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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小说是一个他者概念，又被称为启蒙小

说或教育小说。它起始于18世纪末的德国，发展

于19至20世纪的英国、美国，是西方现代小说

类型之一种。成长小说这个概念，与德语Build-

ungsroman相对应，意思是“成长的故事”，即通

过小说的主题、结构和形象来讲述少年经历磨难

的成长过程。比较西方成长小说，中国成长小说

有自己的界定和故事形态，与西方成长小说很是

不同：如果说西方成长小说是在启蒙主义狂飙运

动之后呼应了西方主流社会对“完整的人”的探

寻，那么中国成长小说则是在不同思想文化运动

中呼应了不同时代对新型理想化少年的塑造；如

果说西方成长小说更看重少年成长者身心长大

的过程，那么中国成长小说看重的是少年成长者

身心长大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当代中国70年

的成长小说史，别有独特的演变进程。

50至70年代：
两种模式统领天下

从叙事模式的角度来看，上世纪50至70年

代的成长小说主要呈现为两种叙事模式的统领

天下：革命历史叙事模式和革命写实叙事模式。

革命历史叙事模式在50至70年代的成长

小说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和极重要的位置，如华山

的《鸡毛信》、管桦的《小英雄雨来》影响广泛。不

仅如此，这两部成长小说中的革命历史叙事模式

还成为了这一时期成长小说的典范。此后，具有

代表性的革命历史题材的成长小说相继问世，如

刘真的《我和小荣》、周而复的《西流水的孩子

们》、王愿坚的《小游击队员》、萧平的《三月雪》

《啊！少年》、刘知侠的《“铁道游击队”的小队员

们》、邱勋的《微山湖上》、徐光耀的《小兵张嘎》、

袁静的《红色少年夺粮记》、宋振苏的《我的弟弟

“小萝卜头”》、李心田的《闪闪的红星》等。上述成

长小说大多延续了《鸡毛信》和《小英雄雨来》的

革命历史叙事模式，叙述者大都选取少年视角或

超人称视角，其背后内置的是讲述革命历史英雄

伟绩的巨型国家话语视角；少年主人公大都是革

命者之子或被压迫者之子，经过革命者的导引和

革命战争的洗礼，最终成为“红色小英雄”；小说

的故事情节主要讲述少年主人公被民族战争“所

抛”或被国内战争“所弃”之后充满磨难的成长过

程，正是在此成长过程中，少年主人公由对父母

亲的小爱升华为对党和革命的大爱，成长历程可

谓波澜壮阔，颇具革命传奇色彩。

革命写实叙事模式在50至70年代的成长

小说中比重逐渐增大，分量逐渐加重。不过，与革

命历史叙事的成长小说重点讲述少年主人公的

英雄化历程不同，革命写实叙事的成长小说则重

点讲述少年主人公的克服童稚化过程。这或许是

