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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如何书写“家国”少年
关键词 红色儿童小说 家国情怀 情节设置

○毕海

如何塑造为新时代儿童接受和喜爱的具有

“家-国”情怀的少年形象，以新的理念和形式表现

大革命、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国初

期这几个特定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

和建设，引导和教育青少年继承党和国家的革命建

设事业，做好社会主义接班人，是时代对作家提出的

要求。“家国少年”系列小说中的《大银杏树的小秘

密》，在新时代如何重写红色儿童文学这一问题上，

从少年形象、主题表达到情节设置，提供了重要而丰

富的启示。

三个红色少年的“成长”。成长叙事是革命历史

题材小说的基本模式，也是展开革命历史教育的有

效方式。作为新时代的红色儿童小说，《大银杏树的

小秘密》同样在刻画和呈现革命

历史小说的核心元素即“英雄”的

成长，但却极大压缩了“成长”的

时空。故事从“1934 年秋天收割

完地里的庄稼”开始，至次年元宵

节一家人团圆，大柱和栓子离开

彭家冲去找红军结束，在三个月

的时间内表现三位追寻革命的小

英雄思想成长过程。时间短、矛

盾冲突集中，这样的“成长”处理

对于成长小说而言或许显得有些

仓促，却能更为典型地表现少年

成长的内在逻辑和精神突变。

与传统红色小说多塑造一位主人公的成长过程

不同，《大银杏树的小秘密》塑造了三位性格迥异的

少年英雄，两位追寻红军的革命小将和一位留守乡

村的少年叙述者。作者将笔墨集中在三位儿童身

上，既细致描摹了每一位儿童的形象特征，例如栓子

的苦大仇深、勇敢义气，大柱的寡言沉稳、坚毅果敢，

二柱的机智灵动、风趣乐观，同时在对比中表现儿童

性格和思想变化，让他们各自的“成长”显得真实可

信。作者在对比和细腻绵密的心理刻画中深入表现

三位小英雄各自鲜明的性格特征、革命意识“锻造”，

思想成长以及走向革命的不同路径，使得三个红色

少年形象各具特色，传达了当代价值视阈中对于现

代革命内涵和意义的丰富理解。

一个贫苦家庭的“革命”。与传统的红色小说相

比，《大银杏树的小秘密》在对“家-国”的关系表现

方面做出了较多的探索和表达。小说前半部分描述

少年们的革命意识生成，后半部分则将重点转向了

大柱一家的“革命”，尤其是大柱爹和大柱娘的思想

转变。不难发现，作品既是在表现儿童的成长，更是

在表现一个“中国家庭”的革命“裂变”，由“个人-家

庭”的思想变化呈现中国现代革命运动的“缘起”和

必然性。从儿童个体“成长”到家庭“革命”再到国家

意识的“生成”，作者完整回答了“家-国”书写的内

在涵义，呈现阶级革命运动的深层逻辑和教育意义。

“家”和“国”构成了明确的呼应关系，通过李大

柱一家的日常人伦情感的呈现及其“革命”变化，作

者传达了明确的“家国一体”“家国同构”的创作理

念：只有国家的建立和革新，才能为千万家庭带来安

康和幸福；也只有每一个家庭都成为革命的单元和

主体，才能真正完成社会革命和国家变革，才能取得

人民革命的成功。

跨越时空的“家国”对话。作为新时代的红色儿

童文学“家国”书写，《大银杏树的小秘密》设置了一个

跨越时空的结构，以红色旅游

基地的革命教育故事将现实和

历史巧妙镶嵌起来，点明了小

说的主题和思想内涵，使得小

说极富当代性。革命历史已然

成为过往，但精神力量则在讲

述传承中获得了恒久的价值。

从重温革命精神的新时代回到

战火纷飞、中国人民处于水深

火热、残酷压迫的土地革命战

争年代，表现革命先烈尤其时

代少年的奔赴革命、保家建国

的成长历程，作品在今夕对比

的重述、慨叹和感悟中展现中国革命的伟大成就，进

一步增强了作品红色主题的教育意义。

《大银杏树的小秘密》有两个核心意象，“大银杏

树”和“小秘密”。银杏树是历史的见证者，小说里提

到“这棵银杏树有1000多年了，比彭家冲的历史都

久远”，所以，大银杏树目睹了小英雄们的成长，小说

的情节衍进始终围绕着大银杏树展开，它见证了少

年革命的全部历史和价值。二是秘密，秘密是二柱

在大银杏树上刻下的两位小英雄的名字——“栓

柱”。秘密贯穿故事，却直到最后才揭晓，为革命精

神传承留下了悠远而深邃的意蕴余韵。革命的小秘

密正如同沉默而悠久的大银杏树一样，获得了永恒

性和不朽的价值。开头的悬念和结尾的呼应，让作

品结构匀称完整，使得讲述隐入历史的少年英勇传

奇具有了穿越的意义。毫无疑问，作者以其独具匠

心的故事讲述方式完成了有关“家国”的跨时空对

话，既是1934年革命时代的家国对话，更是历史和

当下的家国对话。

在寻找与被寻找中彼此牵挂
关键词 寻找 动物保护 大爱

○张家鸿

杨志军的《三江源的扎西德勒》是一个寻找的故

事。先是李强寻找并帮助或受伤或陷入困境中的动

物，给予安慰；而后是动物们随小海和妈妈一道寻找

失踪了的李强，并最终在冰洞中找到李强的故事。正

是在第二次寻找的路途中，作者别具匠心地安插一段

段回忆，经由小海与动物们的情感呈现，把动物们如

何与李强相遇而后被带到救护站，如何与小海一家产

生深厚情感的故事叙说清楚，使

情节的展开拥有了复调。

既有现在，也有过去。让过

去成为现在的最好注脚，随着情

节的逐渐深入，李强的人物形象

越发鲜活、伟岸、温柔、细腻，不仅

跃然纸上甚至可歌可泣。这些故

事中，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莫过

于救助黑颈鹤。黑颈鹤妈妈受伤

了，右边翅膀上全是血，李强把它

带到救护站。第二年，他带着它

到受伤跌落的地方，等了一个多

月，终于等来黑颈鹤爸爸和两个

孩子。不能飞翔的妈妈只能在地

上和亲人们见面，当亲人们在空中飞翔时，它只能在

地上遥遥看着。“以后连续几年都是这样：春天一到，

爸爸就会带着黑颈鹤妈妈去通天河边跟亲人团聚，然

后度过整整一个夏天和秋天的第一个月，完了再把它

带回救护站。”

