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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风：
蒋风
：儿童文学理论研究要反思历史和现实
□蒋

风

周琼华

文学研究是对创作的总结，总结过程中会得出文学发展的规律。如果能够将正确的
规律运用到儿童文学事业中去，必然对创作起到好的作用。
理论建设需要反思以往的历史，向历史当中寻找资源。但它更需要反思正在将反思
者围困在其中的并非过去的现实，反思当下的理论建设。

周琼华：您在 2011 年获得儿童文学理论研究与普及方面
的最高奖“国际格林奖”，说明了国际对您儿童文学理论研究
的认可。您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儿童文学的基本理论，可以说
您是新时期儿童教学和儿童文学理论研究的先行者之一。为
什么您会如此重视儿童文学的理论研究？
蒋 风：2011 年我去领格林奖时，听到颁奖词，我就马上
提出，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的发展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这个荣
誉应该归功于中国全体儿童文学研究工作者。因此，我决定
把此次获得的 100 万日元奖金在国内设置一个同类性质的奖
项，让我们所有在儿童文学理论上作出过贡献的人来共享。
周琼华：为什么您会觉得理论研究对于儿童文学来说非
常重要？
蒋 风：儿童文学发展最主要的是创作，理论研究是对创
作发展的历史总结。如果不从理论角度好好研究创作的话，
是很难提高创作水平的。
我在 20 世纪 50 年代前期走上中国大学的儿童文学讲坛，
因为教学的需要从创作转向研究儿童文学基本理论。当时革
命胜利不久，中国儿童发生期的文学理论全部被否定。在这
个学术领域，除了学习苏联儿童文学理论方面的著作和苏联
翻译过来的寥寥可数的一些论文外，可以说是一片空白。
我出版最早的是 1959 年的《儿童文学讲话》，这是我儿童
文学课程讲稿的一部分。我一生的研究论著可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是儿童文学史，另一部分是儿童文学教材。史学是总
结规律，教材是为了培养人才。文学研究是对创作的总结，总
结过程中会得出文学发展的规律。如果能够将正确的规律运
用到儿童文学事业中去，必然对创作起到好的作用。
周琼华：
《儿童文学讲话》可以说是中国第一部具有儿童
文学史意义的著作。在您看来，从您走上儿童文学理论研究

之路至今，儿童文学理论研究走过了一条怎样的发展之路？
蒋 风：我在 1991 年 6 月应邀出席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汉
学研究之回顾与前瞻”国际学术会议时所提交的论文《一段艰
难而曲折的前进道路——四十年来的中国儿童文学研究》，正
好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从关怀少年儿童一代的健
康成长出发，大力倡导艺术家们为孩子创作。50 年代，中国儿
童文学创作出现空前繁荣的局面，而当时儿童观与儿童文学
观比之新中国成立前，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一切都引起文学
理论界的关注，因此带动了儿童文学理论研究的开展。从中
国儿童文学的自身发展来看，
1949 年之后的 17 年间，
除了译介
前苏联儿童文学理论外，似乎只有批判，没有建设。当时有关
儿童文学的理论探讨和作家作品的评论，几乎都为政治运动所
淹没。关于儿童文学应该塑造什么样的形象问题、是否应该暴
露阴暗面的问题、童心论就是人性论的翻版问题等等，差不多
就是从一场场政治运动中派生出来的，被强烈的政治性批判所
淹没，
没有经过平心静气的学术研究，
学术价值有限。
50 年代的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主要是寻求外来的理论借
鉴，翻译介绍前苏联儿童文学研究成果，但已经逐渐形成一支
儿童文学理论研究队伍。这支队伍主要由两部分人构成，一
是热心于儿童文学研究和评论的作家，如陈伯吹、贺宜、张天
翼、严文井等人；二是专门从事研究的理论和教学人员，如宋
成志、陈汝惠、蒋风、陈子君等人。队伍不大，但奠定了中国当
代儿童文学理论的第一期工程，发表了一些有理论价值的作
家作品论，在儿童文学基本理论研究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已
经比较全面地明确了儿童文学的概念和功能。
1957 年的反右斗争后，一种泛政治化的意识闯入儿童文
学研究领域，
“ 突出政治”的批判文章几乎布满当时整个儿童
文学论坛。在极“左”文艺思潮的恶劣影响下，儿童文学研究
园地成了一片空白。
“ 文革”十年更是对儿童文学理论研究造
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和后果。
70 年代后期，中国儿童文学研究领域进行了理论上的拨
乱反正工作。其中 1978 年在江西庐山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少
年儿童读物创作出版工作座谈会，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呼
吁全社会关心少年儿童读物，破除“四 人 帮 ”遗 留 的 陈 规 戒
律，认真地讨论了儿童文学的艺术规律问题，解放了思想，理
论研究开始呈现复苏局面。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
80 年 代 开 始 形 成 一 支 较 为 稳 定 的 儿 童 文 学 研 究 队 伍 。 第
二，全国各地高校开始设置专门的儿童文学研究机构，开设
儿童文学课程，招收儿童文学硕士研究生。第三，儿童文学研

