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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与当下：国际大奖儿童文学丛书的 

出版现状与问题 *

文 /胡丽娜

[ 摘　要 ]　20 世纪 90 年代末以来，纽伯瑞儿童文学奖、安徒生国际儿童文学奖等重要国际儿童文学大

奖作品纷纷译介出版，并以丛书形式呈现。本文回溯了国际大奖作品在中国的译介出版情况，并对近十

余年来出版的国际大奖丛书出版现状及特点进行盘点，分析当下国际大奖丛书出版中的问题。

[ 关键词 ]　纽伯瑞儿童文学奖  国际安徒生奖  国际大奖丛书 

1998 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推出了《纽伯瑞

儿童文学金牌奖》丛书，精选历年纽伯瑞儿童文学奖

获奖作品 21 种，分为亲情、友爱，探险、奇遇，童话、

幻象，动物、自然四个系列。该丛书可以说是国内首

次较大规模且系统地引进出版的国外获奖作品，开创

了国内童书出版引进国际儿童文学大奖的先河。此后，

安徒生国际儿童文学奖、凯迪克图画书奖等各类获奖

作品纷纷引进、成为出版社竞相开发的优质出版资源、

国外儿童文学译介的主潮。较之于流行性读物，这些

汇聚经典品质、代表当下国际儿童文学创作最高水平

和最优品质的丛书出版，对于优化本土童书出版、推

动本土原创儿童文学建设具有典范意义。

一、历史：主要国际儿童文学大奖的

中国译介与传播

晚清以降，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始终伴随着国外

儿童文学的译介活动。梁启超、鲁迅、周作人、郑振铎、

梁实秋等都曾致力于国外儿童文学经典的译介。在本

土原创儿童文学较为薄弱的当时，域外优秀儿童文学

资源的引进和传播，为中国本土儿童文学的诞生和初

步发展提供了丰厚的滋养，同时对域外儿童文学资源

的倚重，也成为儿童文学发展和童书出版的优良传统。

这些伴随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历程、为中国小读者津津

乐道的优秀国外儿童文学作品中就不乏国际大奖的作

品。只是，在相当长时间内，国外儿童文学的译介较

为偏向作家和作品，并未有意识且系统地对国际大奖

作品组织译介。

儿童文学奖项主要由国际性奖项和国别性奖项构

成。国际性奖项有安徒生国际儿童文学奖、林格伦儿

童文学奖、意大利博洛尼亚国际儿童书展最佳童书奖

等。国别性儿童文学奖项其评选范围主要为该国出版

的优秀儿童文学作品，如我国的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

项、 美国纽伯瑞儿童文学金奖、 英国卡内基儿童文学

奖、德国青少年文学奖、 俄罗斯国家列夫·托尔斯泰

儿童文学奖等。

以纽伯瑞儿童文学奖为例，该奖项 1922 年由美

国图书馆协会设立，是世界上首个专门为儿童文学设

立的奖项，设立初衷在于表彰和纪念纽伯瑞对欧美

儿童文学的开创之功。该奖项每年对上一年出版的

英语儿童文学作品进行评选，颁发金奖（Newbury 

Medal Award） 一 部、 银 奖（Newbury Hon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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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一部或数部。该奖项自设立以来，经过近 90

年的发展，已成为美国儿童文学发展的重要标尺，并

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早在上世纪 20 年代，中国

就已开始对纽伯瑞儿童文学奖获奖作品的译介，如斩

获首届纽伯瑞儿童文学金奖的房龙的《人类的故事》

就以《古代的人》[1]、《上古的人》[2]、《远古的人类》[3]

等译本传播。而第二届纽伯瑞儿童文学金奖得主罗

夫丁（H.J. Lofting）的作品《陶立德博士》[4] 也于

1931 年由开明书店出版，出版家、翻译家顾均正还

在《付印题记》中对作家及其作品进行评介。

安徒生国际儿童文学奖自 1956 年由国际少年儿

童读物联盟（IBBY）设立以来，每两年评选一次，

授予儿童图书作家和插图画家。与纽伯瑞儿童文学奖

项的译介相类似，一些作品在该作者获得安徒生国际

儿童文学奖项之前就已在中国译介出版。如 1960 年

获奖的德国作家凯斯特纳，其作品《爱弥儿捕盗记》[5]

早在 1934 年就由林雪清译为中文并由儿童书局推出，

到 1939 年 1 月，该书已经连续 6 版，该书还有《学

生捕盗记》[6]、《小学生捕盗记》[7] 等译本。而 1970

年获奖的意大利作家罗大里，其名作《洋葱头历险记》

早在 1954 年就由任溶溶译为中文并广泛传播。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随着国外儿童文学作品的

