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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九龙

少儿读物变“毒物”

《装在口袋里的爸爸》系列
图书，是儿童文学作家杨鹏创作
的作品。该系列已畅销十余年，
是当代儿童文学领域中广受读
者欢迎的经典图书之一。目前共
出版52部作品，总发行量超过700
万册。在北京教育出版社版本
中，书封面还标有“新课标指定
小学生必读书目”的字样。

书中受质疑的片段是这样
的：“我再也承受不住人们的白
眼和冷嘲热议。这天早晨，我早
早地到了学校，爬到了教学楼的
顶楼——— 第十四层的阳台上，无
比留恋地最后看了一眼那正在
东边冉冉升起的朝阳。我想那恐
怕是我今生最后一次看到太阳
了。我决定结束自己的一生。我
纵身从教学楼跳了下去……”

虽然有些人认为，作者本身
并没有宣扬自杀，涉及的只是书
中人物的短暂心理状况，但更多
人认为，青少年心理还不成熟，
不具有足够的分析判断能力，很
容易受其中“自杀”描述的影响。
对此，北京教育出版社回应称，
目前已将《装在口袋里的爸爸》
全面下架，此后也会加强内容把
关，给孩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引导。

同样陷入“自杀门”的少儿
读物，还有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杨
红樱的“淘气包马小跳”系列之

《天真妈妈》。书中，马小跳因为
被妈妈逼着弹钢琴，自己没有音
乐细胞，感到很烦恼。于是他跟
同学发牢骚：“哪一种方式自杀
比较好？”双方对此展开了一番
讨论，马小跳并没有上吊或跳
楼，他的同学鼓励他：就算被妈
妈逼着弹钢琴，也不要自杀。“你
看我现在不是活得好好的吗？”
并且还给马小跳提供一个“高
招，可以救马小跳一死”。

对此，杨红樱回应说，“早在
一年前就对这点敏感内容做了
删改，现在的版本已经没有了。”
她也提醒：“读者可以读读《天真
妈妈》文字版的原著，读完整的
故事，读自己的感受，断章取义
是最坏的读书方法。”

此外，曹文轩作品《青铜葵
花》中关于父女情的一段描写，
被认为有低俗之嫌。沈石溪作品

《狼王梦》中动物之间交配情节
的描写，被认为露骨和少儿不
宜。这两部作品都是畅销书，出
版至今超过10年。

就连儿童绘本，也出现了许
多争议。比如一本名为“小熊过
生日”的儿童绘本，包括鸡宝宝
在内的许多朋友参加小熊的生
日会，吃蛋糕时却有一位朋友不
见了，再看餐桌上，竟多了只烤
鸡。所配的文字暗示，消失的朋
友被端上了餐桌。网友纷纷表
示，这样的童书堪称奇葩，令人
难以接受。

还有一些少儿读物赤裸裸
展示血腥、暴力。有本书中赫然
配图：猫爸爸开车载着家人，车
轮底下是被轧过的老鼠。另一本
少儿读物的插图中，卡通人物背
着鲜血淋淋的包裹，舞台上躺着
被警察杀死的人，宝箱在流血，
伞扎进头部等画面，都让人感到
强烈不适。

少儿读物的尺度如何把握，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不过有
一个共识是，人们希望把社会认
可的正面道德和伦理价值观念
传递给孩子，引导他们健康成

长。哪怕是揭示人性黑暗的作
品，也应该引导孩子珍爱生命，
热爱生活，学会乐观、自信、理性
地对待人生中的诸多问题。

一拥而上的后遗症

当成人阅读受移动互联网
冲击时，包括儿童文学、绘本、儿
童科普在内的少儿读物，似乎成
了纸质书的希望和净土。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的少
儿出版迎来了“黄金时期”，已连
续多年保持两位数增长速度，持
续领跑出版业大盘。在整体图书
销售结构中，少儿读物占比达
30%。过去两年间，当当网的少儿
读物均保持着60%的高速增长。

诱人的市场蛋糕，吸引了越
来越多出版社前来分一杯羹。数
据显示，截至2019年9月，全国有
90%的出版社参与少儿图书市场
竞争，由专业少儿出版社“遥遥
领先”变为各类出版机构“群雄
逐鹿”。为了在短时间内占领市
场，赢得读者注意力，很多出版
社在选题策划上“见风使舵”，市
面上哪一类书畅销，就以此为选
题标准，结果导致少儿读物在选
题上集体“扎堆”和“撞车”现象
不断发生。

明天出版社曾出版《最佳儿
童文学读本》，市场反响极佳，登上
了当年全国少儿类畅销书排行榜
的第二名。很快，一大批书名里带
有“文学选本”“文学读本”“精选读
本”“必读之选”等类似字眼的少儿
文学选集蜂拥而现，让人眼花缭
乱，难辨优劣，其内容大多雷同或
相仿，毫无新意。

目前，市场上同类选题的少
儿读物泛滥的现象依然存在，由
于优秀出版资源的短缺，很多经
典作品和知名作家的著作，经常
会被多个出版企业重复出版，仅
在装帧设计、书名等外观上有所
不同，内容、选题却是重合的。

像《安徒生童话》《格林童
话》《伊索寓言》《一千零一夜》
等，已出现了300多个不同版本，

《十万个为什么》迄今也发行了

500多个版本。在每年的全国少儿
图书交易会和书市上，和“文学
名著”“古典名著”“世界名著”有
关的各种图书更是不计其数。选
题同质化，不仅会造成资源浪
费，也使图书产品的质量大打折
扣，影响到正常的市场秩序。

