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代的一个景观是高估了对象的质地了 。当下中国

文化的总体境遇 、儿童文学与教育内在粘连的本

性 ,这双重因素似乎都在显示中国儿童文学出现

后现代还不太可能 ,充其量出现的不过是披着后

现代的斑驳外衣 ,双脚则深深扎根前现代的 “仿

后现代 ”而已 。

不过即便是面对这 “仿后现代 ”,中国儿童文

学研究依旧拥有转机的前景。

方卫平的 《图画书在中国大陆的兴起 》(载

《中国儿童文化》第 3辑 , 2007年)、彭懿的 《滑稽

模仿在图画书中的运用 》 (载 《编辑学刊 》 , 2007

年第 2期)、阿甲的 《见证 1997 ～ 2007:图画书在

中国》(载 《中华读书报 》, 2007年 10月 10日)、

肖静的 《儿童图画书的阅读流程设计 》(载 《美术

学报》, 2007年第 4期)等文呈现出图画书研究正

在开始 。值得注意的是 ,这些研究基本沿袭了文

学研究的方式 ,还来不及掘进到视觉文化的深层。

环视 21世纪文学的大环境 ,以文字作为媒介的传

统文学存在方式正在经受一场嬗变。我们是否能

够认为图画书的崛起将带来中国儿童文学研究范

式的转向呢 ?而这种转向是否意味着后现代的另

一副面孔将向我们展露笑靥呢 ?

三 、结　语

本文选取两个角度对 2007年的儿童文学研

究进行解读 ,虽然这种思考方式带来深入的契机 ,

但也同时造成了许多观察的盲点 ,这也是放弃普

适性追求所不得不承受的结果 。本文所困惑的复

魅与祛魅 、前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迷局似乎正在

等待一个更为开放的视野与姿态来破解。

困境与出路:
寻找中国儿童艺术的发展可能

钱淑英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 ,浙江 金华 321004)

　　为儿童的艺术 ,与为儿童的文学一样 ,受到越

来越多人的关注 。 2007年 ,当我们将目光聚焦于

这一领域时 ,发现研究者的热情更多地投注在问

题的剖析和出路的探求上 。面对中国儿童艺术的

整体现状 ,他们无法跨越那些横亘在眼前的困境

之桥 ,于是 ,文字间透出的心情自然是担忧多于喜

悦 。这样的心情推动着中国儿童艺术穿越迷雾 ,

在困境中寻找发展可能。

一 、音乐:教育与视觉的意义

音乐之于儿童生命的意义不言而喻。褚灏在

《养成 “健全人格 ”造就 “艺术的人生 ”———丰子

恺的音乐教育思想》(载《音乐研究 》, 2007年第 4

期)中 ,通过丰子恺艺术教育思想的解读 ,揭示了

音乐教育对于人生的重要价值 。丰子恺的艺术评

判标准是以 “人格为先 ,技术为次 ”,强调艺术教

育应该以保护童心 、恢复童心为己任 ,而他认为 ,

音乐教育在这方面有着特殊的功效 。这不仅对今

天的音乐教育具有借鉴作用 ,更是对当下大众音

乐理念的警示 。如今 ,流行歌曲几乎完全侵占了

孩子的心灵世界 ,中国原创儿童歌曲匮乏 ,童心在

音乐的世界里被放逐。有感于此 ,政府已经开始

行动 ,各省市纷纷征集优秀的原创儿童歌曲 ,希望

能为孩子提供适合他们欣赏和演唱的歌曲。的

确 ,天籁之声里飞扬的童心是天使的礼物 ,让现代

成年人无比感动 ,就像 《放牛班的春天 》带给我们

的圣洁美妙的童声。丰子恺所传达的艺术教育理

想 ,以及褚灏对其音乐教育思想的梳理和表述 ,便

在这个层面上构建了特有的现代意义。

同样 ,杨镇的 《从中日近现代音乐教育之变

革论我国当代音乐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载 《音乐

研究》 , 2007年第 4期)探讨的也是音乐教育的话

题 。只是 ,他用一种宏大的视野 ,试图通过中日两

国近现代音乐教育的变革 ,寻求我国当代音乐教

育的改革和发展之路 。文章涉及的许多命题都是

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例如:音乐教育在传统与

现代之间如何传承与革新 ?音乐文化多元性格局

如何创建? 音乐教育民族化和国际化如何结合?

