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典文学失宠 青少年追捧青春小说惹人担忧
“孩子房间的书架上满满一排都

是玄幻小说，课余时间都花在看青春
小说上了，而经典文学著作却很少去
翻。”近日，一位初中学生的家长向记
者抱怨。 而据了解，玄幻、穿越、言情
等类别的青春小说在青少年中颇受
热捧，相关的书籍也因此在市场上层
出不穷。

青春小说热销 经典文学遇冷

在某大型书城，发现青春小说被
放在显眼位置，店员称销量不错。 而
在数所中学附近书店里，青春小说和
连载书刊也都是主打的热卖书品，一
到放学时间，就会有很多学生前来选
购。

前来购书的高中生小薛说：“学
校很多同学都看青春小说，男孩看玄
幻多一些， 女孩则更爱看穿越类的。
书店里的青春小说很多，好多是系列
书籍，所以，大家都商量好买不同的
交换着看。 我今年看了十几本了，班
里有些同学都累积看到上百本。 ”

经观察， 青春小说大多封面唯
美，或配以冷峻妖冶的卡通帅哥美女
插图。 随手拿起一本翻几页，就会发
现书中的情节天马行空， 内容有复
仇，有爱恨纠葛，或魔法或穿越。

但有不少购书学生却表示，青春
小说内容有趣，情节紧张，读起来让
人爱不释手， 而那些所谓的经典文
学，有很多主题太严肃了，生涩很难
理解，看不进去。

青春小说市场化 销量说了算

某个体书店老板赵丽坦言：“我
是个 80 后， 在中学时代也曾一度喜
欢看玄幻小说，但那个时候玄幻小说
并没有像现在这么盛行。 其实，我还
是希望经典书籍能够在学生中热销，
毕竟是经过岁月考验、大家认同的书
籍，比起浮躁的流行书刊对青少年成
长更有好处。但是，为了顾及生意，也
不得不随市场而动，多进一些青春小
说，毕竟销量很好。 ”

某出版界业内人士曾向媒体表

示，很多“青春文学”创作呈流水化作
业状态，甚至有不少来源于点击率很
高的网络小说。 一旦作品受欢迎，出
版商就会催促作者推出续集， 但是，
由于从成书到出版的速度非常快，不
能避免其中有一些质量不高的作品。

专家表示青春小说应适量阅读

对于青少年对青春小说的迷恋，
某重点中学语文老师黄娟表示，中学
正是课业压力大的时候，学生们喜欢
看青春小说，从一定程度上讲是为了
暂时躲避现实的压力。 当然，青春小
说中也有比较优秀的作品，在故事构
建和写作手法上对学生写作有一定
帮助。但是，还是应该适量阅读，以免
过分沉迷。

“青春小说符合青少年的阅读习
惯和个性，但是，同时青少年也要多
阅读经典书籍。青春小说大多属于快
餐文化，对于文化积淀和知识积累来
说，不如经典书籍。 ”

(李清)

2014 图书排行榜显示 青春文学热力减弱
北京亚马逊中国发布 2014 年度

图书排行榜， 年度最畅销图书的前三
名分别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追风
筝的人》和《百年孤独》。

读书潮流化

社会热点牵动阅读趋势

纵观 2014 热销图书趋势，社会热
点对阅读潮流的影响是一大亮点。 其
中以微博、 微信为代表的新媒体平台
催生阅读热点， 诺贝尔文学奖推动相
关获奖作品热， 以及影视作品热播带
来的热销原著及剧本等， 造就了 2014
年“新媒体热”、“诺贝尔热”、“影视剧
热”三大热点。

新媒体热：亚马逊中国 2014 年图
书排行榜第一名《从你的全世界路
过》，作者张嘉佳首先在微博上获得人
气，进而带动其作品销售。 今年 4月出
版的未删完整版《教父》通过微博发起
6小时疯狂竞猜“《教父》 到底删了什
么”活动，吸引了 500 万读者的参与及
关注，让该书瞬间爆红，位列年度榜单
第 11位。

诺贝尔热：亚马逊数据显示，今年
斩获诺奖的莫迪亚诺， 其作品销量在

奖项公布后的一个月内呈现 240 倍的
增长。

影视剧热：热门美剧《纸牌屋》的
中文原著，登上 2014 年度排行榜的第
21名。 根据严歌苓同名小说《陆犯焉
识》改编电影《归来》的热映，推动了同
名小说的畅销， 这部作品虽然在 2012
年就已出版，其在 2014 年的销量是其
2012和 2013 年销量之和的 4 倍，并成
为亚马逊中国年度图书畅销榜的热销
作品。

