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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作家吴
新星获得!青铜葵
花儿童小说奖"银
葵花奖#的长篇小
说 $苏三不要哭%

是 一 部 描 写
!"#" 年前民间
戏班少年学徒生
涯的历史题材儿
童小说&小说以京
剧等传统行当为
入口'描写了特殊
时代人们的境遇
与命运辗转&

生活在江南
小城镇里的林瑞
生家中有父母和
两个妹妹& 一家
五口全仗他爹林
师傅经营的林记
绣铺维持温饱 &

为了减轻家庭经
济压力' 林瑞生放弃了上学读书的机
会'去戏班学唱旦角'开始了与小学徒
们相濡以沫的苦难成长经历&

写痛苦和磨难' 往往比只写人物
简单肤浅的快乐更加能表现人性& 在
当前' 许多儿童文学的热销作品共性
大于个性' 其中的生活都不向苦难汇
集'所有的写作目的都向畅销汇集'走
向了简单和肤浅的感官刺激&然而'儿
童文学必须具备教育的因素' 要在孩
子的心中打下正直(善良(正义(同情(

乐观(悲悯的精神底色&

吴新星动用了童年的所有生活经
验和所居小城镇的民风民俗'投入到这
次写作中& 小说将质朴真诚(豁达慷慨
的价值取向'融入到步步艰难的叙事之
中'悬念强烈'寓教于苦& 从第三章开
始'她就安排林瑞生接受常人无法想象
的苦练'不知何时才能苦出头的强烈悬
念一直紧紧揪着读者的心&少小离家思
念爹娘和妹妹的强烈孤独感'折磨着林
瑞生'也折磨着读者& 直到一次外出办
事'他顺便回了一趟绣铺'才有了一次
短暂的相聚 & 当瑞生含泪叫了一声
!娘) #时'此前一切关于瑞生练功时的
吃苦流泪可说是得到了圆满的回应&

最后'像是为了明白地破题'作者
让书中人物说了一句话*!瑞生'你终于
等来了这一天'终于唱上了苏三& #

苏三是京剧!玉堂春#里的旦角'

这出唱功戏'没有一定功底的演员是
不敢去接的& 瑞生本来可以轻松饰演
已经唱熟了的王宝钏'但他偏偏要迎
难而上& 这时'戏班子流落到上海'遇
到日本军队的大轰炸 & 在这场劫难
中'戏班成员遭受了死伤之痛& 作者
写道 *!现实沉重 ' 如苏三颈上的鱼
枷& 但瑞生经过前面的历练'相信困
苦的日子迟早会熬出头& 就像苏三颈
上的鱼枷'最终会卸去一样& 只是'在
最难熬的时候'一定要坚持住啊) #他
们互相鼓励着&

戏班子在上海的正式演出开始
了'京锣!锵锵锵锵#地敲起来了'瑞生
扮演的苏三上台了' 他唱*!苏三离了
洪洞县'将身来在大街前&未曾开言我
心内惨'过往的君子听我言& #悲悲戚
戚(凄凄惨惨的声音'让所有人听了都
为之动容&

瑞生自己也仿佛陷入到戏曲情
节里面去了'直觉得自己就是落难的
苏三& 但无论怎样'都得振作起来'不
能一味地哭泣啊&

苏三不要哭'苏三不要哭啊)

至此' 作品终于亮出了这部长篇
小说的题目*$苏三不要哭%&

!"苏三不要哭 #吴新星 !著 $天天
出版社 "#$% 年 & 月版%

一位学者的视野!风骨和温度
!!!刘绪源与儿童文学研究

赵 霞

一

刘绪源先生的儿童文学研究和批评影

响深广! 但他首先不仅是一位儿童文学家!

更是一位怀有开阔的学术志趣和深厚的文

化关切的当代学者和文人"背衬着他的儿童

文学研究与批评实践的!是在文学与文化里

浸淫多年积累起的广博精深的见识#洞察和

底蕴"所以!从儿童文学的视角解读刘绪源!