在有限的原创作品中，存在
的问题也不少。不少作者显然没
有细化少年儿童的年龄层次和
阅读层次，认为给孩子写书浅显
易懂即可，在故事构思和语言表
达上过于低幼化、简单化。这些
幼稚、浅薄的少儿读物，对新时
期、新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少年儿
童来说，在智力水平、思维模式
和知识范畴上明显滞后，也终将
被市场行情所淘汰。

还有的极端情况，就是像
“自杀门”那样，叙述过分“成人
化”。一些出版社和作者为迎合
少年儿童对快餐文化的兴趣和
某些非主流事物的猎奇心理，有
意将书名和内容进行夸张、扭
曲，专挑一些娱乐性、刺激性强
的字眼儿穿插其中。比如《冻结
的眼球》《我的吸血鬼邻居》《谁
杀死了小红帽》等，可能会误导
心智尚未成熟的少年儿童。

当前，出版社似乎更愿意把
精力花在封面设计上，对封面之
内的版式设计却潦草应对，很多
粗制滥造的少儿读物几乎不讲
究科学排版，只是对文字和图片
进行最基本的处理，更有甚者，
还会出现图文不匹配的现象。

优质原创太稀缺

优质原创是少儿读物的生
命，当鱼龙混杂时，读者会“用脚
投票”。

据京东图书商城2019年上半
年儿童绘本畅销书排行榜显示，
畅销的前几名儿童绘本分别有：

《爱心树》《小熊很忙全系列：和
小熊很忙一起探索》《凯迪克大
奖绘本：极地特快》《花格子大象
艾玛》《14只老鼠系列》《博恩熊
亲情绘本：让孩子懂得爱的获得
与付出》《博恩熊情境教育绘本：

快乐的幼儿园》《博恩熊情境教
育绘本：快乐上小学》《小猪变形
记》等。这些绘本引进自美国、英
国和日本，没有一种是中国的原
创儿童绘本。

人们甚至形成了一种“刻板
认知”：国产的少儿读物侧重于
传统文化、科学、常识、语言等所
谓的儿童“刚需”，相比之下，国
外的少儿读物更擅长培养儿童
的创造力与想象力。

少儿读物“黄金时期”的红
利终有一天会过去，泥沙与金子
混杂的日子不会长久，出版社需
要尽快培养和扶植自己的优质
原创作品和作家，并形成真正的
少儿读物品牌。

实际上，中国并不缺少优质
原创的素材。综观我国曾在世界
上引发广泛影响力的艺术作品，
例如《大闹天宫》《哪吒闹海》《三
个和尚》等，无不是以本土文化
为创作源泉。

接力出版社曾出版过蒙古
族作家格日勒其木格·黑鹤创作
的《黑焰》，这是一部描写藏獒的
长篇儿童小说。书中以藏北高原
为背景展开，无论是对西藏的独
特地貌、开阔壮丽的自然景色的
描写，还是对当地民风民俗的真
实再现，都让整部作品流露出浓
厚的地域风情和民族特色。该书
自出版以来，不仅在国内市场取
得了不错的销量，还受到法国、
日本、韩国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关注，法国的比基耶出版公司专
门引进了此书的版权。

蔡皋的《桃花源的故事》在
2011年被韩国熊津出版集团引
进，周翔的《荷花镇的早市》和熊
亮的《小石狮》也先后被法国、日
本、芬兰等国引进。实践证明，根
植于本土文化的优质原创少儿
读物，能够得到读者和国际市场
的接纳。

除了内容上的突破之外，做
强少儿读物的影响力，打造自身
IP，开发衍生品，也是目前国内
出版社所需要做的。

《哈利·波特》英国本土出版
商是布鲁姆斯伯里出版公司，自
1997年推出《哈利·波特与魔法
石》之后，于2001年将图书版权和
改编权授予华纳兄弟公司，后者
成功推出了一系列同名电影，使
图书销量直线上升。而后，该出
版公司又将“哈利·波特”的商品
化经营权授予了乐高、孩之宝，
可口可乐等著名企业，截至目
前，全球已有超过80家大型企业
和制造商拥有了特许经营权，

“哈利·波特”衍生产品的种类超
过了2000种。

这种图书搭配电影版权，再
转让图书的商品化经营权，然后
通过其他行业的二次加工和创
作形成图书衍生产品，最终带动
图书销量的营销方式，无疑是一
个互利双赢的典范。

人民文学出版社在2000年引
进出版了《哈利·波特》后，次年
争取到美国时代华纳公司授予
的“哈利·波特”形象版权，然后
立刻推出了三套明信片、三册填
色书、两册海报书，三个月内销
量就超过了20万册。此外，人民
文学出版社还争取到了“哈利·
波特”电影产品纸制品的形象版
权，设计并发行了大量笔记本、
图册、贴画等纸制品，获利颇丰。

对《哈利·波特》衍生产品的
开发，使该书在国内市场的销量
不到两年就突破了400万册。人民
文学出版社采用的“图书+图书
衍生产品”营销方式，极大提升
了图书的传播范围和影响力，实
现了销售的巨大成功，为少儿读
物的营销探索出了一条新路。

思

/

想

/

光

/
华

文

/

字

/

魅

/

力

深陷“自杀门”

少儿读物繁荣背后隐忧多

近日，有读者爆料称，《装
在口袋里的爸爸》“淘气包马
小跳系列”之《天真妈妈》等少
儿读物中出现自杀情景的详
细描写。少儿读物变“毒物”，
出版繁荣背后的隐忧引发广
泛关注。

出现同学间讨论“哪种方式自杀比较好”内容的儿童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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