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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性：儿童文学批评的坐标原点

翌平

童书创作贵在有儿童的灵性 。

成人作者很容易有 “大人腔 ”，也很

容易装“小孩样”。

“大人腔” 是将一肚子自以为重

要的成人想法，一股脑倒进孩子脑袋

里，让他非明白不可。 曾见过一位父

亲，在小树林边遛狗训儿子，道理如

弹把儿子都训懵了，孩子站在那觉得

爸爸处处是理，自己全都是错。 儿童

文学里有这么一类，作者有着强烈的

“为了孩子”的责任与渴望，觉得小孩

儿要听大人话，心里有很强烈的“不

听话长不大”的心结，结果就是把很

多小孩子不懂的、不喜欢的、接受不

了的东西，硬让小孩子拿着、揣好了、

别掉了。 这也就是很多儿童文学学

者强调的那种非“儿童本位”的创作

习惯，世上这种书不少，很多颇有名

气的成人文学作者，一开始为孩子写

东西，自己做大人的那种优越感就收

不住。 想想自己要是孩子，会喜欢别

人跟小唐僧一样整日教导你吗？ “大

人腔”的写作害孩子啊！

“小孩样 ”的童书写作 ，我觉得

比 “大人腔 ”的好点 ，不过好不到哪

儿去。 “小孩样”的至少作者有了儿

童本位的意识，自觉地模拟儿童。 不

过也有问题， 大人作家无论如何搜

肠刮肚 ，如何像 “狼外婆 ”一样乔装

化妆，也很容易让孩子一眼识破。 世

面上曾流行 “蹲下来写作 ”的说法 ，

指的就是这种，这比喻不恰当，成年

人的体积、身高、四肢的粗细与身躯

的五大三粗， 特别是长大后那么复

杂的思想， 不是改变水平高度与儿

童相近就变回了儿童。 相反， 有些

“装不像的儿童 ”的书 ，读起来里面

总有 “狼外婆 ”式的孩子 ，有时又是

另一种化妆了的“大人腔”作品。

真正好的童书应该是怎样的 ？

我想第一是牵手的， 也就是作者能

同孩子手指套手指拉起来， 这预示

着一种 “邀请 ”，大人要陪着孩子共

同经历一些神奇、惊险和未知。 第二

是心灵相通， 也就是彼此对视然后

一笑，一下子看懂了对方的心思，欣

赏着幼小心灵想法 、动作 ，甚至 “轻

举妄动 ”，大家可以相互接纳 ，视为

同类了，大人能够被孩子当成“个儿

大的孩子 ”， 然后写出的作品会不

错。

每个儿童文学作者都要完成

“走回 ”孩子的过程 ，这事可能较轻

松但不容易，不成为孩子，写出的儿

童文学就是赝品， 尽管可能一群大

人拿起来， 口涎四溢地彼此欣赏赞

美， 可它们同孩子的趣味还是有着

很遥远的距离的，儿童文学中“儿童

本位”的操作取决于“儿童性”。 这个

概念的意思要是不明确， 对与好的

标准也就只会留于对儿童的主观想

象中。

每当涉及到儿童文学的评论 ，

儿童性便成为一个重要的理论依

据，对于这个大家耳熟能详的概念，

在现当代的儿童文学批评中一直有

所论及， 无论是 “以儿童趣味为本

位”的观点，还是“和儿童站在一起，

善于从儿童的角度出发， 以儿童的

耳朵去听，以儿童的眼睛去看，特别

以儿童的心灵去体会。 ”的说法，还

是 “自有儿童就一直存在于儿童身

上。 随着儿童长大成人，其中一些，

不加任何改变，依然故我，成为基本

人性；一些则有所改变，减少了某些

元素，或是增加了某些新的元素，缩

小和减弱了，或是生发和膨胀了；还

有一些，则渐渐淡去，直至消失。 作

为长大了的人， 又有一些长期蛰伏

在灵魂深处的东西开始破土而出 ，

并开始顽强表现。 ”的论述，它们都

明显提出过与儿童性有关的内容。

但显然， 现代的儿童文学研究

需要更为细化、发展的、综合学科的

研究。 儿童性是与儿童本位的概念

不可分割的。

随着儿童文学在近二三十年之

内的发展， 我们会发现关于儿童性

这一概念 ， 也需要不断地丰富 、完

善，与时俱进。 对这一概念的模糊性

认知与个人主观阐释， 也就造成了

儿童文学批评的浅表化。 因为每个

人对概念的阐释具有明显的个人情

感特色， 个人对概念的主观阐释往

往带有某种习惯性的误读， 甚至偏

见。 学者苏珊·桑塔格就阐释曾指出

过 ：“传统风格的阐释是固执的 ，但

也充满敬意； 它在字面意义之上建

立起了另外一层意义。 现代风格的

阐释却是在挖掘，而一旦挖掘，就是

在破坏；它在文本‘后面’挖掘，以发

现作为真实文本的潜文本。 ”

