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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时期儿童文学中的童年样态及精神展现
□周博文

想象的童年、理想的童年与真实的童年三类

童年样态的书写，造就了现代儿童文学丰富的文

本景观，与之相应的童年精神则有相对不同的展

现。现代儿童文学中的童年样态书写及童年精

神体现了作家对于启蒙与新生、儿童与未来等诸

多问题的思考，也受制于主流话语、文艺思潮的

衍变。

想象的童年：洁净——新生

五四启蒙运动后，童年的歌咏、儿童的崇拜

成为了文坛独特的创作风潮。童年在文本中显

现出新生、希望、洁净、明丽的精神质态。启蒙一

方面是变革旧社会的决心，另一方面是对新秩序

新价值的渴望，而儿童、童年纯净清洁的空间则

是想象新世界、新价值的对应物。

冰心在《繁星》中写道：“万千的天使，要起来

歌颂小孩子；小孩子! 他细小的身躯里，含着伟

大的灵魂。”在现代文学初期的创作文本中，童年

是远离苦难与异化的世界，是人之初的洁净世

界。“宝宝你睡吧，妈妈为你摇着梦境的树，摇下

一个小小的梦儿来。宝宝你睡吧，妈妈为你拣两

朵紫罗兰，送灵魂儿到你笑窝里来。”（陆志伟：

《摇篮歌》）成人作者在作品中将童年演绎为简

单、纯美、快乐的精神空间。“我弄小猫，你抱弟

弟，哥哥打铁圈子……在这快乐的天地里，大家

全微笑地游戏。”（郑振铎：《快乐之天地》）

儿童是被发现的新事物、新风景，对童心的

崇拜与肯定，某种程度上是对以老为尊的封建伦

理价值的反叛。叶圣陶的《小白船》营造了一个

儿童式的纯净王国，这里拒斥着成人的进入，“老

人也不配乘这条船，老人脸色黝黑，额角上布满

了皱纹，坐在小船上，被美丽的白色一衬托，老人

会羞得没处躲藏了。这条小船只配给活波美丽

的小孩儿乘。”《小白船》中的时空是与现实世界

对立存在的，这里清洁、明净，作者在文本中潜在

地批判了老者居上的思想观念，溶注了启蒙话

语。想象中的儿童，多具有朴素、纯良的道德美

质，具有模范功能与楷模意义。在儿童小说《义

儿》中，小主人与作为长辈的老师、家长抗衡，他

们之间的观念差异以及义儿最后的胜利，凸显了

儿童身上所代表的新思想、新价值的胜利，“义儿

还是往日的义儿，而且更高兴了一些”。

现代时期，童年书写总与独特的地域联系在

一起，书写童年、故土，一定程度上代表与呈现了

现代文学的怀旧主题。怀旧中的童年书写，所寄

托的是一种童年的精神与价值：初心、洁净、希

望，是人之所以能延展精神生命的基础，如周作

人的《故乡的野菜》、丰子恺的《忆儿时》等。冰

心、俞平伯等作家在回忆与想象中，完成了文本

中童年王国的建设。童年所指向的是与现世不

同的价值准绳，在那里，儿童是向着理想生活前行

的燃料与动力，也是反躬自省的一面镜子。丰子

恺在《从孩子得到的启示》一文中说：“孩子能撤去

世间事物的因果关系的网，看见事物的本身的真

相。他是创造者，能赋给生命于一切的事物。他

们是艺术国土的主人。”