音乐教育在未来学校整体教育中如何发挥应有的

作用? 等等 。这些关系到我国音乐教育发展前景

的重要环节 ,需要我们在理念和实践上不断为之

努力。作为宏观的整体论述 ,杨镇的文章已经十

分完整 ,但是 ,细部的分析就显得有些仓促了。试

想 ,作者如果将这些问题逐一进行深入研究 ,形成

系列文章 ,那将会创建更加重要的学术价值。同

时 ,作者如果根据文章标题所呈示的 ,把论述的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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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点回归到中日近现代教育变革之路的异同比

照 ,便能够更加准确和有效地揭示论文的主题。

因为 ,只有通过比照 ,我们的视野才会显得更加广

阔和清晰。

自从音乐电视在中国兴起以后 ,它逐渐成为

大众喜闻乐见的一种艺术形式 。然而 ,与缺少优

秀原创儿童歌曲相关 ,在众多的音乐电视作品中 ,

鲜见优秀的儿童音乐电视歌曲 。在这一背景下 ,

看到蔡海波的《儿童音乐电视歌曲的艺术特征研

究 》(载 《中国电视 》, 2007年第 9期),就有了眼

前一亮的感觉。研究儿童音乐电视歌曲的艺术特

征 ,需要同时了解音乐和影像两个领域 ,而且关系

到具体的技术制作问题。蔡海波结合多年的创作

实践 ,从歌词 、音乐结构 、非歌唱性段落的处理 、题

材与风格 、动效音响五个层面 ,为我们提供了经验

和技术上的有益启示 。

二 、影视:政策与艺术的合奏

近年来 , 《魔戒 》、《哈利 ·波特 》等魔幻电影

在青少年中倍受青睐 ,使本就贫弱的中国儿童影

视遭遇了巨大的冲击。面对这样的现状 ,研究者

给出了他们的回应 ,借鉴经验的同时推动本土的

原创力 ,似乎是他们持有的共同姿态 。

刘琳《少儿频道 , 你准备好了吗? ———对我

国少儿频道产业环节的思考 》(载 《中国电视 》,

2007年第 5期)一文提出 ,如果完全依靠政府投

入 ,少儿频道是难以保持长时期 、高效率地运行

的 。作者以诸多的调查数据揭示了这样的事实 ,

即政策的扶持尽管让众多的少儿频道迎来暖春 ,

但是巨大的机遇并没有使其走入发展的快车道 ,

在表面的一片繁荣背后 ,实际上隐藏着阵阵隐痛。

根据电视产业不同的产业功能 ,刘琳从节目制作 、

节目发送和节目传收三个环节 ,剖析了我国少儿

频道发展中存在的不足:节目源短缺制约频道发

展;电视网播出竞争加剧 ,节目市场缺乏规范;东

西发展不平衡 ,播出份额仍需提高。因此 ,在我国

目前经济发展状况及体制背景之下 ,少儿频道必

须在完善制作 、发送和传收的同时 ,借鉴国外经营

和管理其衍生产品的经验 ,打造完整的产业链 ,从

而实现良性发展 。

政策性的分析 ,可以帮助我们从产业制作的

整体链条中 ,抓住传播通道这一重要环节 ,创造少

儿电视发展的最大机会。儿童电影的发展如同电

视一样 ,文化传播环境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马力认为 ,新时期以来中国多元的文化背景 , 是

