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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注

中国儿童文学的百年发展经过了理论探索和中外文化交流逐渐深入的过程，面对未来儿童文学的进一步发展，我们应该从何
处进一步挖掘儿童文学的思想资源，丰富儿童文学理论体系建设，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进一步发展的依据和可能性又是什么？
本期，我们特约几位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家，就最关心的儿童文学理论问题谈谈他们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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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与研究：拓展儿童文学边界
□舒 伟

在特定意义上，儿童文学涵盖的基本命题是“儿童成

长”与“童年特质”的文学表达。如果说1744年英国出版

家约翰·纽伯瑞在伦敦大规模出版发行儿童图书的行动，

掀开了有自觉意识的儿童文学出版事业的第一页，那么，

在维多利亚时代工业革命的时代语境中，大批具有卓越

艺术品质的儿童文学作品（包括童话小说、校园小说和历

险小说，等）迎来了英国儿童文学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并

由此形成了从19世纪后期两部“爱丽丝”小说到20世纪

末“哈利·波特”系列小说这样的具有世界影响的英国儿

童文学主潮。在中国，从五四前后的“儿童文学运动”到叶

圣陶的童话集《稻草人》和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张天翼的

《大林和小林》，再到2016年曹文轩获得国际安徒生奖，

成为首位获得世界儿童文学最高奖的中国作家，中国原

创儿童文学已经走过了百年不平凡的峥嵘历程，成为世

界儿童文学版图上巍然屹立的东方版块。改革开放以来，

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进入了国力日益强盛的大

格局。在此背景下，中国儿童文学的创作和出版成为出版

行业中最具活力的板块。少儿出版行业推出的图书产品

包括童话、散文、寓言故事、少儿诗歌、动物文学、校园文

学、探险文学、幻想文学等各种文类及题材。为满足近4

亿少年儿童及未成年人文学阅读的强劲需求，中国已成

为世界上名副其实的儿童文学大国。21世纪的人们相信，

只要有人类，有儿童，有心系儿童成长的人，那么中国儿

童文学的创作和批评就会一路前行，走向世界，走向未

来。当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儿童文学走向世

界的基本条件就是加强儿童文学创作队伍的建设，以真

正具有中国情怀、世界视野、经典品质的作品来提升中国

儿童文学的竞争力、传播力和影响力。

作为人类个体生命中特殊的人生阶段，童年具有独

特的双重性。童年包容了太多的东西，但又是受到诸多限

制的时期；童年是无畏的，充满想象的，心比天高的，但

童年又是摇摆不定的，蒙昧无知的，甚至充满恐惧的，需

要成人的呵护和引领。因此，一方面要不忘初心，尊重童

心，另一方面又不能一味地崇拜童心，拔高童年。因此，

创作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绝非易事。优秀的儿童文学作

品要体现对儿童及青少年成长的意义和价值，满足不同

年龄层次的少年儿童读者的认知需求和审美需求。这对

于讲述中国故事的经典儿童文学作品的形成具有重要

意义。正如新马克思主义学派批评家杰克·齐普斯所说：

“儿童文学也应当遵循我们为当代最优秀的成人作家所

设定的相同的高水平的审美标准和道德标准。”就此而

言，儿童文学批评和研究及来自儿童文学史的文化理论

视野具有不可替代的评判价值和引领作用。

在这方面，英国的儿童文学批评和研究可以为我们

提供有益的观照和借鉴。

卓有建树的研究成果捍卫和拓展了儿童文学的文学
边界和文化视野：

对于维多利亚时代以来的英国儿童和青少年文学的

优秀作品，批评家和学者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不仅捍

卫而且拓展了儿童文学的边界。权威的英国文学史的相

关论述中呈现了史学研究不断发展更新的视野。安德鲁·

桑德斯在《牛津简明英国文学史》（2000）第七章“维多利

亚鼎盛期的文学：1830至 1880”中，对刘易斯·卡罗尔

（“爱丽丝”小说）和爱德华·利尔（荒诞歌谣）两位作家作

品的艺术特征进行了专门论述。桑德斯指出“爱丽丝”小

说始终充满反转、推测、激变和梦想等因素；两部“爱丽

丝”小说呈现出一种探索荒诞的快乐，因为荒诞就像镜子

一样，提供了看待事物的可供选择的方式。他认为两位作

家的创作标志着“一种富于智力和奇想的儿童文学的出

现，”是鉴赏力变革的最显著结果。而这种阐述代表了英

国主流学界的价值取向，即将维多利亚时代的儿童文学