理想的童年：觉醒——反抗

与纯真童年形态同时出现在文坛上的还有

这一类童年形态，文本中的儿童少年老成、肩负

重托，敢于反抗社会黑暗，建立新的世界秩序。

文学中，儿童的发现与人的发现一样，是现代民

族国家思想建制的重要构成。郑振铎发表在《新

社会》杂志创刊号上的《我是少年》，具有反抗与

战斗精神的少年既是毁弃旧有的行动者，更是未

来世界的建设者。“我是少年！我是少年！/我有

如炬的眼，/我有思想如泉。/我有牺牲的精神，/

我有自由不可捐。/我过不惯偶像似的流年，/我

看不惯奴隶的苟安。/我起！我起！/我欲打破

一切的威权……”作品突出地呈现了童年所代表

的新生力量，他们肩负改造一切的使命。瞿秋白

1923年写作的《那个城》中出现的儿童形象与

“那个城”具有明显的象征意味。儿童坚定地走

向“那个城”——“一切亭台楼阁砖石瓦砾都锻得

煊红。”小孩子的身后是无声的夜，这样的时空

“披着黑氅”，是一片黑暗无光的旧世界。在文中

“城”是光明、温暖的场域，儿童作为大胆的行动

者，成为了毁弃旧有迎接新天的先锋。“是时候

了，小孩子，走吧。他们，等着呢！”