究刊物开辟专门版面促进了儿童文学理论的建设，各种学术
活动日趋活跃。
80 年代末学界对于儿童文学与教育关系的论战，则大大
加深了人们对儿童文学特殊性的认识，推进了基本理论课题
的发展。总的来说，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发展走过一条曲折前
进的道路，吸取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从美学、心理学、文化学、
民俗学等角度去研究儿童文学，努力建设和发展着具有中国
特色的儿童文学理论体系。
周琼华：与之前相比，当下的儿童文学理论研究是否有了
一些新变，您怎样看待这些新的变化？
蒋 风：时代在进步，儿童文学在发展。八九十年代的儿
童文学批评与理论研究，是在“文革”之后拨乱反正、重新起步
的。应该说在 30 年里，中国儿童文学建设卓有成就，一方面
进行了必要的学术整理与发掘工作，一方面发扬了“五四”和
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的儿童文学优秀传统，不断地拓展了新
的儿童文学理论领域的进展，初步建构了儿童文学理论的框
架，奠定了儿童文学的学科基础。
1984 年，由文化部组织、在石家庄召开的全国儿童文学
理论座谈会是一次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会议讨论了儿童文
学的特点和文学的一般规律性的关系问题，认真分析了“左
倾”的文艺思想、教育思想的影响，强调要历史地、恰当地估计
发展变化的少年儿童特点，重视文学的共同规律，检讨和警惕
过去儿童文学工作中的某些偏差。
理论建设需要反思以往的历史，向历史当中寻找资源。
但它更需要反思正在将反思者围困在其中的并非过去的现
实，反思当下的理论建设。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儿童文学理论界对儿童文学的趣味
性与教育性、成人化与儿童化、少年小说与少年心理等一系列
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对这些问题能否给予一个有价值和有审
美性的回答，实际上就是对一个研究范式的现代性提出检
验。1985 年前后围绕这些问题的讨论出现了传统与新潮两
种声音。执著于传统立场的研究者坚持从文学性与儿童性的
角度来阐释这些问题，而新潮研究者当中则出现一些新名词
和新方法。这些蕴含丰富的理论术语和角度特殊的切入方
式，让独立的见解和比较深入的观念获得了颇有深度的表
达。这些新潮的研究比较活跃，但没有改写当时的研究范
式。它只是一个更大的理论突破的前奏，较多地移植了其他
领域的研究方法和基本理论。经过两种声音的交锋后，80 年
代的中国儿童文学创作有了新的变化，就是文学性的回归。