经典纳入英国文学正史，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

约翰·里凯蒂主编的《哥伦比亚英国小说史》是英国

小说发展史研究的权威论文集，体现了20世纪末英美学

术界在该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和价值趋向。其中罗伯特·

波尔赫默斯的文章《刘易斯·卡罗尔与维多利亚小说中的

儿童》将幻想文学与童年书写联系起来，阐述了爱丽丝这

一人物具有的划时代的重要文化意义，以及爱丽丝作为

维多利亚时代小说的儿童主人公，是如何与同时代的其

他重要小说家（如狄更斯等）所呈现的儿童主人公和童年

相关联的。这篇颇具深度和广度的学术论文，成为维多利

亚时期童年叙事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

菲利普·戴维斯的《维多利亚人》是一部新颖独特的

英国维多利亚文学史，以社会思潮和文化背景为主线，深

入考察了1830年至1880年这一特定历史时期英国文学

的总体特点和客观成因。该论著尤其对达尔文和科学发

现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冲击进行了深度阐述。事实上，达尔

文不仅对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成人文学产生重要影响，

更是直接影响和推动了儿童和青少年文学创作。戴维斯

还论述了维多利亚时代的童话文学和幻想文学，探讨了

它们的时代意义和文学话语价值。戴维斯将童话文学和

幻想文学纳入维多利亚文学史体现了一种突破，一种新

视野和新认知。

解读和确认“黄金时代”：儿童文化和文学论著的阐述
维多利亚时代，在工业革命潮流的冲击下，众多作家

转向童年叙事，童年书写成为作家们对抗社会剧变和精

神危机的表达方式。作家怀着追寻童年的心态为孩子们

写作，或者就以少男少女作为作品的主人公，使儿童和青

少年文学异军突起，继往开来。此后批评家和学者的深入

研究揭示了这一时期儿童文学名篇佳作的经典性，其数

量之多，艺术水平之高，叙事文类之丰富，影响之深远，

足以令世人瞩目。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佩里·诺德曼、

杰克·齐普斯、彼得·亨特和约翰·斯蒂芬斯等为代表的

一批英美澳学者，以深厚的文学理论资源投入儿童文学

研究，考察其创作和批评现象，包括英国儿童文学的发

展历史。其共同特点是将儿童文学视作整个文学活动领

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相同条件下接受相同的评判标

准。20世纪80年代以来，维多利亚时期儿童小说研究的

重要成果体现在“19世纪家庭观与儿童小说”；“19世纪

儿童小说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从社会心理学和传

播学角度解读维多利亚时期儿童文学的成人阅读现象。

哈维·达顿的《英国儿童图书：五个世纪的社会生活

史》（1932）是重要的英国儿童文学图书出版和史学研究

及书目学著作，奠定了后世儿童文学史学研究的基础。它

以翔实的史料对英国儿童图书创作、出版的整个社会历

史语境及发展进程，尤其是维多利亚时期儿童幻想文学

经典的出现与英国儿童文学第一个黄金时代的内在逻辑

关联等进行了透彻的阐述。

汉弗莱·卡彭特的《秘密花园：儿童文学的黄金时代研

究》（1985）对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年的杰出儿童文学

作家及其创作进行了全面深入考察，认为他们的文学创作

活动形成了相似的涉及思想观念和主题的模式。作者重点

论述的是，在这一“儿童文学黄金时代”，为什么会有如此

多的作家选择儿童小说作为其描写社会和表达个人梦幻

的载体。

彼得·亨特主编的《插图版英语儿童文学史》（1995）

是一部按年代和创作类型编排的通史类论文集。它重点

探讨了英国幻想小说兴起的社会历史和文化条件等因

素。书中第六章“一种艺术形式的诞生”论述了维多利亚

时期至爱德华时期的代表性童话小说作家及其创作。

所有这些学理深厚、全面深入的研究成果既揭示了

优秀儿童文学作品的经典品性，也捍卫和拓展了儿童文

学的文学史边界和文化视野，确立了儿童文学的艺术品

质和社会价值。以此为观照，通过当代文化和文学发展视

野，运用新的学术资源去考察研究儿童文学的发生和发

展，无疑具有重要的文化和文学认识论意义。正如杰克·

齐普斯所论述的：“尽管并非《哈利·波特》小说系列使儿

童文学回归其在文化版图中应当拥有的地位，但它们确

实巩固了儿童文学在文化版图中的地位，而且将继续使

普通读者认识到，儿童文学才是最受欢迎的流行文学。儿

童文学是真正的大众文学，是为所有民众创作的文学，是

无论老少都在阅读的文学……”文化和文学史研究视野

有助于拓宽拓深国内儿童文学研究的文学内涵和研究层

面，激发相关理论研究的潜能，促进优秀儿童文学作品的

创作。

通过当代文化和文学发展视野，运用新的学术资源去考察研究儿童文学的发生和发展，它
有助于拓宽拓深国内儿童文学研究的文学内涵和研究层面，激发相关理论研究的潜能，促进优
秀儿童文学作品的创作。