因为50至70年代成长小说创作的迫切任务并

不是重述少年在革命历史中的成长，而是努力塑

造具有社会主义优秀道德品质的新型少年。因

而，张天翼的《罗文应的故事》、冰心的《陶奇的暑

假日记》都重点讲述了有“缺点”的孩子如何通过

向解放军战士学习而成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好

孩子的曲折过程，由此成为成长小说的典范之

作。在这一时段，杲向真的《小胖和小松》、任大星

的《吕小钢和他的妹妹》、萧平的《海滨的孩子》、

马烽的《韩梅梅》、刘真的《长长的流水》等将少年

放置在合作化等现实背景下，将有“缺点”的主人

公与另一位“好孩子”相对照，进而让主人公成长

为新中国的新型的理想化少男少女。但也有成长

小说的故事情节是由有“缺点”的少男少女被教

育反转为早熟的“小大人”的，如杨啸的《小山子的

故事》。“文革”前夕，在贺宜著、杨永青绘的《刘文

学》中，一个不顾个人安危、与地主展开搏斗、最终

牺牲的完美的少年英雄诞生了，金敬迈的《欧阳海

之歌》进一步塑造了共产主义好战士青年英雄欧

阳海的形象。在“文革”后期，徐瑛的《向阳院的故

事》、杨啸的《红雨》、童边的《新来的小石柱》都延

续了完美的少年英雄的成长仪式礼。上述成长小

说大多选取了《罗文应的故事》和《陶奇的暑假日

记》所确立的革命写实叙事模式，小说的故事情节

也有统一化的设计。

统一化的图景在50至70年代的成长小说

中，并非只是为了讲述少年成长的故事，更是成

为国家文化建设的一部分。这一时期也有成长小

说逸出了统一化的叙事模式的图景，如王蒙19

岁时创作的《青春万岁》既充满诗意地讲述了共

和国初始阶段的青少年对新中国成立的感受和

想象，虽纠正了资产阶级家庭中的青少年的“缺

点”，但阳光中的忧伤的基调和语调还是与当时

的“崇高美”有些不一样。再如萧平的《海滨的孩

子》、任大星的《蟋蟀》、刘厚明的《红叶书签》等也

将诗性叙事模式或日常化叙事模式作为主体叙

事模式，而未能汇入“崇高美”的大合唱。

80至90年代：
多种模式矛盾交替

新时期催生了新时期文学，也为成长小说带

来了新的转折。这种转折首先表现在：成人文学

作家和儿童文学作家共同汇聚在新启蒙主义的

旗帜之下。如果说在五四时期，鲁迅、周作人是在

“救救孩子”的启蒙主义思想旨归下，将“儿童的

发现”与“人的发现”放置在一起进行思考，那么

80年代中国作家就是将“第二次儿童的发现”与

“第二次人的解放”放置在一起进行创作的。其

次，统一化的叙事模式被中断。再次，被长期中断

的儿童问题小说和儿童教育小说得以接续。经由

种种变化，80至90年代，成长小说的叙事模式逐

渐呈现出多样化的图景。

刘心武的《班主任》同时选用了儿童问题小

说的叙事模式和儿童教育小说的叙事模式，前者

用于讲述“文革”浩劫带给北京光明中学的学生

的精神内伤，后者用于讲述班主任张俊石对问题

少年的挽救，从而接续鲁迅曾发出的“救救孩子”

