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的 《儿童权利的基本价值 ———一种教育哲学的视

角 》将儿童权利研究与教育哲学和公民社会理论

联结起来 ,使得文章具有一定的新意 。第二 ,社会

学意识更清晰。儿童社会学要求从社会学的视角

来分析和考察儿童现象和问题 。虽然对于什么是

“社会学的视角 ”,学界还存在着争论 ,但是米尔

斯的《社会学的想象力 》为社会学视角架构了基

本框架 。所谓社会学的想象力 ,大体上是指从个

体行为联想到社会结构 、从即时现象联想到社会

历史的能力。 2008年度的一些论文正体现了社

会学的想象力。如李亚妮认为儿童肥胖是 “文化

滞后”的结果 ,而这一研究结论与社会学中的 “文

化堕距 ”理论遥相呼应 。关颖在解释流浪儿童成

因时特别强调了家庭因素 ,而各种家庭因素尤其

是家庭结构是深深地嵌入在社会结构之中的 ,并

且随着社会转型而发生持续的变化。第三 ,研究

成果颇丰硕 。通过梳理 2008年儿童社会学的研

究成果 ,我们发现有不少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

义和政策参考价值 。 2008年的数项研究涉及到

流浪儿童的主观体验和内心感受 ,这一问题长期

以来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这值得有关部门关注。

本年度的若干热点问题 ,如 “儿童权利保护的法

律问题 ”、“流浪儿童的特殊发展状况 ”等都通过

系列论文的方式得到较好的解答。

同时 ,本年度的儿童社会学研究也存在着一

些不可回避的问题 ,主要包括:第一 ,研究方法欠

规范。社会学与其它规范学科一样 ,在研究方法

上都追求科学 、严谨和规范 ,这样才能保障研究结

论的真实可信。本年度儿童社会学研究的部分论

文在研究方法上稍欠规范 ,主要表现在:核心概念

的操作化模糊 、类型学划分缺乏核心变量 、抽样不

规范或样本规模太小等。第二 ,研究主题欠丰富。

虽然与往年相比 , 2008年度的儿童社会学研究在

主题上已经有所拓展 ,但是总体上来看 ,研究主题

还是过于集中。有些值得关注并迫切需要关注的

领域目前还较少有人涉足 ,比如儿童参与权的落

实问题 、留守儿童的教育与抚养问题 、城乡儿童发

展的比较研究问题等等。第三 ,理论性有待加强。

尽管部分研究已经具有了明显的理论倾向性 ,但

总体而言 ,研究的理论性还有待加强 。期待儿童

社会学研究能持续地创新方法 、拓展领域 、提升理

论 ,成为一门更具影响力的分支学科 。

2008年度儿童艺术研究

观察与思考

常　立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 ,浙江 金华 321004)