重建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整体性视野
□徐 妍

迄今，中国儿童文学与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进程相生

相伴已经100年了。100年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进程中的各

种记忆早已渗入中国儿童文学的血脉，影响或生成了中

国儿童文学的故事内容、主题思想、人物形象以及形式结

构。中国儿童文学正因为参与了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进程

才得以诞生、成长、壮大，迎来了新时期的黄金期和新世

纪的繁荣期。特别是新世纪之后，中国当代优秀儿童文学

作家作品已经跻身于世界当代优秀儿童文学作家作品之

列，实乃可喜之事。然而，不得不承认，新世纪中国儿童文

学仍然面临身份悬空、定位不明、作品复制化和空洞化的

问题。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若想重新出发，且与新世纪中

国社会的巨变同步、乃至与世界的巨变同步，我以为，必

须清楚地意识到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所面临的繁荣中的

危机，反思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视野窄化问题，进而重

建中国儿童文学的整体性视野。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一位作家致力于文学创作的意

义就在于能否表现出个人对世界的整体性的体察、发现

和预见。一位作家是否对他所表现的世界持有整体性的

视野，影响乃至决定了他的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的厚度、

宽度和深度。儿童文学作家也不例外。比较成人文学创作

和成人文学研究，儿童文学创作的特质不在于它可以隔

离自身与世界的整体性联系，而在于它以某种特别的方

式与世界保持着整体性联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儿童文

学理论家、批评家刘绪源认为优质的儿童文学应该是“矿

泉水”，而不是“纯净水”。何谓儿童文学的“矿泉水”？我以

为，儿童文学的“矿泉水”不仅含有儿童成长阶段所需要

摄取的适度量的矿物盐、微量元素和二氧化碳气体，而且

含有儿童文学创作所需要摄取的源自思想文化史的地层

深处、文学史的源流根部、现实与未来相互缠绕的文本世

界的细部一并汇入的地下矿水。概言之，中国儿童文学若

想在新世纪背景上确立身份和定位，当务之急的工作便

是在整体性视野下将儿童文学创作视为一个与思想文化

世界、文学史（包括中国儿童文学史）世界、现实世界、未

来世界相一体的世界。

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若想重建整体性视野，首先需

要“再次重返五四那里去”。我之所以说是“再次重返”，是

因为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儿童文学曾经集体地“回到五

四那里去”。80年代中国儿童文学的“重返”，如朱自强所

说：“中国儿童文学继承和发展‘五四’时期被大力倡导的

‘儿童本位’的思想，克服了以往‘儿童文学是教育儿童的

工具’这一观念的束缚，经过向‘文学性’回归、向‘儿童

性’回归，建构了‘儿童的文学’。”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与

上世纪80年代所相遇的文化语境非常不同，为何还要

“再次重返五四那里去”？概言之，五四亦是新世纪中国儿

童文学的思想原点，如果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依旧坚持

五四时期的“儿童本位”论。新文化运动既催生了中国新

文学，也催生了中国儿童文学。这一点，正如刘绪源所说：