的启蒙主义呼声。但是，超人称叙述视角下的启

蒙目光是否以另一种形式重蹈了儿童本位和儿

童教育理念错位的旧辙？相比之下，王安忆的《谁

是未来的中队长》虽然也选取这两种叙事模式，

但不再使用超人称的启蒙视角，而是使用了少年

成长者的叙述视角，其故事内容与其说是为了解

决问题，不如说是为了提出问题，小说结尾充满

了不确定因素。新时期发端期的儿童文学作家更

倾向于将五四时期的儿童问题小说的叙事模式

“新时期化”，即以现实主义目光直面新时期中国

社会发端期少男少女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如刘厚

明的《绿色钱包》《黑箭》、丘勋的《三色圆珠笔》、

刘健屏的《我要我的雕刻刀》、柯岩的《寻找回来

的世界》都通过悬念的设计、一波三折的情节变

化，提出了令人深思的问题：当代教育应该如何

对待犯过错误、不合规训的“问题少年”，是相信

还是否定，是爱护还是打击？

儿童教育小说和儿童问题小说这两大叙事

模式被接续至80年代中期，伴随着思想解放进

程的巨大推进，出现了儿童问题小说叙事模式独

受青睐的现象。铁凝的《哦，香雪》《没有纽扣的红

衬衫》以写实的笔法将少女在成长过程中的心理

问题与新时期中国社会的变革联系在一起，使得

儿童问题小说的叙事模式不仅深化了成长小说

的主题，还丰富了成长小说的样式。80年代中期

的成长小说继续选用儿童问题小说的叙事模式，

且突破了儿童问题小说的叙事模式。丁阿虎的

《今夜月儿明》首次涉足少男少女恋情题材，引发

争议；陈丹燕的《上锁的抽屉》揭秘少女因身体生

理的成熟，引人注目。两篇小说都内置了隐秘叙

事模式。80年代中期，“儿童问题小说”的叙事模

式还被配置以隐喻叙事模式。曹文轩的《古堡》、

梅子涵的《蓝鸟》、常新港的《独船》、程玮的《白色

的塔》、秦文君的《少女罗薇》、张之路的《题王许

威武》、陈丹燕的《黑发》等都聚焦少男少女不被

人所知的精神心理的问题。此外，80年代中期的

“儿童问题小说”的叙事模式还伴随以古典诗性

叙事模式和意识流叙事模式，等等。

80年代末至90年代，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学

被中国当代作家所推崇。先锋作家特别热衷于西

方成长小说的叙事模式，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成长

小说有：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四月三日事

件》《在细雨中呼喊》、王朔的《动物凶猛》、王安忆

的《纪实与虚构》、苏童的《少年血》、叶弥的《成

长如蜕》等。这些小说虽然选取现实题材或历史

题材，但其中个人与世界的关系不再听命于现

实世界中的任何理性化的观念，而是在理性化观

念的碎裂声中反叛现实世界的既定秩序，由此让

成长者体验惆怅、空虚、孤独、无助乃至死亡等成

长伤痛，最终完成自我的身心蜕变，见证个人的成

长礼。这类小说大多可以概括为非理性的叙事模

式，即选取被压抑的少男少女作为主人公和叙述视

角，设计“出门”“逃离”“堕落”等非理性行动作为核

心情节，深描主人公“在路上”欲望的释放以及“被

抛”后遭遇的磨难，以表达成长者对既有秩序的反

叛。此外，陈染的《私人生活》、林白的《一个人的

战争》、卫慧的《艾夏》、棉棉的《啦啦啦》等一些女

性作家的成长小说通过“镜像”“身体”“初夜”“子

宫”等私人化的欲望描写，将80年代成长小说中

的个人化少女心事改写为私人性的少女欲望，以

自闭的方式表现人与外面世界的关系，进而以拒

绝成长的方式来讲述成长的过程，并试图以此确

立现代女性的自足身份和独立地位。

这一时期，现实主义的写实叙事模式对于成

长小说依旧具有强劲的吸引力。肖复兴的《青春

三部曲：青春奏鸣曲》和陈丹燕的《女中学生三部

曲》都以写实叙事模式回应了转型期的少男少女

所遭遇的两代人互不理解、青春发育期困惑等普

遍性问题。特别是出生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第

四代儿童文学作家更是倾向于将写实主义叙事