　　综观 2008年度儿童艺术研究各个领域的研

究成果 ,与 2007年度相比 ,最明显的差异就是动

漫产业和儿童影视方面的论文无论在数量上(合

计近 300篇)还是质量上都有较大提高 ,而在儿

童戏剧 、儿童广告 、玩具游戏 、音乐绘画四个领域 ,

则存在着研究成果数量(合计不足 30篇)和质量

上的缩水现象 ,造成儿童艺术整体研究上的结构

性失衡 ,令人喜忧参半 。以下将简要评述 2008年

度儿童艺术研究在这几个领域的相关成果 。

一 、动漫产业

相较于 2007年度 ,动漫产业研究中 “本体研

究缺乏和微观研究不足 ”的情况有了良好改善。

刘轶的 《动漫中的亚意识形态与青少年审美意识

转型》(载《当代青年研究 》, 2008年第 7期)着重

揭示动漫是如何通过亚意识形态符号来促成青少

年审美意识的转型。通过对动漫本体的深入研

究 ,他指出亚意识形态符号一般通过三种途

径 ———动漫故事 、动漫形象 、动漫产业中的各种衍

生产品加以显现 ,并进而改造当代青少年的审美

意识 ,使之表现为趣味的多元化 、取向的通俗化和

样式的娱乐化。论文把迪斯尼动画 《花木兰 》的

故事模式和形象塑造与中国传统花木兰故事的模

式和人物形象加以比较 ,有力地揭示了亚意识形

态符号所传递出的文化内涵 ,这种微观入手比较

研究的方法值得称道。冯学勤的 《身体经验与身

体意识:〈料理鼠王 〉造型及动作设计细读 ———兼

谈身体美学对本土动画创作的意义 》(载 《北京电

影学院学报 》, 2008年第 4期)则深入到动画作品

文本中 ,对造型设定和动作设计进行细读 ,揭示了

制作方从 “身体 ”这一角度如何激活和调动受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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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身体经验和身体意识 ,从而产生更好的传播效

果 ,这对本土动画的创作理论和实践有一定的指

导意义。刘真雨等的 《中国新媒体动漫现状研

究 》(载 《传媒 》, 2008年第 3期)则分析了新兴的

网络动漫 、手机动漫的发展现状 、问题和产业价值

链 ,并指出其未来的发展趋势 ,令人耳目一新。

动漫产业在策略研究方面仍然保持着持续的

热度 ,论文的数量和质量均令人欣慰 。段佳的

《中国动画向何处去?》(载 《电影艺术 》, 2008年

第 2期)通过美国人对中国动画的认识来反思中

国动画的发展现状 ,认为 “发展的断层 、市场的盲

目性 、动画重电视而轻电影的倾向 、缺乏真正有资

质的独立制片人等等 ,是造成当今中国动画困境

的原因 ”。更有价值的是 ,论者对这种困境进行

了深入独到的思考 ,犀利地指出:“如今不妨做一

个调查研究 ,单说电视动画制作大大超过了美影

厂当初 ,产量有了大进步 ,但是到底有多少是观众

真正喜欢看的 ?我们可以禁演禁播国外的动画 ,

却不能强迫观众喜欢我们自己的。我们可以一味

填鸭电视窗口 ,可年轻人不喜欢 ,情愿通过网络和

盗版去看日本 、美国或韩国的动画 。我们可以把

网站也封了 ,但他们还是可以不喜欢 。赢得市场

必须作品本身吸引观众 ,通过智慧 赢̀ '得 。”

段佳所说的 “智慧 ”,主要表现在:明确动画

的根本是 “电影 ”;培养专业的动画编剧 、动画导

演 、动画音乐和美工人才;鼓励支持独立动画人和

制片人的事业;继承 “中国学派 ”动画创作的美术

风格和人物塑造这两方面的优良传统 ,采用现代

的动画制作方式;重新培养市场;重振品牌效

应 ———这些均是指导性和可操作性兼具的可贵见

解 。彭玲的 《动画文化传播策略探析 》(载 《现代

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 2008年第 3期)所关

注的不仅是动画的发展策略 ,而是以日本动画传

播的成功经验为案例 ,深入探讨动画 “议程设置 ”

效应在提升国家声誉资本方面的积极作用以及当

今国家形象认知的新特点 ,进而提出国家形象塑

造的新方法与新思维 ———通过精心打造娱乐文化

传播影响力来传播国家形象;通过强化具有普世

性认知的美学力量来提升国家声誉资本;通过在

世界范围内努力争夺娱乐文化传播的 “话语权 ”

