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谈当下儿童文学批评的“批评失当”

崔昕平

关于文学批评的批评 ， 近来是个热

点，专业读者与大众读者均对文学批评的

状态与功能有所质疑。 今年 4 月，阎晶明

曾专门撰文谈《“批评的批评”需要活跃》，

上月《文学报》也刚刚刊发了段崇轩《强化

文学评论“批评性”的 N 个理由》，谈及文

学批评“批评不足”的问题。 综观儿童文学

批评，也存在“批评不足”的问题，但更令

人忧心的，是大量“批评失当”的问题。 儿

童文学似乎与儿童一样，生而孱弱，可以

随意地、居高临下地、无专业背景地批评

一番。

最引人注目的，当数对于中国首位国

际安徒生奖得主曹文轩的批评，堪称批评

者众，传播力强。 获大奖，时常会给作家带

来高度的关注， 继之是始料不及的批评。

追踪获国际大奖作家的批评史，常常呈现

为 ，在未得奖前 ，是密集的褒奖 ，在得奖

后，是集体的失语，再继而，是狼烟四起，

再继而，才回归常态。 曹文轩显然未能跳

出这个“红”与“黑”的魔咒，2016 年获奖，

近两年常可见对其文、其人的批评。 曾有

批评者义正辞严痛斥曹文轩作品充斥“情

色”，不但不当读，而且已经达到了毒害青

少年读者的“级别”。 然而，在吸引人的标

题后，摘录的重要佐证语段，竟然是出自

曹文轩的成人文学作品《天瓢》。 批评者显

然对儿童文学领域极为陌生，对曹文轩的

创作也极为陌生。 也有批评者将对曹文轩

的批评建立在“个案”判断基础上，比如以

“我的孩子就不爱看曹文轩作品”为例证，

得出曹文轩作品对儿童读者缺乏吸引力

的结论。 “个案研究法”的确是学术研究领

域重要的研究方法，它指向实际存在的个

体， 多个个案也可以归结出普遍性的结

论，尤其是在教育学、心理学领域，常常以

个案追踪的方法， 得出重要的研究结论。

但个案研究法不能直接等同于与个案论

证，个案研究确实可以代表一个样本的真

实面貌， 但也仅代表一个样本的真实面

貌；且该研究法更多时候是对个案做追踪

研究的，也就是要对这个个案的发展做出

一个相对完整的过程判断，而不是仅仅截

取一个片断得出某个结论。 就儿童的文学

阅读而言，个人的阅读趣味、阅读取向是

有着鲜明的个体差异、年龄差异甚至性别

差异的，一个孩子在这样的年龄段不喜欢

读某本书，不能判断他在未来的年龄段一

定仍然不喜欢这本书。 早在 1933 年，儿童

文学理论的先行者吕伯攸先生就在他撰

写的《儿童文学概论》中，区分了各个年龄

段儿童心智发展过程中最感兴趣的阅读

材料，以及各年龄段男童与女童的不同阅

读取向。 这种经验立论基础上的批评，脱

离文学批评方法论指导，远离文本对作品

做出优劣判断，显然也是简单化的、缺乏

学理性的批评。

还有一些民间批评 ， 更是完全建立

在非专业基础上的判断， 但是批评态度

却是言之凿凿， 并且经常通过微信公众

号的形式，得到非常有效的扩散。 前几日

读到过一位 “故事妈妈”（权且借用台湾

这个朴实的称谓吧） 批评某权威机构的

分级阅读书单， 指称低幼年龄推荐诵读

的民间童谣有严重问题。什么问题呢？比

如，出现了“小小子，坐门墩儿，哭着喊着

要媳妇 ”一首 ，于是对这所谓的 “成人趣

味”严加抨击，上纲上线。但是，民间童谣

的特征与魅力，就在于大胆诙谐，充满鲜

活的生活滋味；且事实上，在孩子的现实

家庭生活中，在成人养育孩子的过程中 ，

孩子是否是在一个完全抽 “真空 ”的 “纯

净”规避的状态下成长的，显然不是。 这

样一句话，对儿童的感知理解能力而言 ，

是否就达到了“成人趣味”的程度？ 儿童

是否就不能够触碰一点点与两性挚爱相

关的内容？ 这无疑是对儿童文学的一种

抽离现实的“道德捆绑”。更何况，儿童是

需要习得家庭概念 ，习得亲情 ，友情 ，包

括爱情， 需要建立正确的两性观与家庭

观的。幼童的游戏中，有大量的“过家家”