“中国本来没有儿童文学，有了‘五四’新文学以后，才有

真正意义上的儿童文学。”事实也是如此：五四时期，中国

新文学作家所倡导的“人的解放”这一文学主题思想始终

内含了“儿童的解放”这一中国儿童文学的主题思想。其

最有代表性的思想便是“儿童本位”论。周氏兄弟提出的

“儿童本位”论，尽管思想资源不同，阐释各有重点，但都

是为了提倡五四时期的核心思想——“人的解放”。可以

说，在五四时期，即在中国儿童文学诞生期，中国儿童文

学的“儿童本位”论就产生于五四新文化思想的整体视野

之中。当然，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思想观念发生了令人

难以想象的诸多变化，如：原创与复制并行、纯文学与通

俗兼容等，但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只要还坚持“儿童本

位”论，还致力于“儿童的解放”，就不可以遗忘五四时期

中国儿童文学的思想原点。

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若想重建整体性视野，需要重

回中国儿童文学史的流脉中去。沿着文学史的流脉，我们

最不该忘记鲁迅短篇小说《故乡》中的小闰土。小闰土不

仅为一代代后来者提供了自然之子的原型形象，而且称

得上世界性的经典顽童形象。即便对于新世纪中国儿童

文学而言，小闰土的勇武、机智、慷慨、善良等品性都是一

种珍贵的稀缺形象。此外，冰心、叶圣陶、老舍、张天翼、凌

淑华等创作的经典儿童文学作品也应该不断复活于新世

纪中国儿童文学作家作品中。当然，客观地说，在重回中

国儿童文学史的流脉时，我们难免不会浮现“政治童话”、

“教育童话”、“训导主义”等对中国儿童文学造成的历史

性伤害，但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还是不能因为历史性伤

害而清空文学史中的历史记忆，更不可能因此而祛除中

国儿童文学所必得承担的分量，如：政治文化、时代精神、

道德义理、时代理想、爱与美，新生活的气息，以及儿童性

在某种程度上的复杂性等。无论如何，对于一个有100年

儿童文学史的国家，不需要因为历史性伤痛而遗忘自己

的历史。当然，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具有探索新的文学道

路的可能性，但无论如何探索自己的新路，都不该祛除文

学史流脉而成为空洞化的存在，或直接生长在图书市场

上而成为娱乐时代的消费之物。总之，新世纪中国儿童文

学倘若将一一过滤中国儿童文学史的历史重负，将是一

个空空如也的消费世界。

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若想重建整体性视野，还需要

将现实世界和梦想世界结合起来。儿童文学即便纯净如

一滴露水，飘逸如一位花仙，梦幻如一片云朵，也不可能

彻底成为现实世界之外的存在。儿童文学的特质即是以

儿童视角下的梦想世界来返观现实世界，并建构梦想世

界。而且，在儿童文学的疆域内，现实世界与未来世界之间

存在着一个可逆的隐秘通道。相较于成人文学中的现实世

界，儿童文学中的现实世界更具有未来世界的质地。例如：

新世纪曹文轩的小说创作便不断往返于现实世界与梦想

世界之间。《青铜葵花》《细米》《大王书》《蜻蜓眼》等。再如

最近出版的“曹文轩新小说”不仅表现了新世纪中国儿童

的现实生活，而且传递了新世纪中国人的情感和情绪。然

而，“曹文轩新小说”在抵达现实真相时，却通向了新世纪

中国儿童与中国人的梦想世界——为人的尊严而生活、为

爱与美而生活。当然，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也有一种不可

低估的误将当下性理解为现实性的创作倾向。在我看来，

如果儿童文学作品中的现实世界折射不出梦想世界的影

像，那很可能是由假借现实之名的伪现实所构成，因为中

国儿童文学迄今还不曾选用自然主义的创作方法。

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创作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文学成