在想象人、呼唤人、塑造人的文学创作上，儿

童文学也回应着时代主潮。郭沫若在1920年创

作的儿童诗剧《黎明》中写道，“哥哥，你醒了/妹

妹，你醒了/哥哥，你看，天已黎明了/妹妹，你看，

海已太平了……我们早已醒了/我们早已解放

了！”儿童的苏醒带来了对自我力量的确证，作者

更赋予他们建设理想世界的行动力量。“我要荡

涤去一些尘垢秕糠，我要制造出一些明耀辉光/

冰岛化成水，重新制造出一个大洋/火山喷出

了，一座赤裸裸的岛邦。”用觉醒的童年改造满

目疮痍、腐朽颓败的旧世界，在儿童身上寄予对

未来的美好想象，在这些作品中，童年精神代表

着一种觉醒的精神，儿童是成人设定的承担新旧

世界承接转换的理想改造者，这股新生力量有冲

破一切阻力的能量。

知晓真实的社会与人生，具备反抗意识、能

够积极地参与阶级斗争……随着现代中国时局

的急遽变化，儿童文学的创作风潮也随之变化，

理想的童年需要一批理想的儿童形象，这样的儿

童可能是巴金《长生塔》中看清尖锐的阶级矛盾

与严酷的现实斗争，敢于损毁权威、灭除封建偶

像的小读者；也可能是张天翼《大林与小林》中

正直勇敢、不畏强权，具有反抗意识与精神的小

林。反叛老成的童年在叶圣陶的儿童文学中，

不单单只是文本中所塑造的知晓世间疾苦的儿

童形象。（如《祥哥的胡琴》中的祥哥，《克宜的经

历》中的克宜，这些孩子深谙世间的黑暗、腐朽、

不公，是作家所设定的老成型的理想儿童。）在叶

圣陶这里，少年老成型儿童也是对隐藏儿童读者

的阅读能力与社会化程度的设定，作者希望儿童

读者能变成这样一个通晓世事、有觉悟与决断力

的社会化儿童。（如《跛乞丐》《蚕和蚂蚁》《火车头

的经历》等，作者寄希望通过童话创作，教育包括

儿童在内的广大读者成为洞察真实社会与人生，

认清阶级现实的理想读者。）

九一八事变之后，陈伯吹所创作的《阿丽思

小姐》，书中阿丽思小姐为底层人民打抱不平，与

万虫国的大蟒皇帝、百足大将、蝗虫中将等侵略

势力斗智斗勇，具有鲜明的反抗精神。阿丽思小

姐号召大家“迎战万恶的帝国主义者！弱小民

族抵抗侵略万岁万万岁！”音乐会上，阿丽思发

表演讲，她在演讲中说道：“萤博士，米蛀虫、蜜

蜂老板是什么东西？资本家！坏蛋！然而地头

蛇警察、瞌睡虫法官，也是坏东西，他们是走

狗！当然大蟒皇帝，蜈蚣将军等等，都是该杀

的！”小说最后，阿丽思决定“把着一些强权即公

理的流氓，杀个痛快！杀个干净！”这里的阿丽

思，是成人权力与思想的传声筒。这部作品呼

应了主流的革命文学话语，过于介入现实，消解

了作品的儿童性，所展现的具有反抗意识的童年

形象与真实童年有所脱节。

上世纪30年代后，文本中的童年逐渐告别

了天真浅白无邪童稚的样态，成为了内反压迫、

外抗外侮充满了斗争色彩的老成儿童。这些文

本中所展现的是成人设想的理想童年：对于时局

有清醒的认识与反应，儿童能够清楚地认识世界

改造世界并进行各种革命与斗争。觉醒、反抗是

这类童年样态文本中所凸显的童年精神表达。

真实的童年：悲惨——挣扎

现代时期，底层的儿童生活往往是复杂而悲

惨的。儿童作为作家批判封建礼教、纲常道统的

文学对应物，在问题文学中是常见的题材与形

象。鲁迅的《狂人日记》批判了几千年来封建社

会“吃人”的事实，文中的儿童不仅受制于封建家

长权威，更免不了生来“被吃”的噩运。“妹子是被

大哥吃了。”“大哥说爷娘生病，做儿子的须割下

一片肉来，煮熟了请他吃，才算好人。”吃人成了

普遍的社会现象，“被吃”的儿童难以摆脱的苦难

命运。《明天》中母亲单四嫂子求神许愿、开单吃

药，穷尽办法却无法医治好自己的儿子宝儿，宝

儿作为一个独立的生命体，本可以继续他刚刚萌

芽的人生，却在受尽各种大仙、先生的无效诊疗

后撒手人寰。冰心的《最后的安息》中，来到乡下

的惠姑帮童养媳翠儿洗衣服，教她认字，而当翠

儿每次再见到惠姑，也觉得“如同有一线灵光，冲

开了她心中的黑暗”。但脆弱的情感并没有照亮

无边的黑暗，对爱与曙光的向往很快被黑夜吞噬

殆尽，这位女童在生命弥留之际，对惠姑说：“姑

娘……这些字我……我都认……”字虽然是光明

与新生的象征，可苦难的儿童却无力冲破无形的

束缚去获得它，脆弱的希冀总是夭亡于萌芽，生

命的早夭成为了最终的结局。叶圣陶小说《这也

是一个人》中，作为封建包办婚姻的“殉难者”少

年女主人公伊，虽然是自然的生命体，却如同牲

口一样被父家与夫家轮番欺凌。在丈夫死后，伊

的父亲、公公、婆婆对待她的方式是“伊是一头

牛，如今用不着了，便该卖掉。把伊的身价充伊

丈夫的殓费，便是伊最后的义务”。

底层儿童悲惨挣扎的真实形态，是作家们改

良社会的情感对应物，以儿童形象为中心的问题

文学，也成为当时很多作家进行批判、诊疗社会

的一种文学想象方式。此外，复杂多样的童年风

景也在许多儿童文学作家笔下显现。叶圣陶早

年有切身的教育经验，在他的长篇小说《倪焕

之》中，作者曾借主人公之口感叹到“最大的学

生不过十岁光景……儿童的爱娇，活泼，敏慧，

仿佛从来不曾在他们身上透过芽……街头那

些……流氓的典型，在他们里头似乎很可以找

出几个”。叶圣陶笔下的童年并不都以纯净、明

丽的形态出现。在具体的文学创作中，叶圣陶也

注重挖掘童年困惑挣扎及复杂多元的面向，在儿

童小说《义儿》中，叶圣陶成功塑造了倔强儿童沈

义，“一种不可名的力驱策着他奔下讲台，一把抓

住义儿的左臂，用力拉他站起来。义儿有桌子做

保障，他两手狠命地扳住桌面，坐着不动；他的脸

色微青，坚毅的神色仿佛勇士拒敌的样子……”