进入 90 年代以来，较值得注意的是有一批儿童文学理论
著 作 出 版 ，如 1990 年 湖 北 少 儿 出 版 社 的“ 儿 童 文 学 新 论 丛
书”、1994 年的甘肃少儿出版社的“中国当代中青年学者儿童
文学论丛”等等。这些理论丛书开辟了儿童文学研究的新疆
域，开拓了儿童文学研究的新空间，带来研究的新方法、新活
力，初步实现了研究范式的现代性转换，为 90 年代中国儿童
文学带来另一个新变化，即儿童性的回归。
文学性与儿童性的回归让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研究走上了
科学的大道，是中国儿童文学走向繁荣的一个标志。
周琼华：您在 1979 年就率先招收了全国第一个儿童文学
硕士研究生，您认为儿童文学理论人才培养的重点和难点在
哪些方面呢？
蒋 风：儿童文学创作人才不一定需要大学来培养，大学
不可能培养一流的儿童文学作家，但儿童文学理论人才却必
须依靠积淀比较深厚的大学来培养。因为理论人才培养的条
件是丰富的图书资料和深厚的相关文化底蕴，我在浙师大设
立了专业的儿童文学资料室，一共带过 9 届儿童文学硕士研
究生，共 16 名，比如吴其南、王泉根、汤锐、方卫平、章轲、邹
亮、潘延、闫春来、汤素兰、韩进等，至少有十来位都已成为如
今儿童文学界的佼佼者。
关于难点，2003 年我写过一篇文章，题为《儿童文学在中
国：作为一门学科处境尴尬》。又过去 15 年了，处境竟然丝毫
不变，说来十分痛心。不说人事经费上的困难，更多的是行
政、制度造成的困境。特别是儿童文学学科的地位问题。我
在浙师大招收儿童文学研究生到第八届时，毕业生有人都已
是教授，浙师大还未取得硕士学位授予权，这形成一个十分尴
尬的局面。虽然目前情况有所改善，但是儿童文学作为新兴
学科的地位还是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周琼华：您觉得当前的儿童文学理论研究和批评还有哪
些需要加强或重点关注的地方？
蒋 风：自新时期初发出“将儿童文学作为儿童文学来研
究”这一振奋人心的呼唤以来，至今已经过去 20 多个年头，许
多关心儿童文学研究的学者进行了许多探索，提出了许多耳
目一新的见解。如刘绪源、方卫平、王泉根、王俊英等人都从
文艺学的不同侧面切入儿童文学本质的某一方面。但从立足
点到方法论上，都还未完全转移到儿童文学立场上，将儿童文
学真正作为儿童文学的系统研究，应该还有待努力。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儿童文学曾经在教育领域努力为
儿童发声，对儿童的生存现状进行思考，如《上锁的抽屉》
《今
夜月儿明》
《三色圆珠笔》
《我要我的雕刻刀》等一大批优秀儿
童文学作品以及相关评论。我仍被那段时期的思想、激情和
良心燃烧的历史所深深感动。今天的儿童文学研究关注教
育现实的热情好像减退了，批判儿童教育弊端的锋芒没有
了，至少变钝了。正像有的研究者所描述的从“忧患”到“放
松”、从“思考”到“感受”、从“深度”走向“平面”、从“凝重”走
向“调侃”，这些现象值得我们思考，在这个时代多么需要《爱
弥儿》
《麦田里的守望者》这类关注儿童生存状态的作品。当
前儿童文学在研究方面的一种失语的状态，是我们值得关注
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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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克莱曼汀号
我的克莱曼汀号》
》：我们生命里的大船
□赵