模式作为小说的主体叙事模式，创作了一批优质

的成长小说代表作。其中，程玮的《少女的红发

卡》、张之路的《第三军团》、秦文君的《十六岁少

女》《男生贾里》《女生贾梅》、黄蓓佳的《我要做好

孩子》、董宏猷的《十四岁的森林》《一百个中国孩

子的梦》、金叶的《都市少年》三部曲等不仅获得

市场上的成功，而且取得了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史

上的历史性突破。这些作品在个体化视角下追求

现实感和时代性的融合，接续了被中断了的儿童

本位论，塑造了鲜活的新型少年形象。在现代主

义和现实主义的诸多叙事模式之外，曹文轩的成

长小说中的古典诗性叙事模式是一道独特的风

景。《山羊不吃天堂草》《草房子》《红瓦》等不仅将

古典美感与现代意蕴融合起来，而且在古典诗性

叙事模式中塑造了桑桑、杜小康等具有高贵美学

的新型中国少年。此外，革命历史叙事传统也始

终被承继。例如：张品成的《赤色小子》《北斗当

空》皆是讲述红军革命历史题材的优秀之作。

21世纪：
多种模式博弈与立足原创

21世纪第一个10年的儿童文学创作，既迎

来了儿童文学出版的“黄金十年”，也相遇了史无

前例的“分化期”。这一点，既表现在儿童文学作

家分化为纯文学作家和通俗类作家，更表现在整

个儿童文学创作本身因受到商业性童书、国外引

进版，以及青少年写作的三面夹击而显得有些沉

寂。虽然儿童文学作家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里

创作了《细米》《青铜葵花》（曹文轩）、《天棠街3

号》（秦文君）、《亲亲我的妈妈》（黄蓓佳）、《伤花

落地》（常新港）、《少女的红围巾》（程玮）、《腰门》

（彭学军）、《男孩女孩含羞时》（徐鲁）、《纸人》（殷

健灵）、《远方的矢车菊》（李东华）、《舞蹈课》（三

三）、《少年摔跤王》（翌平）、《我们之间》（韩青辰）

等优质作品，但客观地说，上述成长小说在第一个

10年里很有些寂寥。然而，正是这些成长小说，自

觉地承担了对新世纪少年儿童精神导引的职责、

探索了成长小说的原创性叙事模式，取得了不可

忽视的创作实绩，平衡引进版的失衡性、对抗商业

童书的复制性、反拨青少年写作的颓靡性。作家

们不仅更加自觉承继鲁迅确立的古典诗化小说

叙事模式，而且以古典诗化小说叙事模式塑造出

高贵的中国少年形象，其世界性影响也在扩大。

21世纪第一个10年，以“80后”为主力军、

“90后”为生力军的青少年作家创作的成长小

说，与儿童文学作家创作的成长小说并置存在，

且形成博弈关系。如果依据时间顺序和文化立场

来划分，青少年作家创作的成长小说分为三种类

型：亚文化成长小说、时尚化成长小说和纯文学

成长小说。韩寒的《三重门》作为青少年作家的亚

文化成长小说的发轫之作，一出版就受到青少年

读者的热捧，且很快成为反叛少年的“偶像级”作

家，领衔了青少年作家对现行教育体制、乃至对

诸多压迫性力量进行颠覆的写作风尚。此后，春

树的《北京娃娃》《红孩子》、易术的《陶瓷娃娃》、

李傻傻的《红X》、李海洋的《不良少年査必良伤

人事件》、孙睿的《草样年华》等都以反叛的方式

积聚创作成长小说的能量。与韩寒的凌厉文风不

同，郭敬明的文字有迷魅、疼痛、玄幻、优雅的时

尚之美，很快成为时尚化成长小说创作的领军人

物。2006年以后，与亚文化成长小说创作与和时

尚化成长小说创作的一夜爆红非常不同，纯文学

成长小说既接受了新世纪文学生产机制中市场

化要素，又一路在摇摆中日渐强大。其中，笛安的

《告别天堂》、张悦然的《誓鸟》、周嘉宁的《往南方

岁月去》、七堇年的《大地之灯》等都是表现“80

后”成长疼痛的代表作。不过，这三类成长小说无

论存在多大的差异，但都以各自不同的叙事方式

表达新的成长小说观，探索新的成长小说样式。

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特别是党的十八大

召开之后，新时代的儿童文学作家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努力创造儿童文学的原创新气象。当下