是怎样的爱和耐心，才让一个男子愿意陪着黑颈

鹤连续几年和亲人团聚。直到黑颈鹤孩子们自立门

户不再来，直到黑颈鹤爸爸死于非命不再来，这样的

团聚画上句号。这样的故事比比皆是。李强是小海

的爸爸，也是三江源的儿子。原来，动物们的义无反

顾正源于李强曾经的义无反顾。然而，塑造英雄人物

并非作者创作的最重要目的，作者想要讲述的是一个

团体，一个协同保护动物的团体。爸爸是主角，但是

如果没有妻子的帮助、儿子小海的喂养、巴雅尔叔叔

的长期协助、雄鹰支队队员们的各司其职，保护动物

终归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作者在这部小说里讲述了许多爱的故事，李强一

家三口把动物看作亲人的故事。在同龄人中，小海肯

定是最特殊的一个。他从小的玩伴不是各种玩具，而

是来自四面八方、有着不同经历的各种动物。在救护

站的日日夜夜里，他给予它们关切与呵护，得到了更

丰富、更深刻的爱。

在小海、妈妈以及巴雅尔叔叔前往寻找爸爸的征

程里，斑头雁大叔、金雕小白、藏獒多吉们或飞翔或飞

奔一路上不离不弃、舍命相随。它们一旦爱上了，就

会不顾一切。它们一旦受到照顾，便会铭记一生。它

们的相随是报恩，报的是李强的拯救之恩、妈妈的手

术治疗之恩、小海的喂养陪伴之恩。被荒漠狼围攻的

生死存亡关头，是瘸子猞猁和拐子岩羊叫来十几只猞

猁化解生死危机。大灰狼星宿海知道恩人被困之地，

一次次暗示小海跟它走，到了目的地后一边刨挖，一

边力战荒漠狼，终因寡不敌众命丧敌手。

在作者笔下，最感人的是这些

不会说话的动物。如果没有它们，

李强和所有被困的人，不可能在命

悬一线时被救出。它们得到过爱，

回报以更浓更烈的爱。它们无法言

语，却用大爱之举诠释了何为天地

至美至和之境。那些雕像何止屹立

在雪山上？永远屹立在人们心中。

一曲与生命有关的赞歌在字里行间

奏响，令深夜里的我热泪盈眶。

在金雕小白与斑头雁大叔在

悬崖上飞上飞下的瞬间，在野狼平

措与大灰狼星宿海奋力刨挖的画

面中，人是被救助的对象。与嗅觉

灵敏、善于飞翔的动物相比，人的后知后觉甚至不知不

觉、人的无能为力与无可奈何，尽显其中。作者有意设

置这样的处境，至少是为了引发读者的换位思考：人真

的是无往不胜的强者吗？互为寻找者与被寻找者体现

的是生命在本质上的平等。动物需要人类帮助，人类

也会陷入困境中无法挣脱。茫茫天地间，没有一种动

物可以天然地凌驾或超越于别的动物之上！

爱是可以传递的。李强接续了父母对动物的爱的

接力棒，全身心投入保护动物的实际行动中，让一家三

口成了动物保护的中坚力量，还把这份爱通过言传也

通过身教植入儿子小海心中，令其萌发壮大。动物保

护是一场艰巨的马拉松，需要传递的是勇气、危机感、

科学研究的多方面知识。然而，如果没有真挚、深沉的

爱为一切的源头，保护之举要么半途而废，要么知难而

退。对小海的妈妈来讲，从救护站到雪山的寻找与营

救之旅是重生之旅，也是发现之旅。她感动于动物的

大义，她感动于丈夫的大义。从这个角度讲，动物既是

李强的救命恩人，也是她的“救命恩人”。

走笔至此，笔者越发确信的是：爱可以在人与动

物之间来回传递。诚如李强在雕像边上写下的：“彼

此的拥有就是彼此的相爱。因此，做一个对别的生命