作品细致地描摹了主人公内心活动以及外在情

绪，通过细节与动作，表现出主人公在与成人对

峙中的矛盾挣扎，以及两代人观念的难以调和。

以书写纯洁童心见长的作家凌叔华，在她笔

下，既有纯真可爱的“大乖”、“二乖”（《小哥儿

俩》）；也有看到社会黑暗内心挣扎无奈的“小

英”。在其作品《小英》中，小英对三姑姑做新娘

子这件喜事充满着想象与期待，“有一晚上，小英

做梦梦见三姑姑装新娘子向着她笑，把她倒笑得

羞了。”但当小英在婚礼上看到三姑姑的婆婆，却

“怕得睡不着……她的样子真难看，比隔壁朱大娘

还凶！”当三姑姑来到祖母家，诉说出嫁后备受屈

辱的苦痛遭际，小英又转而对张妈说：“三姑姑不

做新娘子行吗？”儿童、童年的矛盾挣扎在面对成

人、成年世界时更加凸显。童年不单是天真快乐，

在文本中，也作为扭曲世界的镜面，映照现实的污

浊黑暗。悲惨、挣扎的童年在现代文学里有特定

的唤醒民众的功能，是作家批判现实的载体与对

应物。

想象童年的洁净，理想童年的老成，真实童

年的悲惨，共同形塑了现代时期儿童文学丰富的

童年景观与多元的童年精神，体现出作家基于自

身童年经验、童年记忆的挖掘以及对“启蒙”“革

命”等历史话题的回应。这些文本是对儿童在内

的民众进行影响的工具，具有宣传与唤醒的舆

论功能，也由于此，文本中真正的儿童意识、儿

童声音、儿童权利的表现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削

弱与压制，显示出在现代中国时期，儿童文学及

其样态、精神的表达与时代话语、成人权力的复

杂纠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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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作为中国现代文