译介力度和规模的加大，许多国际大奖作品已渐次进

入中国读者的视野，只是就纽伯瑞儿童文学奖、安徒

生国际儿童文学奖的中国之旅来说，上述这种单个作

家、单本作品的零散的译介局面并不能很好呈现国际

大奖的完整而丰富的样态。国际大奖作品的中国传播

亟须系统且具规模的译介出版行为。继 1998 年中国

少年儿童出版社《纽伯瑞儿童文学金牌奖》丛书之后，

国际大奖作品陆续以丛书形式出现。国际安徒生奖的

系统引进肇始于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国际安徒生

奖获奖作家书系》。该丛书汇集了瑞典作家玛丽亚·格

里铂、英国作家依列娜·法吉恩、奥地利作家克里斯

蒂娜、美国作家门得特·德琼、意大利作家贾尼·罗

大里、以色列作家尤里·奥莱夫等 12 位荣获国际安

徒生奖项的作家作品。除了罗大里等作家早已为国内

读者所熟知之外，更多如尤里·奥莱夫等获奖作家是

第一次与中国读者见面。这两套开风气之先的丛书出

版之后，国外获奖儿童小说的引进出版蔚然成风，域

外儿童文学出版中重要品种和资源，也是各出版社角

逐运作的主要资源。相关的丛书有：《国际儿童文学

大奖得主经典系列》、 《国际大奖小说系列》（新蕾出

版社与贵州人民出版社蒲公英童书馆均推出此系列）、

《全球儿童文学典藏书系》等。而随着国内绘本市场

的日渐成熟和拓展，获奖绘本引进出版也形成规模，

有《国际获奖插图大师绘本》等。

二、现状：国际儿童文学大奖作品出版的特点

首先，相对于此前零散的译介，近十余年来国际

大奖作品的出版都以丛书形式出版，而纳入此类丛书

出版的国际大奖也大大得以拓展，即不再局限于纽伯

瑞儿童文学奖和国际安徒生奖，而是吸收了更大范围

更广泛的奖项。新蕾出版社的《国际大奖小说系列》

在纽伯瑞和安徒生奖项的基础上，还囊括了卡内基文

学奖、德国青少年文学奖、奥地利国家儿童与青少年

文学奖、沃拉哥·恩·威姆佩尔奖等。除此之外，《波

士顿环球报》/《号角图书》奖、美国图书馆协会推

荐童书、美国奥本海姆白金图书奖等都进入引进国家

大奖小说的视野。而图画书大奖作品中，除却国际安

徒生大奖插图奖，博洛尼亚国际儿童图书插图大展、

巴塞罗那国际插图双年展、布拉迪斯国际插图双年展、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年度最佳插图奖等插

图大奖的作品也被纳入获奖绘本引进之列。

其次，对国际大奖作品的多元开发。如何有效利

用国际大奖作品资源，开发成为富有特色的出版品成

为当下出版社的重点。出版社已不再局限于对单一奖

项的整理出版，而是将获奖作品深耕细作，整合与细

化，进而推出更为多元和个性的图书。如《启发精选

纽伯瑞大奖少年小说》， 汇集纽伯瑞获奖金奖和银奖

小说，着重突出其小说文体的定位，充分利用小说文

体之于儿童读者的影响力和市场。当然，为了出版的

便利，在实际操作中这种文体的限定并不严格。在注

重获奖作品开发的同时，以获奖作家为核心的整合开

发是较为便捷的方式。

最后，在引进速度方面，对国外大奖的译介更为

及时。新世纪获奖的许多作品也都纷纷译介，如《启

发精选纽伯瑞大奖少年小说》中，《大卫的规则》为

2007 年纽伯瑞银奖作品，而《惠灵顿传奇》为 2006

年纽伯瑞银奖作品。除此之外，许多获奖作品的译介

周期被极大压缩，在获奖之后半年甚至当年就能译介

出版。如 2010 年凯迪克金奖作品《狮子和老鼠》，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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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在同年 12 月就迅速出版了该书。

2010 年纽伯瑞儿童文学金奖的《当你达到我》则在

2011 年 1 月由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推出。

三、省思：国际儿童文学大奖作品出版的问题

作为儿童文学出版的重要资源，国际大奖作品的

出版热潮中也存在一些问题。

第一，持续建设与品牌效应的培育。国家儿童文

学大奖作品如何持续开发，有效形成品牌出版效应，

同时最大限度发挥其对本土原创儿童文学引导作用是

当下出版需要直面的一大问题。如较早出版的《纽伯

瑞儿童文学奖丛书》是中少社《地球村》系列图书

的组成部分。该系列计划用 10 年左右的时间，引进、

译编、出版几百种世界各国一流儿童文学作家的传世

经典著作。遗憾的是，《纽伯瑞儿童文学奖丛书》出

版之后，《地球村》的选题并未延续，纽伯瑞儿童文

学奖这一重要内容资源并没有实现深度和多元开发，

以致在若干年后成为出版社的共同资源。如何实现国

家大奖小说丛书出版的品牌建设，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的《大幻想》系列的开发经验值得借鉴。作为一个持

续多年并较为成熟的品牌，该社从 1997 年推出日本

大幻想文学之后，张扬大幻想的旗帜，跟进了原创幻

想儿童文学丛书、德国幻想文学、幻想文学大师书系

等幻想文学，形成了良好的市场效应和品牌效应。

第二，译介质量是达成国外儿童文学中国之旅的

重要因素，优秀的翻译在完成作品传播功能的同时能

精准传达原文的韵味。这也是周作人、郑振铎、夏丏

尊等儿童文学译介先驱孜孜追求译介质量的原因所

在。周作人在《读安徒生〈十之九〉》中就对《十之九》

采用的文言文翻译和任意中国化删改提出批评，并亲

自译介《卖火柴的小女孩》以为示范。相较于发生期

儿童文学的编译和节译等粗略的方式，当前国际大奖

作品的译介多采用全译本和直译的方式，译介质量、

水平相对成熟。但不难发现，译本质量参差不齐现象

依然存在，这不仅体现在文字内容，更体现在对作者

介绍等细节的处理方面。如关于图画书《狮子与老鼠》

作者杰里·平克尼的介绍，提及该作家曾获汉斯·克

里斯琴·安德森奖的提名等荣誉。很显见，“汉斯·克

里斯琴·安德森奖”无疑就是安徒生插画奖，可见译

者对此类约定俗成且已普遍通用的专门用语缺少相应

的了解。

(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化研究院 )

*本文系本人主持的国家课题“西方儿童文学的中国化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11cww005）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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