绩，但整体性视野的重建仍然任重而道远。

这十余年来，儿童文学作品的创作和出版，进入

了一个蓬勃的发展阶段，因此有了中国儿童文学进入

黄金时期的说法。确实，儿童文学以及其他类型的童

书是出版领域的亮点，同时中国原创儿童文学无论在

作品数量、质量、创作队伍以及受重视和关注的程度

上，也都超过以往，但是在这股中国原创儿童文学的

热潮中，还需要围绕着对儿童文学概念的厘清与认

定，对某些创作现象予以冷静的思考。

我们知道，童年作为一个文化概念从人类社会中

凸显出来，至今还不到400年的历史，而自觉为儿童创

作的、具有现代意义的儿童文学的出现与发展大概有

200余年的时间。作为文化概念的童年，其疆界并非一

成不变，而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变革而不断发生着位

移，童年概念的不断位移，自然也影响着儿童文学版

图的变迁。纵观中国儿童文学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演变

与发展，无不与成人对童年的认识与阐释（也即儿童

观的演变与发展）有着密切的关联。在中国当代儿童

文学史上，对于儿童文学是什么的探讨一直从未停

止，而且主要是以儿童文学的价值这个角度为切入

点。比如儿童文学要“引导儿童向上、启发其良知良

能”；要“给儿童认识人生，构成了他将来要做一个怎

样的人的观念，助长儿童本性上的美质”；要“告诉儿

童真的人、真的世界、真的道理”；儿童文学要“承担着

塑造未来民族性格的天职”；儿童文学的使命在于“为

人类提供良好的人性基础”，儿童文学要“为孩子一生

打下精神底色”，等等。其蜿蜒而来的是从以成人为主

导的教育性为宗旨，到凸显“童心”以“儿童为本位”的

路径，呈现了童年观的发展与变迁，也在一定程度上

解决了儿童文学写什么、怎么写的问题。

以“童年本位”的儿童文学是“一种自觉地全方位

服务服从于中国少年儿童精神生命健康成长的文

学”，观照了当代中国少年儿童的生活、情感、内心世

界与精神维度，可以说为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对童年的

书写托起了文化内涵、精神品格与审美追求的高原。

然而，在当下的儿童文学作品以及在一些创作中，我

们也不难发现，存在“儿童本位”的偏狭化倾向。在这

些作品中，为了把儿童形象放在中心位置，成人形象

往往不是被卡通化、漫画化，就是作为对立面，成为孩

子压抑、痛苦、悲伤的渊薮。这些作品中的父亲总是冷漠的、蛮不讲理的，

母亲总是唠叨的、歇斯底里的，老师总是愚蠢的、迂腐荒唐的，社会上的成

人总是险恶的、别有用心的，等等。不可否认，儿童在成长中遭遇的很多痛

苦与成人有关，因为尽管现代社会中成人对儿童的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

化，但是不论冷漠对待孩子还是过度关注和爱护孩子，都会对孩子造成束

缚，孩子受成人监护的本质是没有改变的，只是监护的理念和方式有所变

化，因此总体而言，孩子是处于成人的宰制和规训之中。既然是监护和被

监护的关系，那么自然会发生矛盾，作品表现成人与孩子的冲突无可厚

非，也是两者关系的某种真实写照。但是，如果为了逗孩子开心，渲泄孩子

的情绪，将成人置于孩子的对立面或者将成人脸谱化、平面化，那么就在

创作上缺失了深厚的向度，也片面地理解了儿童本位和童心的价值。用方

卫平的话来讲是出现了“伪”儿童本位的创作取向。

当然，通过对成人世界的警惕和反对，来彰显童心的价值和童年的本

质精神，这样的儿童文学作品国外有很多，国内也不少。但如果在创作中，

对成人形象只给予简单化、类型化的塑造，目的是为了增添笑料、讨孩子

的欢心，起到扭曲成人而娱乐孩子的作用，这类作品的美学和价值取向是

需要怀疑的，缺少儿童文学的现代性意义。