研究这一时期中国儿童电影文化传播问题的前

提 。她的《论市场经济体制下中国儿童电影文化

传播的环境 》(载 《沈阳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

版), 2007年第 5期)一文 ,正是从现代传媒的角

度观察中国儿童电影的文化环境。文中提到的由

西方影视 、动画带来的西方文化价值观 ,反映了作

者对文化殖民的警惕。实际上 ,由这种警惕心理

带动的对少儿影视本土发展的保护 ,已在政策上

有所体现 ,广电总局对境外电视动画片的管理限

定便是最明显的例证 。

然而 ,外在政策并不是艺术繁荣的核心所在。

中国儿童影视发展的瓶颈和出路在哪里? 这才是

当前众多研究者探讨的重点。潘华的 《拨开迷

雾 ,走出窘境———论中国儿童电影的出路 》(载

《电影评介 》, 2007年第 11期)和王润兰 、王晓旭

的 《儿童电视剧发展瓶颈探析》(载《中国广播电

视学刊 》, 2007年第 6期)两篇论文 ,所涉及的受

众问题 ,正是使儿童影视区别于成人影视的关键

因素之一。摆脱受众观念的限制 ,从艺术的角度

提炼儿童影视的独特审美特征 ,才是当务之急。

同时 ,当我们冷静地看待国外优秀的儿童影视艺

术及其商业运作模式时 ,应当承认 ,其中的经验和

方法非常值得我们借鉴。

注重艺术自身的探索和实践 ,是探寻儿童影

视发展的重要途径 ,由此我们才能切实找到发展

的突破点。从成长的角度透视儿童电影 ,是一个

恰切而有意思的话题 。成长不仅是文学的基本母

题 ,也是电影的重要主题 ,它赋予儿童电影丰富的

内涵 ,其意味绵延不绝。透过李清的文章 《穿过

五十年岁月的 “成长物语 ”———新中国儿童电影

“成长主题”探索 》(载 《福建论坛 ·人文社会科学

版 》, 2007年第 5期),我们发现 ,尽管作者以 “成

长主题 ”为线索梳理的新中国儿童电影发展历程

在思路上还不够明晰 ,但它却使我们了解 ,对于中

国儿童电影而言 ,成长主题的探索仍有待开掘。

因为 ,我们还没有突破单一平面的苦难模式 ,触探

到成长所隐喻的深沉矿井 。励志 ,则是儿童电影

表述成长的一个很好角度 。林阿绵在 《忧喜参半

的国产儿童电影 》(载 《文艺报 》, 2007年 6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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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中 ,对 2006年的儿童故事片进行了统计和分

