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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新锐作家的作品读来令人耳目一新

愿我们始终保持眼里的好奇与内心的天真 P6

2020年5月我们社发得最好的书 P7

以机制保证重推新人作品

全力扶持和培养新人新作，是当前童书出版机构的

重要发展策略，许多出版社在发展和壮大儿童文学原创

作家队伍上一直不遗余力。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作

为童书出版领域的老牌大社，创建很多方式方法，建构

了较为成熟的原创精品生产保证机制。据该社儿童文

学编辑室主任谈炜萍介绍，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每年

出资200万，设立基金支持优质原创作品出版。如2020

年力推的舒辉波《逐光的孩子》、陈诗歌《一个迷路时才

遇见的国家和一群清醒时做梦的梦想家》、张忠诚《蓝

门》获得了20万元和15万元的资助，该项资助直接用来

补贴稿费和其它成本。

谈炜萍还介绍，针对中青年作家，集团专门策划了

“麦田少年文学馆”丛书，汇聚国内不同地域的中生代儿

童文学作家。作家多以其生活的地域为支点，讲述具

有民族文化和地域印痕的中国式童年故事。今年将推

出 6 部书写不同地域的儿童小说：张忠诚《蓝门》《巧

鸟》、舒辉波《逐光的孩子》、吴洲星《碗灯》、连城《麻雀

东南飞》、许廷旺《雕花的马鞍》。其中《逐光的孩子》成

为了2019年中国作协重点扶持项目。《蓝门》（2020年5

月出版）入选了江西省暑期读一本好书活动，出版仅 1

月进行了3刷。

谈到专门为青年儿童文学作家重点打造的文库丛

书，明天出版社社长傅大伟向记者介绍了该社出版的

“拾光者丛书”。该丛书目前已出版了 5 位作家的作

品。这些作品出版后，经过出版社积极推介，都取得了

不错的市场反响，有的还入选了国家级的“优秀青少年

读物出版工程”。傅大伟认为，不断发现年轻作家并推

出他们的作品，是专业少儿出版社在儿童文学出版领域

的一项重要工作。明天出版社多年来一直十分重视这

项工作，有着不错的收获，有些年轻作家，比如庞婕蕾的

儿童文学作品经过该社长期运作，已经成为主要的畅销

品种。

出版社为青年作家出版的这些文库丛书，因为前期

确立严格的组稿标准，后期重点宣传推广，大部分都取

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安徽少年儿童出版

社文学编辑室主任阮征谈到该社重点打造的“小橘灯”

这一文学品牌，感到十分欣慰。她介绍，2005年，借鉴冰

心老人的经典作品《小橘灯》中“爱与美”的文学意象，安

少社推出了“小橘灯美文系列”，出版了彭学军、陆梅、殷

健灵、张洁、孙卫卫等作家的作品，先后获得中国出版政

府奖提名奖；入选国家“十五”规划、原国家新闻出版广

电总局“向青少年推荐百种优秀图书”、“三个一百”原创

出版工程。当年的这批作家后来都成为中国当代实力

派儿童文学作家的代表人物。2019年，安少社将“小橘

灯”文学品牌升级为全新的“小橘灯儿童文学原创馆”，

所选的作家年龄跨度从70后到90后，反映不同的时代

风貌；作品充分体现文学的广阔性、包容性，均为作家精

心打磨、首次出版的新作，展示作家的创作个性。首批

推出的是王勇英、廖小琴、于潇湉、西雨客的4部新作，

2020年初又推出吴新星、九九、汪琦的3部新作。西雨客

《泥火人家》获得2019年上海好童书奖；吴新星《门板上

的夏天》先后入选2020年“中国好书”月度好书。

对挖掘、扶持儿童文学新人，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历年来也是非常重视。福少社副社长、副总编辑杨佃青

