题

深刻， 蕴含着崇高的思想价值

和人文情怀， 情节设定跌宕起

伏、 宏大的画面感和文字表达

富有童真童趣，耐人寻味，传递

给读者满满的正能量， 是一部

传递温暖和感动的主旋律作

品。2020 年，《拥抱星空的爸爸》

荣获第七届“上海好童书”儿童

文学类大奖， 得到了儿童文学

评论届的广泛关注和好评。

在培养儿童文学青年作者

方面， 我们首先注重作者的创

作理念。 创作理念体现了作者

对儿童文学的理解和读者的定

位，决定了作者的创作方向，影

响着创作风格。 儿童文学有别

于成人文学， 针对儿童这个成

长群体，要摒弃出于市场目的、

过于对儿童阅读娱乐喜好的迎

合， 将创作主旨聚焦于作品对

儿童认知的引导、 审美的提升

和情感的熏陶。 通过作品，逐渐

将儿童的视线转向现实生活 ，

引导儿童实现更高层次的自我

认知，实现与生活的互动交流。

这对儿童文学作者提出了非常

高的要求， 特别是现实题材的

长篇儿童文学创作费时耗力 ，

需要作者有丰富的生活积累 ，

还要将现实的厚重性和儿童文

学的虚幻性、 想象力巧妙地结

合起来。 儿童文学作家应在创

作中紧跟时代节拍， 准确地把

握时代的脉搏和儿童阅读的潮

流， 在作品中积极融入时代主

题，关注现实生活中、时代发展

中的变迁，积极承担引导、教育

的责任 ，把思想性 、教育性 、文

学性和艺术性有机融合， 这既

是对作者创作力的考验， 也是

儿童文学的至高追求。

在儿童文学作品中，无论展

现的是奇幻的、想象的，还是表达

悲痛的、哀伤的，都是基于儿童生

性好奇、富于幻想的天性，启发儿

童对作品中的人物产生喜爱、崇

敬、同情、怜悯等态度，并伴随愉

悦、感动、悲伤等情绪体验，从而

使其获得丰富的情感经历，最终

都汇聚为真善美，带给读者情感

的共鸣和精神的升华。 即便是成

长过程中所经历的痛苦、 挫折、

灰暗，也都是昭示纯真、善良、美

好的必要铺垫和元素。通过儿童

文学作品的阅读，培养儿童的观

察力、想象力、理解力，帮助其通

过阅读逐步形成正确的人生观

和价值观， 培养坚强的心理素

质、完善的人格，逐步形成对社

会的关注、 对他人的理解和关

怀，这也是儿童文学以及儿童文

学作者的使命和担当。

在出版工作蓬勃发展的新

时期， 年轻的儿童文学作家队

伍的成长， 必将带来儿童文学

创作的创新发展， 大大提升原

创性和卓越性， 推动儿童文学

创作高质量、多元化发展，形成

儿童文学出版、 阅读的繁荣生

机与活力， 开启中国儿童文学

与阅读的新时代。

（作者系黑龙江教育出版
社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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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承与创新中打磨本土原创
马玉秀

主张“以好作品浸润童年”

