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朋友》与海派儿童文学
———从黎锦晖的办刊理念说起

郑开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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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黎锦晖的名字，大多数人都只知

道他是个音乐家， 中国流行音乐的奠基

人，因为创作《毛毛雨》等流行歌曲而受到

不公正的待遇，殊不知他还是中国现代儿

童文学的奠基人之一，为中国现代儿童文

学的发展作出过无与伦比的贡献。

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历史不过一百

余年。1916 年，茅盾从北京大学预科毕业，

来到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 正在上

海商务印书馆主编《童话》丛书而被茅盾

称之为“中国童话的开山祖师”的孙毓修

非常赏识茅盾的才华，主动邀请他一起编

辑 《童话》。 从 1917 年下半年起至 1920

年，茅盾接连编写了 27 篇“童话”，成为他

从事文学创作的试水之作。 1921 年，茅盾

接手主编改革后的《小说月报》，无暇顾及

《童话》， 正好郑振铎从北京来到上海，于

是便接过了《童话》第三集的编辑工作。 次

年 1 月，郑振铎便创办了中国第一本儿童

文学期刊《儿童世界》，每周一期，一个季

度 12 期为一卷，并自兼主编。

郑振铎和茅盾是文学研究会的领军

人物，登高一呼，就此掀起了一场始于上

海，波及全国的声势浩大的“儿童文学运

动”。 当时的上海乃至全中国，最大的出版

商除了商务印书馆， 还有一家中华书局。

原以编印新式中小学教科书为主，曾经出

版过《中华童子界》《中华儿童画报》和《中

华学生界》的中华书局见此盛况，自不甘

落后 ，紧随 《儿童世界 》出版三个月后的

1922 年 4 月 6 日，《小朋友》 便应运而生。

正在供职中华书局，担任国语文学部部长

兼国语专修学校校长的黎锦晖责无旁贷

地担纲出任《小朋友》主编。 虽然同为周

刊，它却要比《儿童世界》还多出一期，一

个季度出 1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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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锦晖也是文学研究会的成员，更是

一位艺术天才。 这位多才多艺的湖南湘潭

才子，父亲是晚清秀才，兄弟八个，他排行

老二，家中满门俊彦，人称“黎氏八骏”。 黎

锦晖自幼痴迷音乐，无师自通，学会了多

种乐器。 在长沙高等师范学校专修美术，

毕业后正当五四运动前夕， 他来到北京，

正遇上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推行“有教

无类”，允许外人旁听，黎锦晖便一边在蔡

元培创办的北平孔德学校担任教员，一边

成了北大的一个旁听生。 有一次，蔡元培

到孔德学校视察，发现学校校歌竟然采用

日本国歌曲调，他马上找到黎锦晖，鼓励

他创作富有民族特色的新歌。 这是黎锦晖

从事音乐创作的转折点。 黎锦晖的大哥黎

锦熙曾任教长沙第一师范学校，是毛泽东

的老师，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致力于语

言文字的改革， 这对黎锦晖投身国语运

动，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他认为学习

国语应该从唱歌入手，1920 年至 1927 年

出任上海中华书局编辑所国语文学部部

长和国语专修学校校长，创造了用音乐来

推广国语的独特方式，取得了前所未有的

成功。

为什么要办 《小朋友》？ 黎锦晖说得

好：乃是为了“在茫茫的郊野中，建造一所

小小的乐园”，“让亲爱的小朋友们， 逍遥

游玩于园内。 锻炼身体，增加智慧，陶冶感

情，修养人格。 一年年长成千万万健全的

国民，替社会服务，为民族争光”。 因为身

为中华书局国语文学部部长，他的办刊目

标非常明确，即是通过生动精彩的文艺作

品，向孩子们宣传新文化，进行国语宣传，

普及国语拼音。 他主张“用儿童自己的语

言来办《小朋友》杂志”。 他为创刊号写的

那个《〈小朋友〉宣言》今天读来仍然让人

感到无比亲切：“小弟弟，小妹妹，我愿意

和你们要好，我就是你们的小朋友……我

每星期五出来一次，你们要看我，我在中

华书局等着你们……”一点没有老子训人

的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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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儿童世界》与《小朋友》，分明各