向记者介绍，从1984年建社伊始，出版社就曾出版过当

时还是新人的诸志祥、郑渊洁等著名作家的作品，《黑猫

警长》的最初版本就是在福少社出版的。“饶雪漫、伍美

珍、郁雨君等3位作家组成的“花衣裳”组合也在我社的

挖掘与培养下迅速走红全国。”杨佃青还介绍，从2019年

开始，在著名出版人徐德霞的指导与支持下，我们开启

“少年中国书系”，将目光锁定在刘东、刘虎、王天宁、王

璐琪、吴洲星、赵剑云、吴梦川、周公度等一大批中年青

作家身上，确定了以“体现时代特征，凸显少年力量”为

中心的现实主义小说出版战略，并将这个开放性的书系

纳入未来5年重点规划产品线。

与此同时，福少社也一直致力于福建当地儿童文学

新人的挖掘与培养，2002年曾出版“福建儿童文学新人”

丛书，推出了陈雪珠、黄萍、林潇潇、喻婷洁、林峥等一大

批年青的儿童文学作家。李秋沅、小山、慕榕等作家也

是福少社一直在重点培养与打造的作家。

袁博是复旦大学的博士，先后修读过生物科学、人

类学、文学三个专业，他的学习背景使得他的儿童文学

作品呈现独特气象。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副总编辑孙

卓然向记者介绍，河少社较早地发现他的特质，抓住机

会，积极联系作家，为他出版了《动物小说王子袁博成长

系列》《动物小说王子袁博非洲系列》共8册作品。《袁博

动物小说美绘版》6册也即将出版，“史前动物小说系列”

4册正在编辑过程中，这些书受到小读者欢迎，取得比较

好的市场反响。

设立文学奖项，网罗新锐作家精品佳作

少儿出版要树立文化自信，一定要戒除浮躁心理，

静下心来，坚持创新，坚守原创阵地。期刊是集聚优质

创作资源的平台，通过文学期刊发掘新作家是不错的途

径。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以下简称中少总社）

《儿童文学》杂志一直以来都有挖掘培养新作家的优良

传统，几十年来一批批经由《儿童文学》培养的新作家都

已经成长为成熟作家、著名作家，出版了大量优秀的儿

童文学类图书，撑起了当代儿童文学的天空。

中少总社儿童文学出版中心主编冯臻介绍，该中心

以《儿童文学》杂志为重要平台，采用书刊互动的出版模

式，自2009年以来，在10年的时间里，出版了大量的儿

童文学原创图书，推出了一大批具有实力的中国儿童文

学中青年作家群，可以说在为中国儿童文学原创领域培

养、输送、积累了一大批富有创造力、实力和锐气的作

家。依托《儿童文学》杂志，中心在作家资源积累和深耕

上，做了一些关键性的工作，例如，自2003年以来，每年

举办“《儿童文学》擂台赛”，每届的主题和形式都有创

新，至今已经成功举办了15届。该赛事已经成为《儿童

文学》杂志的品牌栏目。另外，为了鼓励中青年作家投

入原创长篇儿童文学创作，《儿童文学》杂志还举办过2

届“《儿童文学》十大青年金作家”评选活动，这20名作

家，可以说当下中青年作家群中的精锐和代表性作者。

除了《儿童文学》杂志自身有设立奖项之外，中少总

社还进一步与社会各界合作，设立了相关奖项。 中少总

社儿童文学出版中心副主编王苏介绍，该社与浙江省绍

兴市上虞区人民政府合作，以《儿童文学》杂志创办人之

一金近先生的名义，设立了《儿童文学》金近奖，每两年

一届，奖励《儿童文学》杂志上刊登的各类优秀文学作品

和插画作品。通过设立奖项鼓励创作，使《儿童文学》杂

志建立了一支由老、中、青、少四代作家组成的稳定的创

作队伍。”

谈到设立文学奖对培养新锐作家所起到的作用，天

天出版社总编辑张昀韬很有心得体会。她介绍，在著名

作家曹文轩、中国出版集团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支持

下，天天社从2015年开始设立了“青铜葵花奖”，奖项分

为“儿童小说奖”和“图画书奖”隔年交替举办，到2019年

征集的第3届图画书奖中又增添了“非虚构类”作品。这

些获奖作品，最后都将作为“青铜葵花奖获奖作品”书系

出版。

第1届小说奖最高奖《将军胡同》，在获奖后又取得

“中国好书”“第10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等荣誉认可，

出版至今发行已超过 30 万册。到了第 2 届“青铜葵花

奖”揭晓，无论是小说奖还是图画书奖，一批90后作者涌

现出来，比如《刀马人》作者王璐琪、《沐恩奇遇记》作者

朱欢、《狐狸的朋友》作者杨博、《汪！汪！汪！》作者张玥

等，还有同时摘得小说奖金奖（《你的脚下，我的脚下》）

和图画书奖（《天上掉下一头鲸》）的文学艺术“双料”作

者西雨客。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是“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和