游戏；传统民间童话中比比皆是美好的爱

情故事； 当代儿童文学中的许多作品，比

如徐鲁、彭学军、张玉清、韩青辰等人的散

文，或是曹文轩、秦文君、程玮、李东华、殷

健灵、汪玥含、肖勤等人的小说中，都有懵

懂而美好的、对异性美的书写，这是不可

能完全被规避掉，也不应该被完全遮蔽掉

的。可畏的是，类似的、不建立在专业基础

之上的批评，观念化、机械化的批评，借助

当代便捷而无门槛的传播渠道，对儿童文

学观造成了严重的“误导”。

这些“批评失当”的儿童文学批评声

音的产生，其实便回到了文学批评的“破”

与“立”的问题。 “破”与“立”之间，既是对

立的，又是统一的。 “破”的目的不应单纯

在于“破”，而应最终在于“立”。 面对相较

于成人文学还显弱小的儿童文学，王泉根

教授曾感叹，“破”是多么的容易，而“立”

又是何其的艰难！ 深有同感。 文学批评应

当取一种“建设”的姿态，应有扎实的专业

素养为依托，应该是批评家与作家共同去

建设更理想的文学。 非专业的儿童文学批

评、 甚至目的不纯粹的儿童文学批评，如

果占据了批评话语的主流，势必对儿童文

学创作的发展造成严重掣肘。 追根溯源，

行使批评的权力之前，我们需要的是心怀

敬畏与尊重，首先是对文学批评事业的敬

畏， 其次是对儿童文学专业性的尊重，以

及更深层的，对儿童的尊重。

荆歌的儿童文学“攻略”

———读《诗巷不忧伤》

朱永新

五月份的时候， 突然收到老朋友荆

歌的来信。 他告诉我， 现在主攻儿童文

学， 已经在江苏少儿社出版和即将出版

四部，还有七部即将在中少社出版。

我好惊讶。 荆歌是我非常喜欢的“60

后”作家。 我在苏州担任分管文化教育的

副市长时，与苏州的文化人交往甚多，他

们也视我为同道中人。

到北京工作后 ，和他们的联系虽然

少了 ，但是一直想念着他们 ，也关注着

他们的新作品。 这些年荆歌的作品少了

一些。大家告诉我，荆歌玩书画去了。我

一开始还感到可惜 ，但是没想到 ，人家

还真的玩出了名堂，把书法写得有模有

样。 在杭州 、苏州、宁波、成都等地举办

了个人书画展 ，还出版了 《荆歌写字 》，

甚至被认为是当代江南才子型文人书

画的代表人物。

再后来，苏州的朋友告诉我，荆歌玩

收藏去了。 没想到，人家玩收藏又玩得溜

溜转，在业界也声名鹊起，俨然成为专家

级的藏家， 而且一口气出版了三本关于

收藏文化的随笔。

这一次，荆歌又开始玩儿童文学了。

而且，不是小打小闹的玩，而且是“专攻”

