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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文学：如何彰显生动的中国童年精神？

李利芳

基于为儿童服务的根本遵循，儿童文

学以发现与表现童年生命为艺术主旨，其

文类的独特性审美内涵便来源于此。 儿童

文学的美学气质突出彰显为一种生动的

童年精神。 从本质上讲，童年精神宇宙、风

气、性格、高度等直接影响了儿童文学的

美学形态。 童年精神是一个社会性、历史

性的范畴，是人类自我认知及其水准的一

个征候，特别表现在对童年自我的发现与

理解上。 童年精神是一个重要的价值命

题，是营造人类健康精神生态必需的要素

构成。 童年精神富含抽象性特质，但也充

满了时代性、地域性、国别性的差异文化

内涵，本质上讲是一种文化创造。 儿童文

学是生成与映现童年精神最集中典型的

一个领域，是一国之童年文化创造力水平

的主要标志。

愈是在一个长时段看取儿童文学的

发展形态，其童年精神的气质与面貌则愈

益明朗凸显，有助于我们从更为纯粹澄澈

的维度对原创儿童文学的艺术追求作出

价值判断，也更有利于清晰透彻地对其内

涵不足方面作出积极的价值引导。

儿童文学是爱的文学。 “爱”是世间绵

延生命、 推动儿童健康成长的第一动力。

爱是被召唤的，但更是无私的给予。 爱是

本能，但更是创造。 我国现代原创儿童文

学从诞生起，便主要用爱与美来建造明净

的童年世界 。 叶圣陶的《小白船》堪称代

表。 随后冰心创立了“爱的哲学”，“有了爱

便有了一切”成为一个世纪以来我国儿童

文学创作的精神指针。 儿童文学的东方大

爱，铸就了中国儿童文学童年精神的主要

文化内涵。 浓郁的爱的旋律与主音始终响

彻在儿童文学世界的内部，它既建构出以

儿童为中心的生命世界的底色，又将成年

人对爱的高度情感与思想认同积极传递

给了孩子。 爱的儿童文学，更多价值并不

是儿童被爱，而是潜移默化影响儿童自身

成为施爱的主体。 “爱”是世界儿童文学通

约性的主题，但是厚重的东方意蕴的大爱

却只能纯粹体现在中国儿童文学中，因为

它深植于中国的传统文化、 中国的人民

性、中国的人伦道德之美中。 严文井的《小

溪流的歌》、金波的《盲孩子和他的影子》、

曹文轩的《青铜葵花》等，都以童年视角表

达生命大爱，用文字描摹出筋骨里浸透着

爱与生命同情的文明国度，并将如此 “人

情、人性”广布于地球宇宙。 作家们将儿童

文学的大爱发扬为民族文化精神。

儿童文学是一个永恒的童真世界。 童

年本身是人生线性过程的一部分，它必然

要逝去。 童年的固持只在人的记忆中，然

后可以化于艺术形态永久存在。 现代以来

自觉的儿童文学的出现，其根本价值就在

于发现、肯定、映现、再造了童真世界。 这

个世界可以是每个人的精神家园。 从小到

大， 我们都可以在其中欢乐与安顿自己。

儿童文学是童年记忆的栖息地，它是郁郁

葱葱的森林，又是童心灿烂的花园，其基

质是唯美浪漫与单纯快乐。 70 年来，一代

代儿童文学人用童真的情感与智慧努力

培育与浇灌着这片精神园地 。 张天翼的

《宝葫芦的秘密》、 陈伯吹的 《骆驼寻宝

记》、金近的《狐狸打猎人》、包蕾的 《猪八

戒新传》、郭风的《孙悟空在我们村里》、任

溶溶的《没有不好玩的时候》、鲁兵的 《下

巴上的洞洞》、孙幼军的《小布头奇遇记》、

樊发稼的《故乡的芦苇》、张秋生的 《小巴

掌童话》、柯岩的《妈妈不知道的事情》、高

洪波的《樱桃雨》、郑春华的《大头儿子和

小头爸爸》、汤素兰的《奇迹花园》、王一梅

的 《鼹鼠的月亮河》、 陈诗哥的 《童话之

书》、汤汤的《水妖喀喀莎》等等，大量的优

秀儿童文学都是对童年生命体验的自由

表达，创造出中国儿童文学繁花似锦的童

年乐园。

儿童文学的艺术突破主要在解放童

年与发展童年，有关儿童主体性内涵的勘

探与拓展是童年精神的主轴。 百年来我国

现代儿童文学从发生到发展， 在时代、社

会的洪流巨变中，努力从思想启蒙、国家、

民族、人性、文学、儿童个体成长等多个维

度去思考建构儿童的主体性。 百年中国儿

童文学的演变史，也就是儿童主体性的建

设历史。 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在思想解放

的大语境中，儿童文学实现了“回归儿童”