类 ,其中提到 , “励志”作为儿童艺术的重要内涵 ,

是儿童电影的一个重要主题 。郑欢欢的 《电影励

志:切入儿童电影的一个角度 》(载 《浙江师范大

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7年第 3期)一文则

从励志的角度切入中国儿童电影研究 ,描述了中

国儿童电影励志传统的接续与变奏脉络 ,探讨其

影响少儿观众的心理发生机制 ,以及应有的创作

策略与可能的市场空间。文章找到了分析和理解

中国儿童电影的一个有效角度 。

总之 ,中国儿童影视需要许多环节提供发展

的助力 ,但最根本的是艺术自身的突围。还有就

是理念 ,包括儿童观 ,它对一切与儿童有关的艺术

都产生着重要作用。关于这一点 ,贾天添在硕士

论文《论儿童观及其在儿童电影中的体现》(吉林

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2007年)中进行过论述。遗

憾的是 ,其概要式的论述和梳理还略显粗浅 ,不

过 ,论文从一个角度 ,揭示了儿童观在儿童影视创

作中的重要性。

三 、动画:民族与世界的交互

动画艺术本可以纳入儿童影视的范畴 ,但由

于它所具有的特殊艺术形式和时代内涵 ,使其往

往作为一种独立的样式得以呈现。探讨动画艺

术 ,涉及到更多具体的技术和艺术问题 ,比如人

物 、造型 、语言 、风格 、美学等等 。吴垚瑶 、吴冠英

的 《新时期定格动画艺术语言的发展 》(载 《装

饰 》, 2007年第 2期)和王健的 《现代动漫电影中

的暴力美学 》(载 《电影评介 》, 2007年第 10期),

从局部呈示了现代动画的独特艺术风貌。王露露

和袁华的 《析动漫中的人物 ———当代动漫研究 》

(载《理论与创作 》, 2007年第 2期)、白彩霞的

《经典动画片中的动物点缀模式及其策略 》(载

《电影评介》 , 2007年第 8期)、沈宝龙的 《从装饰

到动画 ———论动画艺术中的装饰性》(载 《浙江工

艺美术 》, 2007年第 1期)以及米高峰等人的 《探

讨动画角色的造型设计 》 (载 《电影评介 》 , 2007

年第 2期),都论及动画人物形象和造型设计 ,它

们作为动画艺术魅力呈现的技术手段 ,同时也是

体现民族文化特质的重要方面 。

对于中国的动画艺术而言 ,民族文化传统是

一个不可回避的关键词 。无论是艺术形式的探

讨 ,还是动画文本的分析 ,抑或是整体出路的寻

求 ,研究者们的话题都绕不开它。张晓春的 《国

画水墨艺术在动画创作中的运用 》(载 《艺术百

家 》, 2007年第 3期)、丁薇的《传统绘画的艺术魅

力对现代动画设计的影响 》(载 《文艺研究 》, 2007

年第 9期)、丁珊珊的 《论中国水墨动画影片的艺

术风格 》(载 《文艺争鸣 》, 2007年第 7期)三篇文

章 ,从线条 、色彩 、叙事 、意境等技巧的角度 ,彰显

了中国传统绘画艺术在现代动画中的作用及魅

力 。焦素娥 、张洁的 《从 〈宝莲灯〉和 〈千与千寻 〉

看中日动画片创作观念的差异 》(载 《中国电视 》

2007年第 6期)从 《宝莲灯 》和 《千与千寻 》两个

文本的比较中 ,总结中日动画片创作观念的差异。

与其说是差异 ,不如说是差距 , 就好像把 《宝莲

灯 》与同样取材于中国传统故事的迪斯尼动画

《花木兰》进行比较 ,我们会发现差距的存在。而

《哪咤传奇》的成功 ,则在继承发扬优秀的传统文

化和借鉴融合国外先进的创作方法上 ,给了我们

诸多启示。晓欧的《从 〈哪吒传奇 〉看中国动画美

术风格的发展》(载《装饰 》, 2007年第 4期)就是

通过对 《哪咤传奇 》的文本分析 ,呈现了中国动画

美术风格的发展可能 。

李三强在《中国动画的传统精神及其现代阐

释 》(载 《中国电视 》, 2007年第 11期)中 ,更是紧

紧抓住了中国动画发展的理念问题。 “寓教于

乐 ”、以 “画 ”为本 、虚实结合都是我们的优秀传

统 ,但是只有进行妥贴有效的现代阐释 ,才有可能

创作出让今天的孩子喜爱的动画作品。以传统艺

术带动的中国动画艺术 ,至今都让世界为之惊叹 ,

可是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 ,我们已经深陷困境 ,

尤其缺少技术创新。中国动画的发展的确离不开

本土文化 ,而如何挖掘本土文化为动画服务 ,是一

个更加棘手的问题 。李三强在 《中国电视 》2007

年第 1期发表的 《浅议中国动漫创作的创新之

道 》一文 ,值得我们关注 。作者认为 ,我们需要开

创有中国特色的动漫创新之路 。纵观美 、日等动

漫强国 ,它们的动漫创新从来都是有 “根 ”的 ,这

种 “根 ”就是它们的文化内核。所以 ,中国动漫创

新的当务之急 ,就是在创新中充分发挥民族文化

优势。对此 ,作者提出了自己的思路 。首先 ,要巧

妙地对文化进行现代化阐释 。时代在变 ,受众对

文化的需求也在变 ,我们应该对文化进行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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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阐释 ,使之更好地为现代人理解和接受 ,而不只