有用有益的人，才是真正的幸福。”表达爱，传递爱，这

是人首先应该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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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一波又一波的技术浪潮推动了文字载体和阅读方式的改变，很多读者放下拿在手

里很有感觉还散发着阵阵墨香的纸书，转向了平板电脑、智能手机、电子书阅读器等设备，并且

不再走进实体书店、阅读室、图书馆，这些都对传统出版业造成了很大冲击。

“一切都在互联网上”。互联网成为人们生活上很大的依赖，几乎能满足人们的所有需

求，可以在互联网上购买日常用品，还有精神需求的图书，网购与快递的便利使人们足不出户

就能买到需要的绝大部分东西。鉴于此，出版社不得不改变原有的出版路径、编辑方式、发行

模式，以应对从未出现过的挑战——编辑不再是做好案头工作就万事大吉，发行也不再是靠

喝几场酒就能完成任务指标，传统出版业的各个环节都经历了重新洗牌。最明显的就体现在

图书营销上，各种新渠道、新平台的出现，促使很多传统出版社使出了浑身解数，紧跟潮流，

顺势而变。种种营销模式的摸索，体现了传统出版业的积极创新，对图书销售起到了较好的

拉动作用。本文梳理了互联网时代花样繁多的图书营销手段，包括新兴的图书直播带货模

式，前些年的博客、微博、微信公众号推广，并对现下图书封面、宣传语设计存在的问题等进

行分析，供广大出版从业者借鉴，以期推动行业的进一步思考与探研。

■王 豪

图书直播带货效应显著

直播是目前图书线上销售的主要方式之一，包括

达人直播和出版机构自播两种。近两年受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线下活动多数无法开展，有力推动了直

播的火热。从运营成本、影响力以及长远发展等不

同角度来看，达人直播和出版机构自播这两种形式

各有优劣，要双线并进。

有些达人、大 V 一场图书直播的销售码洋能达

上千万。剔除佣金及其他费用后，出版社利润微

薄，甚至还可能“赔钱赚吆喝”。但仍有很多出版

社义无反顾地加入，目的不在于盈利，而是为了打

开知名度和影响力，或者只是作为运营推广的一

种有益尝试。在达人直播带货中，最受关注、最有

影响的典型案例，是 2020 年 7 月 19 日，“老字号”生

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与樊登“破圈”联手做的一

场图书直播专场。两个半小时的直播，樊登向读者

推介、解读了三联书店出版的 20 余种图书，观看人

数超过 70 万人，在线人数峰值近万人，图书销量突

破 3 万册，到活动结束时，为此次预备的 340 万码洋

图书售罄。

出版机构自播成本低，易操作。多家出版社的

社长、总编辑、责任编辑积极行动，带着自家图书线

上直播，有些出版社还开通了专人负责的讲书直

播，有效拉动了图书销售增长。比如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一场 3.5 小时的直播，在淘宝、一直播两个平