与“回归文学”的双重价值调整，在“儿童

本位”思想内涵的拓进上有本质突破。 上

世纪八十年代初，儿童小说领域塑造出一

系列富含个性的儿童人物形象，充满了独

立自主的声音表达。 刘健屏写于 1982 年

的《我要我的雕刻刀》就是一篇标志性作

品，作品题名直接就用孩子的口吻去对世

界作出宣告。 随后，范锡林的《一个与众不

同的学生》、庄之明的《新星女队一号》、李

建树的《蓝军越过防线》、铁凝的《没有纽

扣的红衬衫》等都延伸了对新儿童形象认

同的理念，共同标志着崭新的时代儿童观

已经形成。 1984 年 6 月文化部在石家庄召

开全国性儿童文学理论工作会议，这次会

议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讨论“80 年代少年

儿童的特点和如何塑造新的人物形象”。

在童话领域，儿童主体性的觉醒与倡

扬主要通过人物形象与美学风格的革新

实现， 其中的关键价值要素是 “游戏精

神”。 以郑渊洁的“皮皮鲁”为代表的“热闹

派童话”的崛起，暗含着儿童主体性演进

的必然轨迹。 上天入地，天马行空，童话逻

辑无法之法，这类童话以儿童身心的自由

舒展、能量的巨大释放表达对儿童主体性

的吁求与实现。

上世纪九十年代秦文君的 《男生贾

里》在儿童主体性的解放道路上又是一部

标志性作品， 作者以轻喜剧的幽默风格、

平民化的视角去彰显一个真实普通孩子

的英雄梦想。 故事写作更多以日常化情境

与细节切入， 形象塑造明显由表入里，逐

步进入儿童生活进程内部去引导与建设

儿童的自主性。 到了 2003 年，出现了杨红

樱的《淘气包马小跳》，这个系列持续发酵

升温， 创造了原创儿童文学的销售神话，

带动了童书产业的发展。 不管学界与业界

对这个系列持有怎样差异化的理解与争

论，“马小跳”在我国儿童文学人物形象画

廊上确是一个标志性人物，代表了一个时

期儿童观的进步状态。 但实际上关于如何

解放童年与发展童年，在淘气包类的童书

畅销之后，儿童主体性的内涵怎样拓展拓

新，成了摆在原创儿童文学领域面前一个

巨大的难题。

童年精神的另一维度是在对中国传

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中获得的。 这表明，

童年精神绝不是抽象自足的，它同样需要

依托人类一切诗性哲性的思想成果。 但这

类创作对艺术感觉、 艺术突破要求非常

高，也很难，做不好极易导致生硬牵强之

感。 而随着幻想文学在世界范围内掀起的

热销浪潮， 本土幻想儿童文学的发展路径

一段时间以来成为热议的话题，由此便带出

了深植本土文化、探求文化之根的问题。 新

世纪以来陆续有作家开始创新实验，特别近

年来愈益增多，但能够较典型地将“传统”寄

寓“童真”，获得二者精神气质深度融合的优

秀作品并不多见。 这需要高度的创造力。

由于童年精神的表达始终是成年人

所为，因此怀旧情感与记忆性写作经常会

占据儿童文学的半壁江山。 也即，作家通

常会写“过去的童年”，这个童年是他（她）

自己的。 这类书写的童年精神携带着浓浓

的历史味道，而故土情怀往往又与家国意

识密切相关，因此极富价值传承与社会文

化意涵，但其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对

接今天的儿童。 近年来，深入自我历史的

写作愈来愈多，这一转向映射出作家们努

力追求儿童文学的“重量”，力图从多个维

度去改变新世纪以来童话较为单一的美

学生态。 以张之路的《吉祥时光》、黄蓓佳

的《童眸》等为代表。

童年精神内在具有自我反思与自我

批判精神，特别是“童真”的审美情感自然

秉具巨大的精神力量，是治愈现代性社会

发展中所存在痼疾的良药。 中国儿童文学

在此方面的开掘有代表作家作品，如邱易

东的童诗，常新港的儿童小说，还如麦子

的 《大熊的女儿 》、汤素兰的 《犇向绿心 》

等。 此外动物文学的积极发展开辟出反思

性童年精神的新领域，如沈石溪、黑鹤等

的创作。

（本文系 2015 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
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文艺评论价值
体 系 的 理 论 建 设 与 实 践 研 究 ”