成长小说不仅主题多重、题材丰富、人物饱满，而

且叙事模式多样，极具原创性，由此建立了新时

代中国成长小说的独立美学。

首先，新时代中国成长小说不再单向度地援

引西方成长小说的残酷美学，而是依凭自身的文

学传统重建新时代的秩序美学。作家立足于中国

古典诗性文学传统，选取中国古典诗性叙事模

式，兼容写实主义的白描性手法，形成了古典美

感、写实底色、现代意蕴的文本世界，以此重建

21世纪文化的秩序美。古典诗化叙事模式在新

时代的成长小说中不再是被一位或被一代儿童

文学作家所选用，而是被一个有流无派的、不同

代际的儿童文学作家群所共用，如曹文轩的《蜻

蜓眼》《穿堂风》《蝙蝠香》《萤王》、张之路的《吉祥

时光》、黄蓓佳的《童眸》、汤素兰的《阿莲》、邓湘

子的《牛说话》、曹文芳的《牧鹤女孩》、小河丁丁

的《唢呐王》、张吉宙的《青草湾》、刘耀辉的《野云

船》、王苗的《落花深处》等。这些小说皆通过古典

诗性叙事模式，思考童年与成人、历史与现实、过

去与未来等文学关心的人类问题，以此重建中国

人的精神信念。其二，新时代儿童文学作家在创

作成长小说时，还选用了儿童心理问题小说的叙

事模式和影像化的叙事模式，二者都具有原创

性。选用儿童心理问题小说叙事模式的优质成长

小说有：常新港的《尼克代表我》、李东华的《焰

火》、殷健灵的《爱——外婆和我》、陆梅的《无尽

夏》、汪玥含的《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周敏的

《北京小孩》等；选用影像化叙事模式的优质成长

小说有：萧萍的《沐阳上学记》、周晴的《了不起的

许多多》等。无论选用哪一种叙事模式，都是为了

显现不同历史时空中的少男少女的隐秘的心理

世界。其三，新时代儿童文学作家在创作成长小

说时，丰富了革命历史叙事模式。谷应的《谢谢青

木关》、黄蓓佳的《野蜂飞舞》、张品成的长篇小说

《我的军团我的兵》、李东华的《少年的荣耀》、薛

涛的《满山打鬼子》、史雷的《将军胡同》、左昡的

《纸飞机》、王苗的《雪落北平》等以不同的审美风

格，借助于革命历史叙事模式，讲述了革命战争

语境下的中国少年如何获得高贵的成长礼。这些

小说不再局限于以往的敌我对立，而是改写为能

够展现中国人精魂的爱与美的生命哲学。另外，

刘海栖的《小兵雄赳赳》讲述了16岁少年刘立宪

的英雄梦，既将徐光耀的《小兵张嘎》的小兵叙事

传统进行了新时代的转换，也为新时代少年儿童

提供了新英雄理想主义。

同时，刘心武、梁晓声、肖复兴、叶广岑、毕淑

敏、张炜、马原、王安忆、赵丽宏、裘山山、阿来、杨

志军、柳建伟、荆歌、毕飞宇、周晓枫、李云雷、徐

则臣、马金莲等当代文学名家纷纷跨界从事儿童

文学创作，仿佛复现了五四一代作家为儿童创作

的盛景。张炜的《少年与海》《寻找鱼王》复活了鲁

迅的《故乡》中的海边沙地上的少年形象，让海边

少年在胶东海域的传奇世界里由自然之师导引

而不断重生。赵丽宏的《童年河》和《渔童》将生命

流逝时保有的童真之美、人性扭曲时保有的刚直

之美、生命“被抛”时保有的高贵之美作为少年成

长的必修课。阿来的《三只虫草》和杨志军的《巴

颜喀拉山的孩子》都讲述了藏地少年如何在时代

变迁中追求高洁的精神信仰，为新时代少年儿童

提供了一个弥足珍贵的理想高地。

70年成长小说的历史进程始终与国家文化

语境的变迁联系在一起。70年成长小说的叙事模式

从统一、经多样、至立足原创的新气象的演进过

程，固然是新中国成长小说自身发展的历史性进

程，同时也是新中国当代社会发展的历史性进程。

70年成长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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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子的恩典 ………… 孙 频

于洪 ………………… 班 宇

你的边际 …………… 王威廉

老卞，你的麻烦来了… 川 妮

难以启齿的身世 …… 刘荣书

百分之百的痛 ……… 黑 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