有特点。 《儿童世界》着力于团结和动员作

家为孩子写作，因此多名家佳作，注重文

学质量；而《小朋友》则全心全意把视线投

向孩子 ，更重视小读者的兴趣，迎合孩子

们的口味。 黎锦晖不仅动员国语文学部的

编辑和国语专修学校的老师们为 《小朋

友 》写稿 ，也积极鼓励小朋友们在 《小朋

友》上发表作品。 多才多艺的他更是不遗

余力，身体力行，童话、小说、散文、诗歌，

什么都尝试；最成功的当然要数儿童歌舞

剧。 他立志要发动一场以“平民音乐”为主

要内容的“新音乐运动”，来配合这一场波

澜壮阔的新文学运动。 孩子们生性好动，

爱唱爱跳。 “时时体贴小友们的心志，注意

小友们的兴趣，谋划小友们的便利”的黎

锦晖，便给儿童们喜闻乐见的童话故事注

入音乐元素，谱上歌曲，配上舞蹈，让孩子

们又唱又跳、载歌载舞，开开心心地“增加

智慧，陶冶感情，修养人格”。 从 1922 年至

1927 年， 他先后创作了 12 部儿童歌舞剧

和 24 首儿童歌舞表演曲，全部刊载在《小

朋友》上。

黎锦晖的歌舞剧之所以深为孩子们

喜欢，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几乎毫无例

外地全部采用童话形式，有一个生动有趣

故事，再配上好唱又易记的歌曲和优美的

舞蹈表演，向儿童传达真、善、美的道德情

操，对儿童具有极强的吸引力，大家都喜

欢演、喜欢看，一时风靡校园。

上世纪初，中国的儿童音乐教育是非

常可怜的， 只有在教会里才能听到歌唱；

音乐课上的儿童歌曲，也大多用外国现成

的曲调，填上中文歌词。 就连“北伐”时流

行的那首至今脍炙人口的歌曲：“打倒列

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

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竟

也是借用一首法国摇篮曲 《约翰弟弟》的

曲调。

中国有自己的儿童歌舞音乐，是从自

黎锦晖开始的。 上了年纪的人都会记得一

首歌，叫《可怜的秋香》，在穷人还没有获

得解放的社会里，人们唱着这首歌或听着

这首歌时几乎没有一个不掉眼泪的。

走笔至此，我的耳边仿佛又依稀传来

那一串串稚嫩悦耳的歌声：“小羊儿乖乖，

把门开开 ，快点开开，我要进来……”“摇

啊摇，摇到外婆桥……”这些朗朗上口的

童谣从上个世纪的 20 年代一直唱到今

天，曾经伴随着一代又一代的孩子度过快

乐的童年。 这些风靡校园的歌舞剧和迷人

的童谣陪伴《小朋友》，从上海走向全国 ，

走向南洋，远销日本。

继儿童歌舞剧之后，黎锦晖转入了流

行歌曲的创作，红极一时的《毛毛雨》《桃

花江》《夜深沉》等全出自黎锦晖之手。 他

亲自创办“中华歌舞学校”，组建“中华歌

舞团”、“明月歌舞团”，使之成为我国第一

代歌舞明星的摇篮， 从这里走出了聂耳、

周璇、黎明晖、王人美等多位演艺巨星，有

“歌台尽是黎天下”之美誉。 新中国成立后

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极“左”路线的主

导下，作为“靡靡之音”的代表，黎锦晖受

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是可以想象的。 而今乐

坛早已为其平了反，“中国流行歌曲第一

人”“中国流行音乐之父”，可谓实至名归，

当之无愧。 而相对于我们的儿童文学，学

界对于这位具有独特贡献的开拓者的研

究，似乎还不够应有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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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海派文化研究盛起，作为中国儿