应该看到 $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与

$文心雕虎%&$%%&'背后!他的大量研读#评

说古今文学作品和文化现象的犀利深透的

书话与批评文字(看到$中国儿童文学史略

&一九一六)一九七七'%&$%'(' 的背后!他

的梳理百年中国散文文体与艺术流变脉络

的$今文渊源%&$%)!'(看到$周作人论儿童

文学%&$%!$'的背后!他的细考周作人其文

其人及其文学史位置的专深独到的$解读周

作人%&!""&'(也看到$绘本之美%&$%!*'这

样的儿童文学普及读物背后!他的关注婴幼

儿及*人+的审美发生的$美与幼童%&$+!&

年初版!$%!, 年增订版'!以及$美与幼童%

的背后!他与李泽厚的两部哲学对谈$该中

国哲学登场了,%&$%))'和$中国哲学如何登

场,%&$%)$'"这些看似非关儿童文学的研究

旨趣与成果所代表的那个远不受限于儿童

文学文类边界的视野#积淀和情怀#趣味!构

成了刘绪源先生在当代儿童文学研究领域

的独特身影!也构成了他儿童文学研究与批

评的独特面貌和意义"

二

在当代儿童文学批评界!刘绪源先生

的名字或许最令我们想起中国现代儿童

文学诞生之初!在*五四+新文化思想和精

神的激荡里!儿童文学这个不起眼的小文

类在那些*素养深厚#心态自由+的大文化

人中激起的关注和关切" 当这些文化人带

着他们深厚的素养和开阔的眼界进入儿

童文学的地域!他们也带来了一种开阔高

远的儿童文学的文类观 # 文化观和艺术

观" 某种程度上!刘绪源正是以他所激赏

的那种 *洒脱地游走在各种学问之间的#

素养深厚而心态自由的文化人+的姿态踏

进儿童文学的研究和批评地界的" 他看待

儿童文学的角度和视野!进入儿童文学的

方法和姿态 !都提醒我们 !现代儿童文学

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简单囿于儿童接受

层面的亚文类" 在为*五四+先贤们所看重

的儿童文学这个小文类里!蕴含着现代文

学和文化的一种高远的精神和抱负(在现

代儿童文学的小体量和小题材里!也蕴含

着现代文学写作的高级艺术与智慧"

刘绪源的儿童文学研究和批评实践!

从来都是立足于儿童文学的这种*高远+#

*高级+的境界和精神" 而在从事儿童文学

研究和批评的同时!他也从未放下他在现

当代文学 #思想史 #哲学美学等领域的学

术兴趣和研究实践" 毋宁说!当他由普遍

的文学和文化之 *大 +进入儿童文学的艺

术及其批评之*小+时!他所做的不是专业

范域的某种选择或限定!而是个人文化志

趣的进一步实现和深入" 在这里!儿童文

学与文学 #美学 #哲学等领域的思考和创

造!源头在一!归属在一!精神和标准的层

级在一" 因此!儿童文学*不应被小觑!更

不可以妄自菲薄+" 在儿童文学相对窄小

的学科界域里!跨界而来的刘绪源的名字

和他的研究批评一再向我们证明!儿童文

学是一种具备*高级+性的文学样式!它也

理该向着文学的 *高级 +境界不断打开它

的视野#趣味和品格"

或许!这也是为什么刘绪源谈儿童文学

的作品#艺术#出版现象以及中国儿童文学

的历史等!总能提出令人耳目一新而又切中

肯綮的重要见解" $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

做的是文学研究中毫不讨巧的主题研究!书

中总结的*爱+*顽童+与*自然+三大母题!乍

看同样素朴寻常" 但你仔细读去!思想的光

芒和洞见都藏在进一步的分析里"从今天儿

童文学艺术发展的现实来看!刘绪源在上世

纪 "%年代中期提出的儿童文学的三大基本

母题!其最重要的价值不在于母题本身的揭

示!而在于它的有关母题的阐说!几乎涵盖

了中外儿童文学发展至今形成的若干最基

础的审美精神范畴!这些范畴是儿童文学层

面的! 同时也映照出人类永恒的文化思考#

探求和困境突围的冲动" $中国儿童文学史

略&一九一六)一九七七'%!修史的体量既

不大!述史的规模亦不求完备!却以文学史

脉的重新读解带出大量引人深思的新观点#

新论见" 全书第一论*白话文与$尝试集%+!