使中国文化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栗文清的 《都

市边缘的精灵———宫崎骏的妖怪世界 》(载 《艺术

评论》 , 2008年第 9期)虽主要是从日本的妖怪文

化和都市文化的角度对宫崎骏的动画文本进行本

体研究 ,但重要的是 ,论文进而反思了 “中国式动

漫 ”的误区 ,提出 “在保留传统文化精华的同时还

要考虑到时代的发展和现代人的审美取向”的发

展策略 。

2008年热映的两部动画片 《功夫熊猫 》和 《风

云决》也成了研究的热点 。李天铎 、卓珊的 《“功

夫熊猫 ”踢翻两岸三地文化创意产业梦 》(载 《电

影艺术 》, 2008年第 6期)从 《功夫熊猫 》的全球

热映和产业链情况反思两岸三地的文化创意产

业 ,指出其在 “内容创制”和 “营销发行 ”方面的严

重危机;娄军的《梦工厂的 〈功夫熊猫 〉:功夫片迷

的动画情书 》(载 《艺术评论 》, 2008年第 8期)则

从受众角度进行研究 ,指出该动画片成功的要素

之一是功夫片受众的广泛认同;余佳丽的 《从〈风

云决〉看中国动画电影产业 》(载 《当代电影 》,

2008年第 11期)肯定了 《风云决》在定位和打造

产业链方面取得的成功 ,但也指出中国动画产业

在原创力量 、文化创意 、集团化商业运作 、品牌经

营和管理等方面存在的不足。

2008年度动漫产业研究在本体研究 、策略研

究 、受众研究和比较研究方面都成果喜人 ,美中不

足的是政策研究方面的成果有所减少 ,多数研究

者对动漫产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都有清醒的

认识 ,但也大都认为要真正形成完整的产业格局

“还需加以时日”。在这种情况下 ,政府的支持至

关重要 ,对于相应的政府行为和相关政策的深入

研究应是亟需的 。

二 、儿童影视

儿童影视领域的研究成果也丰富多样 ,其中

评论分析影视文本的论文占了绝大多数 ,涉及到

的影片范围广阔 ,包罗中国 、日本 、伊朗 、欧洲和美

国等国家的影片 ,时间跨度也较长 ,从至今从未在

中国上映的 1956年的法国影片 《红气球 》到 2008

年才在中国上映的美国影片 《当幸福来敲门 》均

有所涉及 ,由此可见研究者的开阔视野 。陈恩黎

的 《童年没有护照———评伊朗电影 〈何处是我朋

友的家 〉》(载 《中国儿童文化 》 , 2008年总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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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专文论述伊朗导演阿巴斯的电影作品 《何处