台的总观看量达3.5万人次，推荐图书20余种，带货

实洋超21万。该社的《直播管理办法》中提到，直播

收入的10%将作为奖励发放给直播团队。

直播让许多图书走向屏幕，为出版社创造了传

统模式下实现不了的收益，包括品牌链条延伸、效

益扩大化、多元人才培养（以前只知道埋头稿件中

的编辑，现在要抬头看屏，走上台前，讲解自己负责

的图书内容，激发出了无限的可能）。同时还巩固

了出版机构与作者的合作关系（力邀作者加入直

播，展示他们在图书、文字背后的另一面风采）。

及时加入新平台利用新渠道

出版社在图书营销方面一直与时俱进，紧跟最

新技术应用。自电脑普及以来，出版社上至总编辑，

下至编辑，早期可能都开过博客，从博客上觅得一些

信息，也把自己社的图书介绍出去。当然，在博客上

筛选作者也是一个不错的路径，网络上培养的写手，

一旦让出版社认可并加以包装，火起来的不乏其人，

如当年明月及其作品《明朝那些事儿》，南派三叔及

其作品《盗墓笔记》《鬼吹灯》，等等。从博客到如今

的微博，虽然体量不同，但营销的性质大同小异。

微信公众号的出现也为图书销售找到了新渠

道。公众号可由单位开设，也可以个人名义申请。

把图书宣推文章发布在合适的公众号上，影响力就

会大增。若作者自带流量与粉丝，很有可能为出版

社的图书销售赢得大卖。在这个人人有微信、人人

用微信的时代，出版人要学会好好利用微信的传播

力，使图书进入更多读者的视野。一本真正值得宣

传的图书，宣推信息发布到微信朋友圈，会受到多人

的关注，并由此带来叠加效应。而今，受众获取信息

的渠道越来越多，诸如抖音、今日头条、哔哩哔哩等，

知名的、不知名的平台蜂拥而至，名称众多，通过手

机屏幕直接传递给受众，不管需要不需要，铺天盖地

的信息直逼人眼球，终有一条信息会俘获你的心。

所以图书宣传想要得到好的效果，就要用心琢磨，好

好利用新兴渠道，打通多个平台，联动多种资源。

传统图书营销模式不断更新迭代

图书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想要卖得超出预期，

应该有必要的宣传。除非书荒时期，图书供不应求，

不用花更多的心思做营销。传统的营销手段也有很

多，比如请名家撰写书评，发布书讯，或者举办座谈

会、研讨会，等等。

在销售环节中，书的封面设计也很重要，它是书

的一张脸，能直观地反映一本书的面貌。有一段时

期，封面上会有各种各样的腰封，有的腰封设计很用

心，有的设计感强且具有收藏价值。腰封上会出现

一本书的宣传语。宣传语写得好能一下子引起读者

的好感，促进购买行为的发生。宣传语写到封面上

也很普遍，可以称为一门学问，很多人专门就此撰写

研究文章。但是腰封给阅读带来了一定的不便，很

多读者拿到书第一时间就会扯掉这些“条条框

框”。但有时候腰封会成为一种虚假的噱头，腰封上

的文字与书的实际内容相背离，读者拿到手，读后发

现书中内容并没有宣传得那样好，大呼上当的同时，

谴责腰封为“妖风”。还有很多出版社封面宣传语雷

同化，让读者没有了新鲜感。“由某某某等名家联袂

推荐”“该书销量突破数万册、数十万册”等已成陈词

滥调。封面设计也越来越陷入模式化、固定化，比

如说设计学术书的封面，美编常常问编辑有什么要

求，编辑就会笼统地说：雅致、素净、不要太花哨，按

照中华书局或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风

格。于是各家出版社的学术书大都以朴素为美。

往往一些诗词类图书，多以中国的传统画为底，直接

摆上相关文字。

以上这些营销方式是各个年代编辑用心思考的呈

现，在一定时期对图书销售起到助推作用。但在瞬息

万变的当下，这些营销手段渐成明日黄花。现在出版

社举办一场新书发布会或座谈会，不单单是邀请一些

专家围桌而谈，大唱赞歌，而是会直接选择在书店做宣

传，与读者面对面交流；还有一些会直接到各地做针对

性营销，比如一些优秀的党政类图书，会邀请作者演讲

后签名售书。这些图书直销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封面设计的更新迭代更加明显，有人这样总结当

下封面的风尚，“学术书艺术化，艺术书学术化”。到

书店走走，确实学术书突破了过去单一的风格而变得

摇曳多姿，但不令人厌烦，反而有一种新鲜感。一些

主题出版图书的封面也变得很有艺术范儿，很多有畅

销潜质的图书封面上也可以找到一些受众较广的设

计元素，比如游戏的素材，动漫的效果。

宣传语也由过去的直白变得含蓄起来，能找到触

发人们内心感动的语言，或者看到宣传语令人有一种

欲罢不能、不买不可的冲动。现撷取几条，以启编者：

“如果你在人群中感到格格不入，一定要读《局外

人》”；“一个人若只能看这世界一眼，这一眼应该看向

伊斯坦布尔。”东野圭吾所有的作品的宣传语都直入

人心：“读完这本书99%的人都找不到凶手，你会不会

是那1%。”类似的还有：“这是一个靠逻辑破不了的案

子，情才可以。”任谁看到这些话，都会想试试自己的

智商和情商怎样。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人们阅读方式的变化，

加上疫情的影响，线下实体店销量逐渐下滑，人们购

买图书的行为移到了线上，这些都在加速图书营销渠

道变化。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内容为王”还是硬道

理。好的内容要配上合适的营销方式，尤其是适合本

社图书的营销模式，才能获得更大效益。

随着新技术迭代升级，读者购买方式变化，图书

营销手段也还会应时应势而变，广大出版人应做好应

对准备。

●精品精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