“冰心作文奖”的承办方，依托这两个奖项时刻关注新锐

儿童文学作家的成长情况，20余年来也培养了大批新锐

儿童文学作家。该社儿童文学分社社长楼倩说：“从已

经在浙少社成立工作室的童话作家汤汤，到作品收录至

统编版语文教材最年轻的作家慈琪，都与冰心新作奖有

千丝万缕的联系。”慈琪在获得“冰心作文奖”高中卷的

大奖之后，浙少社就推出了她的童诗集《梦游的孩子》，

后续又推出了童诗集《三千个月亮》等作品，呈现了慈琪

灵气四溢的童诗创作面貌。2019年12月她的长篇童话

《猫的兽医》也在浙少社出版，收录在主打新生代作家长

篇新作的“红帆船 风潮书系”中，该书系入选了2019年

度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王泳波认为，获奖是

对作家创作能力的认可，也是对文学作品的一种成果检

视。因此，苏少社积极为新锐作家已出版的作品申报各

类奖项，并屡获殊荣。当然这些奖项并不局限于文学，

通过精品出版、出版“走出去”、融合出版使得新锐作家

赢得奖项，同样能体现创作的价值。如韩青辰的《因为

爸爸》荣获第15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

奖；小河丁丁的《水獭男孩》荣获第6届中华优秀出版物

奖；赵菱的《大水》荣获2018年度“中国好书”等。

除此之外，苏少社也积极设立儿童文学奖项，构建

文学创作平台。2017年，苏少社创设“曹文轩儿童文学

奖”，鼓励作家进行儿童文学创作，获奖作品均结集出

版。王泳波介绍，目前“曹奖”已开展2届，发掘出一批新

锐作家，首届“曹奖”获奖作品出版后取得了良好的效

益，赵菱的《大水》、郭姜燕的《南寨有溪流》均入选过“中

国好书”；第2届“曹奖”正在进行中，也收获了新锐作家

大秀的《皮影班》、杨娟的《青春恰自来》等一批现实性和

艺术性俱佳的作品。

通过讲习班、研讨会，发现、提升新锐作家

为作家举办讲习班、研讨会，出版机构一直作为一

种培养年青作家的重要方式在使用。福少社杨佃青介

绍，该社专门与中国作协创研部、鲁迅文学院等合作，为

伍美珍的《蓝天下的课桌》、饶雪漫的“饶雪漫青春文学

典藏版”、赖尔的《我和爷爷是战友》、李秋沅的《天青》、

于潇湉的《深蓝色的七千米》等图书在北京举办了作品

研讨会。2019年8月，结合“海峡儿童阅读论坛”，邀请

“少年中国书系”目标作家到福建采风，并与海峡两岸的

著名儿童文学作家交流、联欢、座谈。

“每次活动我们都会邀请儿童文学界的著名作家、

评论家为这些年青作家的作品把脉、指导，提出写作指

导建议，这些活动对作家的成长至关重要，有时甚至会

成为他们成长与飞跃的机遇。”杨佃青说。

（下转第6版）

长篇小说《沙海小球王》是一部

充满了大爱的作品，它首先来源于作

家周敏对生活的高度敏感和热情，长

期以来，她在对于宏大背景下一些具

有独特意义的题材把握中，始终倾心

投入；以儿童文学作品的方式，表达

了深刻的时代话题，讲述了一个个首

都北京与边疆人民共同构建民族团

结进步，青少年一代在阳光雨露滋润

下追求梦想的动人故事。

这部作品的写作生动鲜活，作

者在深入新疆和田地区采访、体验

生活期间，发现和开掘了当地维吾

尔族青少年喜爱足球运动，并由此

产生的情感波折，成长历程，她将这

些生活素材进行了令人惊喜的提

炼，加以文学的虚构和想象，以独特

的视角塑造了穆凯黛斯这一勇敢顽

强、善良美丽的维吾尔族少女形象，

同时还有围绕校园足球运动的教

练、队员、亲人等相关人物，使其性

格丰满，并具有鲜明的民族气质，耐