童文学发祥地的上海，有没有海派儿童文

学？ 至今似乎还没有一位学者关顾及此。

我以为黎锦晖在儿童文学、儿童歌舞剧和

儿童歌舞曲上的成就，正好为我们提供了

一个极有价值的研究标本。

何谓海派文化？ 从本质上说，它是一

种创新文化，一种建立在对传统文化的颠

覆突破和对海外文化的兼容并蓄基础上

的创新文化。

首先我想说的是，黎锦晖的成功是在

上海完成的。 虽然他出身湖南名门，经过

北大的熏陶，蔡元培的耳提面命，而最终

毕竟是在上海开的花、结的果，是上海这

个“海”成就了他。 当时的上海，“十里洋

场”， 已具备商业化的都市特征。 西方音

乐， 特别是美国流行音乐， 通过舞厅、电

影、电台广播等媒介流入中国，海纳百川，

中西交汇，给他的艺术创作提供了丰富的

养料。 上海人历来被认为头脑活络，喜欢

翻“花头”，“花功”特好。 我实在想不出还

有哪个刊物能比《小朋友》有更多的新栏

目、新花样。 除了刊出童话、小说、诗歌、剧

本、故事、寓言等，同时开设了故事画、双

色画、演讲台、小科学、小农场、小工艺，甚

至算术、游戏、幻术、谜语、每周新闻、世界

新闻、儿童自由画、小朋友文坛等栏目，还

搞什么“悬赏”，发选票，悬赏“看图作文”、

“数学测智”、“问题作答”， 由读者选出优

秀作品等等。 真可谓五花八门，应有尽有，

翻尽了花头，玩尽了“花功”。

都知道上海人爱摆“噱头”。 要解释清

楚 “噱头 ”这两个字 ，还真不是件容易的

事。 仅举一例，《小朋友》的刊名既不用铅

字宋体，也不是名家手笔，而是小朋友书

写的，而且每期换一个人。 电影演员王人

美直到 70 岁， 还能记起她在长沙师范附

小读书时的一桩令她最开心的事：有一天

收到她哥哥王人路从上海寄来的一本《小

朋友》杂志，打开一看，封面上的刊名竟是

自己写的，那一种惊喜哪，真不知用什么

话来形容！

难怪已故儿童文学大师陈伯吹在回

忆《小朋友》对他的影响时，这样写道：“中

华书局出的儿童周刊《小朋友》，夸张一点

儿说，其时风行全国，我在交通不便的乡

间也接触到了。 它不仅作为我给学生们选

择课外读物的宝库，同时也作为我学习写

作的蓝本，它是我在文学修养、写作实践

上不出声的一位好老师，是它，循循善诱

地引起了我的创作冲动，并展示了美好的

学习榜样。 ”

当时正在上海郊县担任乡村小学教

师的陈伯吹不可能想到，若干年后会继任

黎锦晖成了这本心爱刊物的主编。 黎锦晖

也绝不会想到，他亲手培育的《小朋友》会

有这么强大的生命力，除了抗战八年中停

刊过一段时间， 一直延续到 21 世纪的今

天，很快即将度过它的百岁生日。

饮水不忘挖井人。 黎锦晖对于中国儿

童文学的创造性贡献， 少有人能与之比

肩。 几年前我曾写过一篇题名《海上儿童

文学何日重铸辉煌》的文章，盛赞他为海

上儿童文学的第三块丰碑，绝非过誉。

《小朋友》的轰动效应，不仅让中华书

局信心倍增，接二连三地又推出了 《小弟

弟》《小妹妹》两本旬刊，上海的众多出版

机构也蜂拥而起。 《上海少年儿童报刊简

史》（简平著）卷末有个“上海主要少年儿

童报刊名录”，我粗粗数了一遍，自 《儿童

世界 》和 《小朋友 》发刊以后 ，至 1937 年

“八·一三”抗战爆发，上海新创办的少儿

报刊就达 61 种 （中小学校创办的校报校

刊不算在内）。 即便是沦陷后的“孤岛”时

期，这种势头也没有减退，一直保持至新

中国成立，平均每年有 4 至 5 种新少年儿

童报刊问世，最多的 1946 年竟达 18 种之

多。 如此百花争艳、繁花似锦的局面，举国

之内恐怕是没有地方可与之争雄的。

俱往矣！ 环顾目今时下，由于电子新

媒体的迅速发展而带来的挤压效应，诸多

少儿文学书刊的日子其实都不很好过。 如

何突破这个“世纪瓶颈”？ 笔者真不知道这

个从故纸堆里翻出来的老故事会不会给

今日的主编和从业者们带来某些启示。 但

愿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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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问当今中国， 哪个刊物年岁最大寿命最长 ？ 1922 年 4 月 6 日创刊的
《小朋友》， 再过三年就要满一百岁了， 称得上是现有中国儿童刊物中最长寿
的老爷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