我们知道，对成人世界的警惕，对童年纯真的消失带着牧歌式感怀、

具有影响性的作品，有圣-埃克苏佩里的《小王子》、舒比格的《当世界年

纪还小的时候》等（舒比格更多的是还原童真世界，以孩子的思维和眼光

重新建构世界，实际上也是对当前已经被成人模式化的世界的一种反

叛）。这些作品中的童年，是对异化提出的警惕，对社会化过程中，纯真流

逝的遗憾。或者说，作家以儿童的视角和精神向度，对这种一花予以反思

和批判。这两部作品的意义，在于他们在理念的冲击中，说出了成人世界

和孩童世界的一些本质性差异的真理。这实际上也是文学现代性意义的

一种呈现。

然而，社会的现代性发展过程中，在精神、观念、价值取向等方面存在

着裂变和人的异化现象，现代性的文学艺术一直对现代性社会的发展提

出质疑，不断变革的思想构成现代艺术的根本精神，创新成为现代文学艺

术存在的生命力。现代性文学艺术通过建构新的审美认知体系和认识方

式，与现代性社会构成一种分离、对抗而又弥合的关系。现代性的文学艺

术对社会历史始终展开批判性的反思。不论是《小王子》，还是《当世界年

纪还小的时候》，都体现了这种文学的现代性价值，对成人世界的异化现

象以童年精神和思维予以反思。

对童年的礼赞、对儿童精神世界的尊重、以儿童为本位的儿童文学核

心价值，以这种观念为主导的创作，在书写童年生命中发挥了很有价值的

作用。诚如朱自强曾提到：“童年时代并不是对着成长就要像旧衣服一样

脱去扔掉的一种存在，对人生的整个周期而言，它是永远不能摘下的一

环，是一个价值永存的领域。”因此，儿童文学如果以儿童为本位，它将看

到儿童生命体内蕴含着不可替代的珍贵的生命价值。但是，当创作中以

“伪”儿童本位为取向，反而成了创作的惰性。

童年不仅仅指孩子的生理童年，也指孩子的文化童年，指在特定历史

时期社会对孩子的一种文化建构，它包含了社会对孩子的种种要求、期望

和塑造。确实，儿童文学表征了成人对童年的看法，它是成年人想象的对

儿童适合的东西，帮助孩子塑造他们所属的世界和具体社会中的自我理

解。在儿童文学中，我们会发现人类富有想象力的表述，借由它们，儿童将

能掌握对自我与世界的看法。加拿大儿童文学理论家佩里·诺德曼说道：

“我所确认的儿童需要的文学，也许最好被定义为成人想要、并需要儿童

需要的文学。”成人有义务帮助儿童知道应该知道的东西，儿童文学作为

成人为儿童好而影响他们的一种方式而存在。

我个人觉得，理想的儿童文学是成人与孩子之间对于这个世界理解

的一种审美沟通。经由儿童文学的审美通道，将人之为人的核心价值以真

实、正确、真诚的方式来实现儿童与成人之间的有效交往。单方面替孩子

说话、帮孩子说话未必就是儿童本位，就像蹲下来和孩子说话，这种俯就

式的身体位置的变化，未必能真正达到和孩子平等的状态。我们需要为孩

子争取话语权，替孩子发出自己的声音，但是也需要孩子对成人有丰富理

解的可能性，相互尊重，平等互待，实现代际之间的交往。

这个世界是属于大人的，也是属于孩子的。进入新时代，中国儿童文

学将拓展更新更广阔的空间，传统文化的传承、民族身份的认同、地域特

性的彰显、当代生活的表达、未来梦想的担当，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野

下的情怀，这些都将丰富和发展中国童年的内涵和当代中国原创儿童文

学的观念。

理想的儿童文学，是成人与孩
子之间对于这个世界理解的一种审
美沟通。经由儿童文学的审美通道，
将人之为人的核心价值以真实、正
确、真诚的方式来实现儿童与成人
之间的有效交往。

中国儿童文学若想在新世纪背
景上确立身份和定位，当务之急的工
作便是在整体性视野下将儿童文学
创作视为一个与思想文化世界、文学
史（包括中国儿童文学史）世界、现实
世界、未来世界相一体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