霞

意大利艺术家罗伯特·
意大利艺术家罗伯特
·英诺森提偏爱有重量的文字和故
事 。 他画笔下的线条和色彩
他画笔下的线条和色彩，
，仿佛天生就是为了表现重量而
存在。
存在
。 他与多位作家合作的《铁丝网上的小花
铁丝网上的小花》
》
《大卫之星》
《大卫之星
》
《都市小红帽
都市小红帽》
》
《最后的胜地》
《最后的胜地
》等图画书
等图画书，
，无不有着对一般图画
书来说不同寻常的题旨蕴涵：
书来说不同寻常的题旨蕴涵
：历史
历史、
、战争
战争、
、死亡
死亡、
、现实之暧昧复
杂 ，以及对现代生活的批判反思
以及对现代生活的批判反思。
。 就连他为意大利儿童文学
经典《木偶奇遇记
木偶奇遇记》
》所绘的插图
所绘的插图，
，在带着 19 世纪托斯卡纳乡间
风情的画面上，
风情的画面上
，也将一种英诺森提式的辽远感
也将一种英诺森提式的辽远感、
、厚重感赋予这
个单纯可爱的教育故事。
个单纯可爱的教育故事
。 翻读这些插图
翻读这些插图，
，你会不由自主地想
起意大利古老的广场和街道，
起意大利古老的广场和街道
， 想起与这种古老感联系在一起
的我们的世界与生活的悠长历史。
的我们的世界与生活的悠长历史
。
《我的克莱曼汀号
我的克莱曼汀号》
》无疑也是这样一则属于英诺森提的故
事 。 艾米·诺弗斯基笔下诗意凝练的语言
诺弗斯基笔下诗意凝练的语言、
、沧桑持重的叙事
沧桑持重的叙事、
、
开阔深远的时间和空间的视角，
开阔深远的时间和空间的视角
，既为英诺森提的插图提供了
合宜的布景，
合宜的布景
，也在他的绘画中得到生动的诠释
也在他的绘画中得到生动的诠释。
。 作品以一艘
货轮的历史穿起一个人的历史，
货轮的历史穿起一个人的历史
，又以这艘船与这个人的历史
又以这艘船与这个人的历史，
，
投映出一个大时代的缓移慢进与风起云涌。
投映出一个大时代的缓移慢进与风起云涌
。 短短几百个词的
叙说，
叙说
， 覆盖的却是半个多世纪的时光变迁
覆盖的却是半个多世纪的时光变迁，
，对插画者来说
对插画者来说，
，如
何在这样的短篇小制内恰当把握、
何在这样的短篇小制内恰当把握
、呈现个人生活与宏大时空
之间的平衡点，
之间的平衡点
，显然并不容易
显然并不容易。
。
英诺森提擅长这样的以轻驱重和举重若轻。
英诺森提擅长这样的以轻驱重和举重若轻
。 他与另一位
美国作家 J.
J.帕特里克
帕特里克·路易斯合作的图画书《房子
房子》
》，便是在一
幢老房子的诗意自述里带读者轻轻走过一个世纪的历史。
幢老房子的诗意自述里带读者轻轻走过一个世纪的历史
。在
《我的克莱曼汀号
我的克莱曼汀号》
》中 ，他以深阔的海平线拉开整个叙事的时
空 ，又以醒目的近景托起一个男孩的追逐
又以醒目的近景托起一个男孩的追逐。
。 这些画面连贯在
一起，
一起
，让我们看到生命背后多么浩渺的大存在
让我们看到生命背后多么浩渺的大存在，
，也看到在这个
存在的强力裹挟之下，
存在的强力裹挟之下
，生命如何执著地想要留下它自己的屐
痕。
这份信念起始于一个街角少年天真的雄心：
这份信念起始于一个街角少年天真的雄心
：
“ 总有一天
总有一天，
，
我会成为船长。
我会成为船长
。”站在被单飘扬的尘世生活里
站在被单飘扬的尘世生活里，
，少年的目光投
向远方，
向远方
，那里有辽阔的海面
那里有辽阔的海面、
、翻飞的鸥鸟
翻飞的鸥鸟，
，以及破云而出的灿
烂光芒。
烂光芒
。 青春
青春、
、梦想和冒险的永恒冲动
梦想和冒险的永恒冲动，
，与甜蜜忧伤的爱情糅
合在一起，
合在一起
，令人激越振奋而又愁肠百结
令人激越振奋而又愁肠百结。
。
在这里，
在这里
，英诺森提放下视觉游戏的各种机巧
英诺森提放下视觉游戏的各种机巧，
，而用某种古
典画的端雅与庄重，
典画的端雅与庄重
，细细勾画
细细勾画、
、描摹着这些生命里微小而动人
的片刻。
的片刻
。 微明的晨曦里
微明的晨曦里，
，深长的巷子口
深长的巷子口，
，男孩背起行囊
男孩背起行囊，
，走出
家门，
家门
，没入远方的是通往未来的道路
没入远方的是通往未来的道路，
，白纱窗帘的背后则留下
恋人和她的眼泪。
恋人和她的眼泪
。 登上甲板的那一刻
登上甲板的那一刻，
，主人公的兴奋
主人公的兴奋、
、忐忑尽
在他微微前倾的身姿和略带生怯的面容上显露无遗；
在他微微前倾的身姿和略带生怯的面容上显露无遗
；而那个

到来之前从不轻易向人揭晓的命运的奇妙安排 ，则在船长从
到来之前从不轻易向人揭晓的命运的奇妙安排，
船楼上俯身望向他的瞬间、
船楼上俯身望向他的瞬间
、在船员们以各种目光投向这个陌
生的年轻成员的瞬间，
生的年轻成员的瞬间
，得到了某种微妙的预示
得到了某种微妙的预示。
。 我们的目光
追随着少年的身影，
追随着少年的身影
，看他从年轻的船员逐渐成长为稳重的船
长 ，看他的克莱曼汀号从游历世界的货轮一变而为沐枪浴弹
的战舰。
的战舰
。 不论在欢欣岁月还是艰难时世里
不论在欢欣岁月还是艰难时世里，
，一个人与一艘船
互为归属、
互为归属
、彼此照料
彼此照料，
，那份从未被时光磨蚀的单纯的坚忍与朴
素的忠诚，
素的忠诚
，深深打动着读者
深深打动着读者。
。