式的玩。 很快，我就读到了他的《诗巷不

忧伤》。 这是他的第一本儿童文学。

这个第一本，一下子就“击中”了我。

我感到， 荆歌这一次不是为了赶时髦而

来， 他不像当下有一些作家转攻儿童文

学，只是写两本练练笔，试试市场而已 ，

而是真正的有备而来。 他所有的玩 ，文

学，书画，收藏，似乎都是为了儿童文学

而来。 从这本《诗巷不忧伤》中，我们可以

得出这样的判断。

这是一本关于书法的儿童文学。 全

书的故事就是从书法开始的。 在江南小

镇的一条细细窄窄的诗巷里， 三个小学

生跟着邻居书法家陶老师学写字。 陶老

师教书法，从选字帖开始，强调的就是喜

欢，让孩子从自己喜欢的字帖开始写起。

他告诉孩子，学习书法，不是为了当书法

家，不是为了考级，而是为了接近书法的

美，享受书法的美，享受写字的乐趣 ，丰

富自己的心灵。 他告诉孩子，书法要写得

自由，写得天真烂漫，不是写得和字帖一

模一样，而是要写出字的精神，写出自己

的个性。 在陶老师的精心指导下，易凡和

小蝌蚪的书法进步很快， 自然是深得书

法的精髓。 荆歌多年修炼书法的心得，巧

妙地藏在了这本书里。

这也是一本关于核雕的儿童文学 。

三个学书法的小朋友中， 有一个叫做范

静静的女孩， 爸爸和爷爷都是祖传的核

雕大师，能够在小小的橄榄核上，把人物

雕得栩栩如生， 无论是十八罗汉还是核

舟，其精致程度让人非常惊讶，一个双层

的核舟，上面竟然可以雕 38 个人 ，核舟

的每一扇窗户竟然都可以打开， 里面也

是不同造型的人物。 书中围绕着范静静

学书法与画画准备继承手艺， 因为不喜

欢写字让易凡代笔， 易凡因为喜欢核雕

而买橄榄吃橄榄种橄榄树， 弥勒佛核雕

作为友谊的礼物而几次转手等细节 ，讲

述了有关核雕的制作工艺与保护技术

等。 相信，荆歌的收藏之中，一定少不了

核雕。

我是在从北京到广州的飞机上一口

气读完这本小说的。 作为在苏州生活了

30 年的人， 我自然不仅仅把它当做儿童

文学来看。 我觉得，这是一本关于苏州、

关于江南文化的儿童文学。 除了书法，核

雕，这本书中还有苏州园林，还有苏州美

食（朱鸿兴面，生煎包等），苏州的民居 ，

苏州的小巷等等。 甚至，在读这本书的时

候， 我脑海中浮现的是许多苏州的人 、

事、景。

读陶老师， 我眼前出现的是苏州杂

志社的陶文瑜主编。 他也是一位书法造

诣很深的作家，尤其是他的小字小画，极

具品味。 他曾经送我一本册页，我至今视

为珍宝收藏着。 读书法家协会华主席，苏

州书协以前真的有一位主席叫华人德 ，

这位北京大学图书馆专业出身的书法

家，字里透出的文人味很重。 苏州的那条

诗巷与园林，与叶圣陶故居的园子，也是

好生相像。 而我苏州住所的附近，还真的

也有一条名叫诗巷的巷子。

这是一部讲述一群在江南优秀传

统文化浸润中成长的孩子们的故事。 这

些孩子虽然家庭背景不同 ，父母职业各

异 ，但是都很善良天真 ，有着纯洁美好

的友谊。 无论是范静静偷偷把家中的核

雕送给易凡，还是颜文军为了给易凡拿

食物而被汽车撞伤，或者是范静静送小

猫给曾经被老鼠咬过耳朵的小蝌蚪 ，孩

子们身上体现了人性的美好和童心的

美丽。

写完这些字的时候， 又收到荆歌兄

的来信。 他在信中骄傲地告诉我，他的另

外一本《小米兰》也刚刚出版，正在寄我

的途中。 接下来，应该是他的“江南三部

曲”的最后一部了。 我们都期待着。

（《诗巷不忧伤》荆歌/著，江苏少年儿
童出版社 2019 年 3 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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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学的发展，经历了世纪之
交新媒介呼啸而来的悲观 “唱衰”之
后，非但未“死”，反而在近年来一扫颓
势， 伴随国民文化素养与人均 GDP

的提升，从多个空间维度展现出蓬勃
的生长力。 如果说整个文坛都在升温
的话，那儿童文学的热度就堪比“地
心”， 越来越多的创作资源与出版资
源向儿童文学汇聚， 再热辐射一般，

不断刺激儿童文学的进一步升温，当
代儿童文学也越来越多地呈现出新
样貌、新焦点与新问题。 谨此针对当
下儿童文学的创作、批评、传播、接受，

追踪新的创作风向， 新的路径尝试，

新的批评导向与新的伴生问题等，做
一抛砖引玉、开启思辨的“新”评说。

开栏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