提出*小儿声口+的儿童文学语体与现代白

话语体源起之间的内在关联!实际上是在语

言形式的层面上对现代儿童文学的艺术与

文化位置做了新的廓清和提升"这是刘绪源

在$今文渊源%中已经提出的相关论点的进

一步延伸!它对于我们从现代新文化的视角

重观儿童文学!从儿童文学的视角重思新文

化运动!均有独到而深刻的启迪" 而书中关

于陈衡哲#叶圣陶#凌叔华#老舍#张天翼#汪

曾祺等现当代作家及其儿童文学或童年题

材作品的重新解读!对于今天亟须重新整理

的现代儿童文学发展史而言!意义重大而深

远" 他的$美与幼童%!并非儿童文学专域的

研究著作!但作者将儿童文学材料极具创造

和洞见地发挥运用于儿童心理学#教育学以

及人的审美发生的探析!为审美发生学研究

开拓了一个重要的新疆界!也为儿童文学研

究提供了一个阔大的新方向"

三

刘绪源是一位富于创造力的儿童文学

理论家! 但他从不提出大而无当的伪理论

命题"或许是批评家的性格使然!他所做的

一切历史的追溯#现象的总结#理论的建构

等! 无不密切关联着当下文学创作与出版

现实的观察#思考和批判" $中国儿童文学

史略&一九一六)一九七七'%中的历史重

梳和重述!*不经意+ 间总会带出他对于当

前儿童文学现状与问题的审视" $美与幼

童%中的基础理论阐说!同样不时落到当下

儿童教育#生活和观念的现实反思中"这些

年来! 刘绪源对于儿童文学现场的介入热

情绝不亚于他对理论的兴趣"甚至!对于许

多儿童文学的读者来说! 刘绪源的名字更

多地因其代表了当代儿童文学批评的一种

精神和风骨而广为所知! 并且受到大家的

敬重"这些年来!他在充分认可儿童文学发

展的通俗道路的同时! 也向商业童书的艺

术品质与艺术问题# 儿童文学批评的独立

品格等发出深刻的质询" 他极其关注#肯

定#鼓励年轻一代儿童文学作家的创作!也

对他们的作品公开提出诚恳# 坦率的艺术

批评建议" 他的批评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

这个时代儿童文学批评的良知! 他所赢得

的尊敬则向人们证实着批评的精神和价值

在这个时代并未被真正遗忘"

然而! 比理论的气象和批评姿态本身

更重要的或许是! 刘绪源的儿童文学理论

创造的智慧! 以及儿童文学艺术批评的锋

芒! 无不扎根于最生动的作品感受和生活

体验的土壤中"他从不抛开感性谈理论!从

不远离作品谈批评" 他的理论和批评因此

不但是有风骨的!更是有温度的"那是文学

的温度!生活的温度!归根结底!则是人的

温度" 绪源先生是对文学和日常生活中的

美怀着最细致的敏感和最深切的热爱之

人" 这种敏感和热爱滋养他的精神! 也在

他身上默化为一种人文伦理的自律! 那就

是一切理论和批评的实践! 都致力于永不

对文学说谎!永不对美说谎" *美是不会欺

骗人的+!这种建于开阔识见和深透洞察之

上的对*美+的真诚信仰!构成了刘绪源的

理论和批评的基本底色"

仿佛命中注定地! 他的学术志趣和人

文追寻会在$美与幼童%中得到光芒璀璨的

最后定格" 他的所有关于和看似非关儿童

文学的思考积累! 奇妙地汇聚在书中这个

与美有关的*儿童+的形象身上!迸发出令

人炫目的理论华彩和思想灵光" 在他最后

的这部著作中! 遍布着高度浓缩的思想发

明和深刻独到的见解发现! 它们在提出一

种以儿童为独特对象的审美发生研究路径

的同时 !也照亮了通往 *儿童 +和 *儿童文

学+研究的许多幽暗#深邃#有着无限可能

性的道路"

毫无疑问!在当代中国儿童文学的历史

上!刘绪源的名字会是一个被铭记的重要符

号"但他同时也应是一个充满发掘可能的重

要课题" 他的那些富于生命力#生长力的理

论和批评思考将向我们证明!时间的长河磨

蚀一切!但思想的光芒永不黯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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