是我朋友的家》,通过对影片开始 、结尾的一些镜

头和场面的细致入微的描述 ,阐释了导演独特的

影像语言如何逾越意象与现实 、民族与世界 、成人

与儿童的藩篱而通向世界 、通向心灵 。此外其它

诸多影视文本分析类的论文 ,恕不能一一评述 。

儿童电视方面受众研究的成果较为显著。景

晓丽的 《论我国少儿电视节目的城市化倾向 》(载

《艺术评论》 , 2008年第 10期)从受众研究的角度

出发 ,分析了当前中国少儿电视节目中存在的受

众失衡现象 ———受众多为城市儿童而非农村儿

童 ,即 “城市化倾向 ”,论文把受众失衡的原因概

括为三个方面:城市化进程中传媒生态环境的城

市化;产业化进程中电视传媒的两难处境;少儿电

视节目制作方式的新颖化(指对新媒介的利用率

上 ,城市儿童远大于农村儿童)。并进而给出扭

转失衡状况的四条对策:加强少儿频道公共电视

建设;加强媒体 “把关人 ”的职业素养;与农村基

层少先队 、共青团 、学校和宣传部门建立长期联

系;真正做到寻找农村儿童声音。伍梅的 《论少

儿电视剧中人物形象的审美特色 》(载《西南大学

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8年第 3期)也从

少儿受众身心发展的特点出发 ,结合少儿电视剧

的创作实践 ,提出人物形象的塑造要 “真 ”而有

“度”、“善 ”而有 “法 ”、“美”而有 “趣 ”的创作主

张 ,对创作实践和传播效果的改善具有双重的参

照意义 。

儿童影视领域研究的不足之处是:策略研究

较少 ,政策研究阙如。事实上 ,中国儿童影视的发

展如同动漫产业发展一样 ,还存在诸多缺陷和发

展瓶颈 ,比如管理和体制问题 、消费群定位偏差 、

知识产区保护不足等。对研究而言 ,也远没到可

以欣欣然 “作壁上观 ”的时候 , 但相较于动漫产

业 ,对儿童影视发展的问题意识还显得薄弱 ,大约

也是我国整个电影产业都不够景气的缘故吧。

三 、儿童戏剧 、儿童广告、玩具游戏 、音乐绘画及其它

因为这四类研究成果合计不足三十篇 ,因此

合并一处进行综述。在儿童戏剧方面 , 2008年第

6期的《艺术评论》以专栏形式发表了一组共三篇

儿童戏剧研究文章 ,其中既有宏观的历史研究 ,也

包括微观的调查研究 。该专栏上 ,程式如的 《新

世纪儿童戏剧的发展与反思 》一文以来自北京 、

苏州 、济南 、武汉等地题材 、形态各异的五部儿童

剧为例 ,简述了它们的主题和艺术表现手法 ,更重

要的是 ,从受众研究的角度考察了它们的传播效

果和传播空间的生成 ,并比较外国儿童剧的生存

方式和传播模式 ,反思新世纪以来中国儿童戏剧

在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和面临的困境 ,指出:“现

在儿童戏剧单走参加儿童剧调演和精品工程的评

选这条路 ,是有些狭隘的 ,儿童戏剧的发展也需要

多方面的支持:政府要重视 ,家长要重视 ,社会要

重视 ,这三者缺一不可。”此外 ,刘艳卉的 《论中国

儿童剧演出团体现状及其发展对策 》(载 《中国儿

童文化 》, 2008年总第 4辑)则对中国参与儿童戏

剧演出的艺术团体进行分类研究 ,对儿童剧的市

场进行调查 ,从而对发展前景做出展望。

儿童广告方面的研究则大多停留在呼吁和倡

导保护儿童的层面 ,缺乏深入的本体研究和微观

研究 ,以后应更多地将传播学的理论和方法引入

这一领域 ,使研究得以拓展并深化 。玩具游戏方

面的研究成果虽数量较少 ,但大都侧重本体研究 ,

常虹的 《御宅族与日本模型 、玩偶文化》(载 《艺术

评论》 , 2008年第 9期)和白天佑的 《芭比的身份

困惑———文化视野中的玩偶设计定位 》 (载 《装

饰 》, 2008年第 7期)均从玩具本体出发 ,前者侧

重于通过玩偶透视文化现象 ,后者侧重于具体的

玩偶设计 。音乐绘画方面的研究多属于策略研

究 ,汪燕的 《从小学校歌看当前儿童歌曲歌词创

作的困境及其出路 》(载 《中国儿童文化 》 , 2008

年总第 4辑)以小学校歌歌词为切入点 ,着重探

讨了歌词中折射出的当前教育视野下的儿童

观 ——— “缩小的成人”和 “阶级论的儿童观 ”,从而

提出改变歌词创作困境的策略:确立更合理的儿

童观和创作观;借鉴儿童诗和流行歌曲的歌词;拓

宽儿童歌曲推广的途径 。钱淑英的 《困境与出

路:寻找中国儿童艺术的发展可能 》(载 《浙江师

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8年第 6期)、刘

强的《中小学管乐教学中的问题与对策 》(载 《人

民音乐 》, 2008年第 12期)和孟庆江的 《艺术怎样

为人民大众服务 ———从连环画文化谈起 》(载 《光

明日报 》, 2008年 2月 14日)也均从不同角度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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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儿童艺术的发展策略提出了有益的见解。

综上 ,动漫产业和儿童影视领域的研究占据

着勿庸置疑的主导性地位 ,动漫和影视是儿童受

众关注的热点 ,相应地成为研究者的研究热点 ,也

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从国外儿童艺术的发展来

看 ,广告 、玩具 、游戏 、音乐和绘画领域都拥有大量

的儿童受众 ,是儿童文化产业中不容忽视的重要

组成部分 ,也有相当多的学术研究的生长点 ,愿对

其有学术兴趣的研究者能矢志不移进行研究。毕

竟 ,儿童艺术的发展 ,需要丰富的可能性;儿童艺

术的研究 ,亦当如是。

2008年度儿童文学研究述评

赵　霞
(浙江师范大学 儿童文化研究院 , 浙江 金华 321004)