学的组成部分，与中国现代文学一样借

助了“五四”文学革命摧枯拉朽的强大力

量。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得以萌生，又

以近现代儿童观或称童年观的觉醒为先

决条件。正像王泉根教授所指出的：从

某种意义上说，一部儿童文学发展史，就

是成年人“儿童观”的演变史。

值此“新文学”百年之际，周博文博士（江西财经大学人文学

院）的《现代时期儿童文学中的童年样态及精神展现》，回溯了中国

现代儿童文学史中阶段性的童年表征及其内里所呈现的、演变中

的现代童年观。论文对于当下儿童文学与儿童观的认识，同样具

有启示意义。它确认了儿童文学内里的复杂性：很多时候，儿童文

学并非仅仅是基于“儿童”的文学，而是基于某种社会问题的针砭，

某种未来建构的诉求。因此，某些创作中，儿童文学就是“目的”，

而某些创作中，儿童文学仅是“方法”。

——崔昕平

儿童小说是直接描写儿童现实生活的，它酷似儿童生活

又高于儿童生活。童话不直接描写现实生活，它描写超自然

幻想。超自然幻想是什么呢？就是想象万物有灵什么的，动

物、植物、桌椅、板凳、玩具、时间、空间、数字、语言、眉毛、尾

巴等等都有生命，作家可以将它们形象化、拟人化。超自然幻

想给孩子们带来的是新奇感、振奋感、兴味感，对孩子们自然

有吸引力。童话美和所有艺术美一样，客体的美要和主体的

欣赏相结合，美才能成其为美。

作家为了创造童话美，按照超自然幻想方式，编制出来

的故事情节和儿童小说相比成了另一番情景。它能使情节天

马行空，自由驰骋。《随风而来的玛丽·波平斯阿姨》描写保姆

转动指南针，带着孩子们瞬间就能周游世界，去北极看冰洞，

去南方看棕榈沙滩等等，就体现出幻想的无拘无束，如梦幻

一般。或者按照超自然幻想的方式，还能使事件发展推向极

至。普希金的童话诗《渔夫和金鱼的故事》描写老太婆向金鱼

要个木盆，然后又要木房，再要做贵妇人、当女皇、当海上霸

王，当贪欲达到极点，金鱼让她哪里来，再回哪里。于是老太

婆又住泥棚，又守着破木盆了。作品让读者经历了一番大起

大落的美的心灵历程。还有，利用超自然幻想方式有的还使

故事情节发展出现绝顶荒诞。诸如意大利卡尔维诺的《一个

分成两半的子爵》描写梅达尔多子爵在战争中被打成两半，

这两半居然都被救活，后来一半干尽坏事，一半干了许多好

事，再后来两半又合成一体，和常人一样，有好的一面，也有

坏的一面。其构思何等别出心裁、绝妙离奇，显示着一种出奇

制胜之美。

拟人形象作为物性与人性的结合，往往利用物性的某方

面特征，与某人的某一点性格结合，使形象特色鲜明，情趣十

足。《木偶奇遇记》中匹诺曹的形象，既有木头的属性，穿着树

皮鞋，长着一个长鼻子，又是个处于成长中的孩子，善良、有

同情心，能见义勇为。可他不听大人的话，不好好学习。被猫

和狐狸所骗，又落到强盜手里，还掉入海中，经历种种磨难，

由于仙女和父亲的救助、教育，最后变成一个好孩子。作品将

一个成长中的木偶孩子的稚气可爱表现得活灵活现，很有美

的欣赏价值。又如孙幼军塑造的怪老头，短发谢顶、白胡茬，

满脸核桃皮一般。可本事大得很，能将两只小鸟放进赵新新

肚子里吃虫子，治好了赵新新的肚子痛；又变出个赵新新的

代表替赵新新做作业，制造滑翔机让赵新新在比赛中大出风

头。怪老头儿还总也知道赵新新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总也

能投其所好，分解忧愁。这样的形象奇妙逗乐，使小读者心旷

神怡，从中得到美的享受。

当然，寻找童话美不能就此止步，还有奥秘需要探究。比

如说艺术幻想如果失去与现实生活的联系，能怎么样？美还

能成其为美吗？如郑渊洁笔下的皮皮鲁顽皮、捣蛋、敢想敢

干，想岀了乘二踢脚上天的把戏，组织了巧克力乐团和泡泡

糖飞行，拨动改变地球自转的时钟，还想大战牛魔王，到309

暗室探险等等。这异想天开为什么能让小读者欣喜若狂，是

因为它本来就是现实生活中孩子们活泼好动天性的写照，孩

子们在受到禁锢、精神一旦释放之后，其好动好玩的天性经

作家捕获，加以艺术加工，表现在作品中就令人惊叹不已。

可艺术幻想与现实是不是只要有所联系就行了呢？恐怕

还不能这么说。因为美的境界有高下之分，这种高下体现在

对现实的要求上非同一般。它要求现实问题的广泛性、普遍

性，或者代表性、典型性。《怪老头儿》《随风而来的玛丽·波平

斯阿姨》揭示孩子渴求得到理解他的朋友，渴求摆脱严厉的