畅销书迭代

周期约为 2-3 年左右

畅销书占据排行榜前 100 名的平
均时长为 3 年左右，一般为 1-2 年，很
少有超过 5 年都停留在榜单前列的情
形，其中在榜时间最长的图书为《小
王子》和《追风筝的人》，长达 8 年，
《高效能人士的 7 个习惯》和《好妈
妈胜过好老师》分别在榜 7 年和 6
年。 而每年受社会热点、名人名家
推荐、新书推广等多方面原因的影
响，新书在畅销榜中的占比每年都
能达到三分之一。 从品类来看，文
学、 心理励志类新书仍然是今年较为

突出的品类， 经管类和少儿图书紧随
其后。

经典作品回归榜单

青春文学热力减弱

与 2013 年图书排行榜相比，记录
70、80 后成长历程的青春文学在 2014
年图书排行榜中热力呈减退趋势，经
典作品再度受到广大读者追捧，如
《追风筝的人》、《百年孤独》、《活
着》等均是热销的文学作品。 其中，
《百年孤独》、《目送：龙应台》、《少有人
走的路》等图书，都超过 3 年位列畅销
榜前 20。

与畅销书榜呼应的是，2014 年“年
度畅销图书作家榜” 最受欢迎的前十
位作家中，青春系作家的比重下降，经
典文学大家则成为众多消费者的首
选。 这些作家在积累和沉淀了丰富的
人生阅历后， 其作品呈现出更深文学
底蕴及文化内涵。 与 2013 年榜单相
比，马尔克斯、东野圭吾、龙应台、卡勒
德·胡赛尼等都是第一次进入前十。 此
现象也反映出经典文学作品跨越时间
历久弥新而广受读者青睐。

（闻华）

青春小说又叫青春文学小说或叫青春文学。 在青少年中已经深入人心，它以时尚、快节奏的故事和人情，保证了其较大的阅读市
场。

青春文学的优点是紧跟时代，按照读者的喜好来写作。与名著相比较青春文学有着其独特的特点。有人认为青春文学作品已经超越
了文学名著，这也是一种片面的认为，每年名著的平均销量十分的大，流行的青春文学销量只能维持二三年，有的就是一年。之后就无声
无息了。而名著之所以是名著是因为它历经时代沉淀不论是写作水平，构思、语言能力大都十分的优秀。对人类永恒主题（生命、亲情、爱
情、友情）有十分深刻的见解、剖析。 具有超越时代的特点。 青春文学在这方面往往捉襟见肘，浅显苍白，很多只能当作一时的消费品。

每个时代都有许多类似的青春文学作品和作者，但过上不多的几年人们往往就不记得这些作品、这些人了。就养份来说读名著获得
的能量是一些草稿纸文学无法相提并论的。 但是，因为相信童话的人还是挺多的，就算梦想不会实现，给自己留下一个美妙的想象空间
不也很好吗？ 毕竟现实是比较残酷的，青春小说可以说已经成为一种精神寄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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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邢台学院法政学院 2011
级法学 2 班学生李阳
不慎将学生证丢失，学生
证号为： 2011261219 声
明作废。

声 明
邢台学院法政学院 2011
级法学 2�班学生刘侃宁
不慎将学生证丢失，学生
证号为： 2011261230 声
明作废。

声 明
邢台学院法政学院 2011
级法学 2 班学生尹海旺
不慎将学生证丢失，学生
证号为： 2011261233 声
明作废。

声 明
邢台学院法政学院 2011
级法学 2 班学生张钦皓
不慎将学生证丢失，学生
证号为： 2011261239 声
明作废。

声 明
邢台学院法政学院 2012
级文管班学生简浩楠
不慎将学生证丢失，学生
证号为：2012542103 声明
作废。

声 明
邢台学院法政学院 2012
级社管班学生邢文丽
不慎将学生证丢失，学生
证号为：2012532101 声明
作废。

声 明
邢台学院法政学院 2012
级社管班学生马胜利
不慎将学生证丢失，学生
证号为：2012532102 声明
作废。

声 明
邢台学院法政学院 2012
级社管班学生王雅娇
不慎将学生证丢失，学生
证号为：2012532113 声明
作废。

声 明
邢台学院法政学院 2012
级社管班学生尤美 不慎
将学生证丢失，学生证号
为 ：2012532114 声 明 作
废。

声 明
邢台学院法政学院 2012
级法律事务班学生贾二
龙不慎将学生证丢失，学
生 证 号 为 ：2012552101���
声明作废。

声 明
邢台学院法政学院 2012
级法律事务班学生张立
欢不慎将学生证丢失，学
生 证 号 为 ：2012552111��
声明作废。

声 明
邢台学院法政学院 2012
级法律事务班学生高田
田不慎将学生证丢失，学
生 证 号 为 ：2012552117����
声明作废。

声 明
邢台学院法政学院 2012
级法律事务班学生辛林
倚不慎将学生证丢失，学
生证号为： 2012552113���
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