的“上海好童书”评选活动已开

展八年，新蕾社连续多届入选，

从 “王一梅童书 ”系列到 “新蕾

精品绘本馆”系列再到“中国女

孩 ”系列作品 ，一次次的肯定 ，

给予了新蕾社更好前行的动

力。 新蕾人秉承认真、敬业的精

神， 积极推进高质量的精品图

书生产， 打造了多个具有开创

性与独特性的项目品牌。

新蕾社致力于以原创文学

为基，以传统文化为源，以更加

深入化的理解、开拓性的视野、

创新式的表达书写中国故事 ，

传递中国精神。 为了策划更加

优质的选题， 编辑们常常反复

调研多次 ， 在 “调研———策

划———推翻———再调研———再

策划———再推翻”的往复中，立

意不断明确，主题更加鲜明。 绘

本《变来变去的小爬虫》策划时

就反复经历了至少四次论证 ，

巧妙地将龙的起源学说、 画龙

点睛的历史典故融入关于发现

自我的童话故事之中， 以中国

水墨画的方式进行绘制， 在寻

找传统图腾的同时给予中国风

格的美学引导。 这本书主动寻

找选题特色与市场突破点 ，令

人耳目一新， 得到了多位专家

学者的力荐。

与此相似，“中国女孩”系列

图书的策划报告就有三个版本，

每个版本都有五六千字，也是凝

聚了编辑的心血与智慧。为了更

加符合时代需求，项目团队邀约

儿童文学作家李东华担任主编、

历史学家蒙曼担任顾问与编辑

团队共同策划。 通过数次的创

作研讨会， 项目组确定了项目

方向与作家团队， 以唐代至今

的十二个历史时期为背景 ，邀

约当代儿童文学领域具有代表

性的十二位女性作家， 创作不

同历史时期的中国女孩故事 ，

展现中国女性爱国守信、 独立

自强、敏而好学、勇敢坚毅等优

秀品质。 作为一个融合了历史、

文化与文学的厚重项目，项目组

邀请历史系博士甄选故事中富

有时代特色的人文、地理、风俗、

器物等标志，以知识链接的形式

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将真实与

虚构巧妙结合，带给了小读者不

一样的阅读感受， 最终成就了

“中国女孩”系列图书。

作为一家有 40多年积淀的

少儿出版社，新蕾社不仅出版了

一批政治导向好、 内容价值高、

行业影响大、走向国际的精品图

书， 还出版了多种品牌期刊，如

《童话王国》《作文通讯》等，成为

几代人的共同回忆，更成为多位

优秀作家的摇篮，为出版社组建

了一支有层次的作家队伍，更积

极吸引成人文学作家以及博物

馆、科学、艺术等各领域专家加

入童书创作。

在全球化视野中，将曾经以

“国际大奖小说” 为代表的引进

版图书经验与优势应用于原创

出版，并打造原创图书的国际影

响， 成为新一代新蕾人的使命。

为此，新蕾不仅替换了曾经的引

进图书中心、原创图书中心的组

织架构，更进一步明确了板块划

分，版权运营中心将出版“走出

去”作为首要任务，将国际化视

野扩展到图书的设计、 策划中，

推动带有中国元素的童书走向

国际。 在此基础上，新蕾社多部

图书取得了良好的版权输出成

绩，“中国女孩”系列目前已输出

俄语、阿拉伯语、乌尔都语、蒙古

语、僧伽罗语、尼泊尔语、土耳其

语七个语种，得到了当地出版社

的高度认可，并由此搭建向中外

友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

音的平台。

进行国际组稿， 也是从产

品端打造更具国际竞争力图书

的有效方式。 新蕾出版社的绘

本《快乐的小蜡笔》由中国作家

张弘和英国插画家艾伦·德拉

蒙德联合创作而成，一经推出，

即输出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版

权，在 2019 年德黑兰书展中国

主宾国活动中作为首批中伊出

版合作成果亮相国际舞台 ，入

选第五届“上海好童书”。

新蕾社这支平均年龄 38

岁，洋溢着青春活力、锐意进取

的团队， 未来将以永不懈怠的

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

态， 奋力谱写新时代少儿出版

的新篇章！

（作者系新蕾出版社社长）

一个出版社的生存与发展，

需要一种精神的支撑。 这就是办

社的理念与追求。

很多时候，这考验的是一个

出版社的目力。 目光远大，伯乐

慧眼 ，不图眼前利益 ，不跟风逐

热，不趋势追星，始终如一，坚持

独立的童书价值观、 审美观，以

“读者第一”为理念，实现精美童

书的创造。

久而久之， 一个有特色、有

见解 、有思想的出版社 ，就会自

立于出版丛林之中。

本期推荐的黑龙江教育出

版社社长张立新和新蕾出版社

社长马玉秀的两篇文章，也许对

出版同仁有所启示。

《凤凰花开的学校》

马嘉/著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社长徐江：这是一部描写山村
小学师生生活的现实主义题材小
说。 作品以乡村教师的无私奉献精
神为切入点，以浓郁的云南地域风
情为背景，描述了六个贫困或打工
家庭的孩子在老师的帮助下，与命
运抗争，在逆境中自我成长的感人
故事，也展现出山村民族小学在教
育扶贫政策下的变迁。

《多米阳光成长记：手机惹出大麻烦》

肖云峰/著
新世纪出版社

总编辑王蕾 ：《多米阳光成长
记：手机惹出大麻烦》以生命安全与
信息安全作为故事内容主旨， 紧扣
当下时事热点， 引导孩子们如何识
别网络世界的骗局和陷阱， 学会如
何正确地使用电子产品。 该书带给
少年儿童读者阅读、 学习两不误的
多维度体验， 给少年儿童的成长提
供直面这个世界的勇气和力量。

社长荐读

“

”

主持人语

———张锦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