罗伯特·英诺森提

但这本图画书里还有比一个少年的追梦与成长更广阔的
内容 。 在少年的身后
内容。
在少年的身后，
，那片辽远的天地间
那片辽远的天地间，
，那个熙攘的人群
里 ，同时展开着一个更阔大的故事
同时展开着一个更阔大的故事—
——那是属于所有人的故
事。
“ 海上的每一天都是冒险
海上的每一天都是冒险”
”，恰如生命本身即是一场历险
恰如生命本身即是一场历险。
。
对“ 我 ”来说是如此
来说是如此，
，画面上
画面上，
，在年轻船员的目光里匆匆登舱
在年轻船员的目光里匆匆登舱、
、
继而在客舱灯下聚事热议的一行四人，
继而在客舱灯下聚事热议的一行四人
，无疑也正经营着属于
他们自己的冒险。
他们自己的冒险
。 桌上摊开的地图
桌上摊开的地图，
，榻边微露的手枪
榻边微露的手枪，
，渲染出
另一番冒险的滋味。
另一番冒险的滋味
。
“ 明天
明天，
，我们将身在何方
我们将身在何方？
？”这一句看似只
谈旅行的“ 明天
明天”
”之问
之问，
，从英诺森提的插图中
从英诺森提的插图中，
，我们却不仅看到
了船长和船员们背影中的一丝犹疑，
了船长和船员们背影中的一丝犹疑
，也看到了那时的人们乃
至一个时代对于未来的忧虑、
至一个时代对于未来的忧虑
、期望与迷茫
期望与迷茫。
。 颓败倒塌的建筑
颓败倒塌的建筑、
、
荷枪而立的人们、
荷枪而立的人们
、
“ 禁止通行
禁止通行”
”的标语
的标语，
，预示了战争的发生与生
活的变故，
活的变故
，也使“ 身在何方
身在何方”
”的问询和思索
的问询和思索，
，带上了存在寓言般

的厚重蕴涵 。 冰雪覆盖的极地险境里
的厚重蕴涵。
冰雪覆盖的极地险境里，
，
“ 好在有同伴和我们一
起破开冰面”
起破开冰面
”，这沉默的同伴
这沉默的同伴，
，与“ 我 ” 和“ 我们
我们”
”分担着共同的
历史命运，
历史命运
，分享着彼此的敦实温暖
分享着彼此的敦实温暖。
。 世界和生活如此之大
世界和生活如此之大，
，我
们活在其中，
们活在其中
，却并不那样孤单
却并不那样孤单，
，每念及此
每念及此，
，多么令人心生稳妥
和欣慰。
和欣慰
。
于是，
于是
，我们的目光从一个人的舞台伸展开去
我们的目光从一个人的舞台伸展开去，
，看见了更辽
阔深邃的空间的广延，
阔深邃的空间的广延
，也看见了更绵长悠远的时间的轨迹
也看见了更绵长悠远的时间的轨迹。
。
我是那样被书中最后一幅跨页的大画面所深深吸引，
我是那样被书中最后一幅跨页的大画面所深深吸引
，这里面
除了属于克莱曼汀号的感伤而浪漫的归宿，
除了属于克莱曼汀号的感伤而浪漫的归宿
，还有太多沉默的
生命故事。
生命故事
。 从古至今
从古至今，
，从海洋到天空
从海洋到天空，
，或微小或巨大的机械残
骸静静地躺在水底，
骸静静地躺在水底
，他们作为人类机械的生命早已终结
他们作为人类机械的生命早已终结。
。然
而 ，水波浮动
水波浮动，
，海草招摇
海草招摇，
，游鱼从锈蚀的舱体间怡然进出
游鱼从锈蚀的舱体间怡然进出，
，那个
更 宏 大 的 生 命 依 然 蓬 勃 上 演 着 它 的 故 事 ，仿 佛 一 切 从 未 改
变 。 正如克莱曼汀号上
正如克莱曼汀号上，
，船体日渐斑驳
船体日渐斑驳，
，船长逐渐老去
船长逐渐老去，
，年青
的梦想却仍在延续；
的梦想却仍在延续
；亦如人世间
亦如人世间，
，历经战争与创伤
历经战争与创伤，
，生活依然
为我们留着那个平凡而珍贵的微笑。
为我们留着那个平凡而珍贵的微笑
。 走进这样一种广大时空
的视野，
的视野
，使我们的生命经验里除了一己之悲喜
使我们的生命经验里除了一己之悲喜，
，也容纳得下更
多了不起的丰富与深刻。
多了不起的丰富与深刻
。
克莱曼汀号的故事结束了。
克莱曼汀号的故事结束了
。 但请你不要太快合上这本
书 ，请耐心地继续翻下去
请耐心地继续翻下去，
，翻到最后
翻到最后，
，读一读那里同样以精心
绘写的货轮历史和船体构成的知识。
绘写的货轮历史和船体构成的知识
。 在我看来
在我看来，
，这不是故事
的点缀，
的点缀
，而是它的重要部件
而是它的重要部件。
。 也许我们中的许多人终其一生
都不会与一艘货轮打交道，
都不会与一艘货轮打交道
，也不曾去过它所抵达的大多数地
方 ，但当你心里装着这样一艘古老的大船
但当你心里装着这样一艘古老的大船、
、这样一些遥远的域
界，生活和生命对你来说
生活和生命对你来说，
，定会因此而充满不一样的光芒
定会因此而充满不一样的光芒。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