管教和呆扳的生活，这类问题就有一定的代表性、典型性。作

家利用幻想反映它们，使儿童读者能引起共鸣，得到的美感

才是有内涵、有高度的。如果作家对现实没有筛选，见什么就

反映什么，或者将个人偏见与幻想结合，读者反响范围过于

狭窄，或读者反响比较冷漠，就意味着美的魅力不足，美的价

值自然降低。

它还要求现实问题的深刻性，或具有某种本质特征与哲

理意味。《渔夫和金鱼的故事》采用夸张手法将老太婆的贪欲

推向极至，揭示了人心不足蛇吞象、物极必反之生活本质与

规律，给人的教训和启示是十分深刻的。《一个分成两半的子

爵》那怪异、荒诞的想象，揭示人的多面性何等鲜明，何等透

彻，其哲理意味是很浓的，其审美价值是不同凡响的。

它所要求的现实有的还包含人世间浓浓的真情、深情。

诸如美国童话《夏洛的网》描写蜘蛛夏洛多次苦心设计，吐丝

识字拯救小猪威伯于生命危急时刻，由于用丝过多，最后心

力衰竭而亡。威伯不忘恩情，将夏洛死前造好的仔囊带回农

场，让夏洛的孩子安全出世，有的孩子还陪伴着威伯，可威伯

永远忘不了老朋友夏洛。此中饱含多么真挚、深厚的情谊，对

读者心灵的震撼是不言而喻的，美的境界也由此得到提升。

经艺术加工的幻想对现实的联系如此重要，可还要回过

头来说说这幻想本身，因为读者首先接触的是幻想，如果幻

想形式一般，读者看不下去，或只是勉强看下去，那美感就打

了折扣。真正的优秀童话，幻想本身也是精彩纷呈的。它们往

往在取材上视角和认知独特，能突破常人的思维定势，有新

的发现，个性化的构造，而绝不会步人后尘，仿照模拟。它们

往往既新奇，又能自圆其说，而绝不会捉襟见肘，让人难以认

可。有关这一点最应该提到的是安徒生的《皇帝的新衣》，其

中设置骗子的骗术是，宣称並不存在的衣服只有不称职和愚

蠢之至的人才看不见，大臣们和皇帝当然害怕成为这类人，

也就都说自己看到了衣服，衣服是何等漂亮，进而导致皇帝

心甘情愿裸体游街。这种心理逻辑被作家大胆运用，并且一

贯到底，收到令人信服的效果。作品因此而精彩绝伦，广为流

传，永存世世代代。它们涉及同一现实问题，构造的幻想形式

往往能各具匠心，让读者感到各有各的精彩，而绝不会邯郸

学步，倒人胃口。

幻想是通过文字来表达的，我们从童话与儿童小说的区

别中探究童话美，但切切不可忽略的是童话和儿童小说的共

同点即二者都是语言的艺术，童话的幻想形式离了语言便什

么都没有，语言材料精良、别致，幻想故事才能精准、生动，所

以寻找童话美，还得探究艺术语言的运用。宗璞童话《寻月

记》描写月色：“是谁在大地上泼的银？是谁在树叶上染了霜？

一幢幢房屋，一层层树木，一层深，一层浅，一层浓，一层淡，

整个世界真不知多大多远，月光如同清凉的水，浸透了黑夜。

夜，几乎透明。”这样的文字如诗，如画，是下了功夫，用了心，

经过反复打磨的。还如作品中说宁儿和小青长得像：“简直就

像两颗豌豆，只是一粒大些，一粒小些。”这比喻多么贴切、形

象！若我国的童话都能以如此精致的语言材料构建，想必其

质地，其意境，其美感，都能上一个台阶。

寻找童话美让我们感受到幻想的丰富神奇、胆大妄为、

出奇不意，这往往与作家的知识、阅历、灵感、变通等因素有

关。鉴于奇思妙想之作虽然时有出现，但还不算太多，要改变

这种现状，思维定势和认知观念都有必要进行大的变革，幻

想才会左右开弓、纵横捭阖、新奇妙绝。有关幻想对现实问题

的揭示，目前有的作品揭示问题平平，对读者没有多少启示

性；或联系的现实谈不上普遍性、典型性，仅仅反映了个别情

况与自己的偏见，不能与读者形成共鸣，这在一定程度也影

响了作品的美感，需要引起注意。童话形象的塑造成功是作

品质量高、能深入人心的重要因素。丑小鸭、海的女儿、匹诺

曹、怪老头儿就使作品大大增添了厚重感，甚至使作品能流

传千古。我们当前的童话创作大多限于幻想故事的精彩，童

话形象或也能引人注目，或只能在故事中起穿针引线的作

用，在小读者脑海中能留下深刻印象的还不多，在这方面还

需多多努力。

美的语言是童话作为文学艺术之美必须具备的。可即便

是当前比较著名的一些童话作家，对文字的推敲也是重视不

够的。我们必须认识到文字修养的缺失使作品质量打了折

扣，童话之美受到的负面影响是直接的。这方面的修养是非

加强不可的。

寻找童话美，无疑对作品优劣起追根溯源之作用。让我

们追寻美的佳境，克服弊端，为孩子们创造出更多优秀作品。

寻找童话美
□杨实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