（15JZD039）子课题的中期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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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们看到了越来越多
题材各异的儿童文学原创作品，这
和中国儿童文学创作和出版的日
益回归理性有关，和纯正儿童文学
评判价值尺度的厘清有关，也与读
者审美趣味的提高有关。 与之相对
应的，让人感到新鲜和欣喜的创作
纷至沓来———周晴的新作《像雪莲
一样绽放》便是其中之一。

这是一部探向远处的作品。 这
里的“远处”，不仅是指作者将笔触从
大都市上海伸向遥远的西藏，更是指
作者立意的深远和高远。作者试图藉
由故事探讨的一些人生命题：什么是
小我，什么是大我，什么是生活的意
义和人生的价值———这些与情怀、

理想相关的命题无疑都是一些超脱
于凡俗生活之上的“大词”，是属于
“自我实现” 高级层面的精神追求。

这样的立意，在曾经以轻薄搞笑、讨
巧读者的校园文学大行其道的创作
环境里，显然是新鲜而卓异的，也是
充满勇气的。 因为作者面临的最大
挑战是， 要将置于云端的触不可及
的理想与情怀， 回归本真而自然的

面目，不仅要将它们降于尘世，还要
让这些表面虚幻的东西可触可感，

更要让它们深入人心———而要将这
些东西置于一部儿童文学作品里，

去面对人生经验和思考能力有限的
小读者， 更是一次对作者叙述技巧
和谋篇智慧的考验。

小说里爷爷的原型， 就是周晴
的亲外公。多年前，便听周晴说起年
迈外公特立独行的“壮举”：他爱爬
山，总是独自出行，她是在媒体的报
道上， 才意外得知外公居然瞒着家
人冒着生命危险， 步行进入不通公
路的西藏墨脱， 并在那里捐建了希
望小学。 外公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观
给了周晴深深的震撼， 在陪伴自己
孩子成长的岁月里， 在和外公长聊
以后，对外公的行为，她从费解到理
解，以致有了提笔创作的冲动。

故事的种子就这样埋藏在泥
土中 。 也许要感谢周晴近年的忙
碌， 正因忙碌， 让她暂时搁笔，然
而， 那颗故事的种子并没有沉睡。

我始终相信 ，一个好故事 ，就像一
只蝉历经年久方能羽化而去留下

的蝉蜕 ， 也像一坛散发陈香的老
酒 ，它往往不是速成的 ，而是靠着
岁月的发酵 、 作者人生阅历的积
累，方能日臻佳境。 而目前我们所
看到的故事，便是这样一个依托时
间慢慢生长的模样。 作者找到了紧
贴现实日常生活，符合当下少年读
者审美趣味的角度，塑造了生动可
感的夏贝 、阿炼 、魏凯等当代少男
少女形象，而故事中的核心人物外
公 ，并不是 “英雄 ”，而是一个有血

有肉的平凡角色，他默默做着高尚
的“义举”，但在不解真相的家人眼
里 ，外公却是自说自话 、让人担忧
的老头儿； 至于援藏教师彭老师，

也在“大我 ”和 “小我 ”的取舍间做
着挣扎……故事试图探讨的的确
是置于云端的人生命题，但是它不
空泛，也不唱高调，更不说教，作者
借小说人物的精神成长，不动声色
地融入自己的发现和思考。

当然，关于先前说到的人生命
题，小说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活
出雪莲一样的境界和风骨，走出狭
隘的“小我”，去追求高远蓝天下的
“大我 ”；让别人生活得更好 ，是不
是一种更加理想的人生实现？ 关于
这样的问题，年少的读者恐怕要用
一生的成长去思考和追索。 而倘若
他们在少年时便能读到这样一部
可以引领精神的儿童文学作品，由
此催生他们思考人生的萌芽，无疑
是一种难得的幸运。

（《像雪莲一样绽放》周晴/著，

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9 年
4 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