　　要把 2008年的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与前面几

个年份比较着看 ,在基本话题领域和主要的学术

兴趣点方面 , 并没有太多新的生长和延伸 。但

2008年的儿童文学研究又自有它独特 、生动的历

史细节 。这些细节记录了儿童文学研究在这个年

度里认真 、努力地行走过的痕迹 。对于儿童文学

研究的发展来说 ,这些细节提供了其赖以成形的

基本的历史构件 ,也让我们得以从一个年度的历

史图样绘制中 ,窥见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理论批评

的一种来龙与去脉。

一

很多人意识到当代儿童文学的语境正在发生

巨大的变化 。这种语境的变化甚至在最根本的层

面上撼动着传统的儿童文学创作 、出版和价值评

判体系 ,也以从未有过的力量影响着中国儿童文

学的当下面貌和未来命运 。商业文化和电子媒介

是这一新语境最典型的代表 ,近年来也一直吸引

着儿童文学研究界和评论界的关注 ,尤其是商业

文化对于当下儿童文学发展的作用力。 2008年 ,

围绕儿童文学的当代语境所展开的学术批评与论

辩构成了这一年度儿童文学理论界最引人注目的

话语交锋之一。

2008年的中国童书出版界早已不再对 “畅

销 ”一词遮遮掩掩。但是 ,畅销的作品是否就是

好作品 ? 2008年 ,这一几年前就已提出的论争被

激情洋溢地接续了下来 。 10月 10日 ,一场题为

“多维视野中的杨红樱 ”的研讨会在北京召开。

这是对于近年来颇受关注的杨红樱作品的一次集

中探讨 。会议从儿童文学 、儿童教育 、儿童心理 、

少儿出版等不同视角 ,就杨红樱的作品展开研讨 ,

同时提出了不少值得思考的学术话题。王泉根认

为 , “杨红樱之所以能获得成功 ,其秘诀就是一句

话:全心全意为儿童服务 ,具体地说就是认准为小

学生年龄段服务的童年文学不动摇。”郑重则对

评论界一直以来 “用小众批判大众 、用外国批判

本土 、用古典批判现代 、用精英批判平民 、用时间

取代空间 、用一元取代多元 ”的文学批评思维定

式提出了质疑 ,进而认为从杨红樱现象出发 ,我们

有必要重新反思乃至变革现有儿童文学价值评判

体系。这是对于当前儿童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的

提醒。然而严格说来 ,这场研讨会并未在学术批

评的意义上真正实践 “多维视野 ”。会议高调肯

定了杨红樱的作品及其对于重构中国儿童文学评

价体系的意义 ,而评论界一向存在的对于杨红樱

作品的批评的声音 ,则并未出现在这场研讨会上。

作为对这次会议及其所代表的某种儿童文学现象

的回应 , 10月 24日 , 《文汇读书周报 》发表了刘绪

源的《批评能跟着畅销转吗? ———关于杨红樱作

品的讨论》一文。在这篇文章中 ,作者针对 10月

10日的研讨会 ,批评了以商业上的成功作为童书

质量优劣判定标准的做法 。他认为 , “杨红樱作

品在商业上的成功 ,拉动了中国童书的出版和销

售 ,这是一件大好事 ,零售商和出版社感谢她 ,更

是无可非议 。然而 ,因为她商业上的成功 ,就一定

要 反̀思童书评价体系 ' ,要承认她的作品是 `优

秀的儿童文学 ' ,要文学批评界改变 评̀价标准 ' ,

这就有些荒唐了。” 11月 22号 , 《文艺报 》又发表

了刘绪源的 《杨红樱现象:商业童书与批评标准 》

一文。作者在文中仍然以杨红樱作品及其研讨会

为例 ,重申了必须分别看待童书的商业性与文学

性 、商业成功不能等同于艺术成功的观点。作为

一位执守 “文学性标准 ”的评论人 ,刘绪源对于杨

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