是给文化穿上动漫的外衣 ,裹在里面的仍然是冷

冰冰的 “死 ”的文化 ,毫无亲近感。其次 ,是要真

正凸现民族特色。所谓民族特色 ,不仅仅是外显

的等同于视听语言上的民族风格 ,如民族绘画 、民

族音乐 、民族风情等等。真正的民族风格更是内

化的 ,比起视听语言的转瞬即逝 ,民族性的内在文

化精神更能深深地驻扎在人们的心灵 。就此看

来 ,中国动画民族化和现代化的并行发展之路 ,似

乎还很漫长 。

政府已为我国动画产业的发展开通了很多绿

色通道 。 2008年 2月 19日 ,广电总局网站刊发

了 《广电总局关于加强电视动画片播出管理的通

知 》。通知指出 ,动画频道 、少儿频道 、青少频道 、

儿童频道和其它以未成年人为主要对象的频道 ,

要继续扩大国产动画片的播出规模 ,并严格执行

每天国产动画片与引进动画片播出比例不低于

7:3的规定。自 2008年 5月 1日起 ,全国各级电

视台所有频道不得播出的境外动画片 、介绍境外

动画片的资讯节目以及展示境外动画片的栏目的

时段 ,由原来的 17:00-20:00延长至 17:00 -

21:00,各动画频道在每天这一时段必须播出国产

动画片或国产动画栏目。政策的必要扶持 ,加上

市场的积极调动以及艺术的不懈探索 ,中国动画

艺术之花的怒放指日可待 。

2007年度

儿童媒介研究述评

刘宣文 , 　张英萍
(浙江师范大学 儿童文化研究院 , 浙江 金华 321004)

　　当今社会 ,大众媒介作为提供信息的主要渠

道 ,对青少年的成长有着深远的影响 。一方面 ,青

少年所在的学校 、家庭等周围环境会不同程度地

受到各种媒介的渗透和包围 ,另一方面 ,他们的兴

趣 、爱好和发展方向也和媒介有密切联系。怎样

最大程度地发挥媒介对青少年成长的积极作用 ,

成为国家 、社会和媒介研究者的重要研究内容 。

在分析 2007年儿童媒介研究现状之前 ,我们

先对我国青少年媒介研究的现状作一个大致的了

解 。笔者在中国学术期刊网(含中国期刊全文数

据库 、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中国博

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上以 “青少年 ”为关键

词 ,以 “媒介 ”、“传媒” 、“电视 ”、“网络 ”、“报刊 ”、

“广播 ”为题名 ,以 2000-2007年为检索时间区

段 ,共检索到文章 2 021篇。统计结果显示 , 2006

和 2007年 ,儿童媒介研究在数量上得到了迅猛的

增长 ,尤其是总体的媒介研究 、电视研究和网络研

究;而报刊和广播的研究从 2000-2007年基本比

较稳定 ,而且数量都较少;从几种具体媒介的研究

来看 , “电视”在 2000-2007年的研究处于平稳

中缓慢上升的状态 ,和媒介研究总体发展趋势一

致 , “网络 ”研究则在 2002年后发展迅速 ,其中

2002年和 2006年是其发展的两个关键期 ,均比

上一年研究增长近一倍。

纵观 2007年儿童媒介研究的现状 ,可以说儿

童媒介的研究开始得到了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

注 ,尤其是其中的儿童网络的研究 ,赫然成为研究

中的热点问题。

一 、2007年我国儿童媒介研究分析

统观 2007年我国儿童媒介研究的总体研究

成果 ,我们认为 ,我国的儿童媒介研究还处于起步

阶段 ,与国外媒介研究发达国家如美国 、加拿大 、

澳大利亚等国家相比 ,还有一段较大的距离。然

而我们也可喜地发现 ,我国在媒介研究的意识 、系

统性和实践性方面已经大大增强 ,在研究内容和

研究方法上都更为系统和深入;但是同时 ,我们也

意识到我国对儿童整体媒介环境的考察还不够深

入 ,研究成果还未能真正指导实践 ,而且还有许多

新的研究领域需要开辟。具体来说 ,我国 2007年

的儿童媒介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儿童整体媒介环境研究得到关注

儿童媒介研究的内容从媒介类型上分 ,现通

常包括四大类型:报纸和书刊 、广播 、电视 、互联

网 。从 2007年研究的现状来看 ,报纸 、书刊等纸

质媒介以及广播等媒介研究远远比不上对电视 、

网络等新兴媒介的研究 。 2007年的研究开始从

儿童整体媒介环境的角度来考察媒介与儿童的关

系 ,主要从两个层面来考察:一是儿童媒介使用状

况的研究 ,二是媒介对儿童的影响研究。

2007年儿童媒介使用状况的调查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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