人寻味。作者将书写不同人物命运

与开掘足球精神两者紧紧融合在一

起，彰显了边疆青少年

顽强拼搏，不断进取，

追求梦想，团结互助的

生活现状与精神向度。

受到全世界人民

喜爱的足球运动具有

丰富的精神内涵，周敏

的《沙海小球王》使读

者感受到，在我国新疆

和田的大漠边缘，一群

中学生在足球场上的

努力拼博，由此为足球

这个意象增添了别有

深意的新鲜内涵。维

吾尔族女孩子穆凯黛

斯爱足球，爱队友，团结互助一起拼搏；进而爱

学校、爱祖国，因为这一切都与她的足球梦想

息息相关。小小足球传承了人们的多种情感，

而尤其以边疆的小球员们对祖国首都北京的

向往和深情最为动人：“穆凯黛丝一语不发，抱

着足球，默默地跟在她俩身后。‘我一定要去

北京!’这句话，是此时此刻萦绕在她脑海中的

最强音。是呀，雄伟的长城、美丽的故官、庄

严的天安门广场、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

北京同龄人那一张张可爱的笑脸……这一切

的一切，都仿佛有一种强大的磁场，深深吸引

着穆凯黛丝，内心深处萌发了某种与之呼应的

情感。”

《沙海小球王》的创作来源于真实生活，多

年来，首都北京和祖国人民以各种方式支援着

新疆各地的团结进步、繁荣发展，作者通过文

学书写，真情再现了援疆过程中的许多感人细

节，带着浓浓的温度，犹如春风化雨，散发着凝

魂聚气的亲和力。读者可以从书中了解到许

多感人的故事，它们是这些年首都与边疆人民

心心相印的写照。

作家周敏擅长青少年心理描写，在她以往

的作品《北京小孩》《红柳花开》里，都曾着重刻

划了青少年的心理成长，《北京小孩》与《沙海

小球王》这两部作品，出版后均入选了“中国好

书”，也被多地学校选入学生必读书目。《沙海

小球王》则更进一步体现了对少数民族地区的

扶贫，不仅是物质层面上的援助，更为重要的

还有精神上，心理上，文化上的交流和理解沟

通。周敏细致入微地体察到当地不同民族青

少年的心理状态及变化轨迹，避免了成人化的

居高临下，悉心聆听和表现少男少女的心声，

真实地再现了少年的奋斗，以及所包含其中的

挫折、汗水，激情与欢乐。小说写得亲切好读、

健康励志，是一份奉献给新疆及全国青少年读

者难得的精神食粮。

当下，众多新锐作家不断涌现，新的创作热点逐渐形成，成为
童书出版新能量。多年来，童书出版机构为适应读者需求，不断
整合出版资源，发掘年轻作家的潜力，持续推出新人新作，为原创

儿童文学的繁荣贡献力量。各出版机构在挖掘新人上创新多种
模式，各有所成，其中很多经验值得总结梳理，希望本文能够给业
界带来些许启发。

○叶 梅（作家、评论家）

《拆信猫时间：阿

驰的蓝皮火车》徐玲

著/中国少年儿童新闻

出版总社2020年5月

版/25.00元

徐玲：用亲情童话传递爱与正能量

阿驰刚被评为“最优秀的火车司机”，

就收到了妈妈去世的消息。他带着那么

多人看过那么多风景，却没有带妈妈坐

过他的火车。阿驰伤心又愧疚，住到了

山北休养院。在休养院，拆信猫以自己

的神奇力量帮助阿驰告别沮丧。该书是

金牌亲情作家徐玲为小学中低年级读者

打造的童话，清澈的文字、安静的叙述、引

人入胜的情节，感动读者的心灵，呵护孩

子成长，传递爱与正能量。 （文 萱）

《沙海小球王》周敏

著/春风文艺出版社2019

年10月版/2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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