现在意义上个人对儿童性的阐

释往往是一种对其意义及内涵的主

观性再生产， 当原有的概念本就含

混不清，理论体系尚未完备时，随后

的阐释行为就会更加具有随意性与

破坏性， 对于儿童文学中的基本概

念“儿童性”的理解可以说是五花八

门。 儿童性更多地被浅表化理解成

为 ：我 ，个人 ，对有限的儿童性的理

解。 它至少有五类倾向：

一、 凭借自己未泯的童性来阐

释。 这多半是与生俱来具有接近儿

童的性格。 这类自然流露出来的儿

童情趣，造就了儿童文学亲切、洋溢

着童趣的文字， 缺憾是这种对儿童

性的理解往往偏于儿童的某个阶段

与某个类型。 二、凭借自己儿时的经

验来阐释。 对于多数已经成人的儿

童文学作者来说， 他们会很自然地

借用自己的童年经历和人生阅历 ，

用自身的经历来阐释儿童的本性 。

这样对儿童的理解偏重于个人的经

验，往往具有鲜明的个人色彩，但这

种认知与不同时期的儿童， 不同的

群体有着明显的差别。 三、凭借自己

的孩子或身边孩子的生活来想象儿

童。 这一类的作者很多为教育工作

者， 他们的生活和工作中接触为数

有限的儿童群体， 他们有机会去看

到和体会孩子们的某些特征与性

情。 这一类的儿童想象往往贴近生

活， 以细致入微的真切感受契合儿

童的某些特点。 缺憾的是不能够真

正、全面地了解儿童，对儿童性存在

着以少概全的认知。 四、凭借自己的

想象来了解儿童。 这一类人都远离

儿童生活， 更多地是按照大人的思

维模式，与对儿童的自我理解，创作

出想象出来的儿童， 想当然地为他

们提供指导，教育他们成长（成人作

家转型儿童文学创作， 这类情况比

较明显）。 五、用理论来定义儿童，创

作出符合儿童文学理论要求， 契合

这一文类语境的作品。 这类创作者

往往主题鲜明， 命题明显， 套路重

复，类型相近，按照某种约定俗成的

创作潜规则与潜意识， 创作容易被

认同的类型的文本。

所谓 “儿童性 ”，是指儿童在不

同的生长时期，先天的天性，后天基

因所决定的本性， 与外界因素决定

的习性，通过时间性的作用，相互影

响 ，构成了儿童个体 ，生理 、心理的

特征总貌及本质。

儿童性从内容上看至少包括几

个方面 ：一 、原始天性 ：基因与先天

条件对儿童心性的影响。 二、出生后

对
于
儿
童
文
学
来
说
，对
儿
童
性
的
理
解
流
于
概
念
本
身
，
对
其
内
涵
阐
释
的
随
意
性
，
会
导

致
儿
童
性
概
念
的
混
乱
，从
而
导
致
儿
童
文
学
批
评
的
偏
误
。

受内部因素影响的本性 ，包括 ：生理

因素、心理影响、智力影响。 三、后天

外部因素的影响的习性 ，如 ：客观环

境、教育因素、生活阅历，疾病等。 四、

时间性 ，儿童随着年龄的增长 、时间

的推移心性的变化过程。

儿童本位的确立， 发现并确定了

儿童的存在，对他们予以保护。 但对

儿童性并没有完整、 精确的概念，更

没有随时间不断地完善与变化的儿

童性研究。 儿童不是一个不成长，与

社会隔离的孤独群体。 可爱、善良、美

好、幽默等诸多父母对自家孩子的美

化想象， 仅仅是儿童性的某类表象，

并不构成完整的儿童性。 儿童性自儿

童出现，就取决于二元对立之外的多

重成因 ，比如 ：成人的外在影响成为

儿童行为逻辑形成的重要因素。 幼儿

时代，人类需要在幼儿特定的时间段

里完成感官的激活 ，语言能力 、视觉

能力 、情感感受 ，这些形成的感知的

过程与经历也无不塑造着孩子心性，

影响他们本性的形成。

从儿童文学的发展来看， 儿童性

是一套理论体系， 它包含儿童医学、

儿童生理学 、儿童心理学 、人类学等

诸多学科的研究成果。 对于儿童文学

来说 ， 对儿童性的理解流于概念本

身 ，对其内涵阐释的随意性 ，会导致

儿童性概念的混乱，从而导致儿童文

学批评的偏误。

从文学的角度上来看， 更强调作

者与理论工作者接通儿童世界， 与他

们心有灵犀。从人类生长过程中，以儿

童成长的角度、 教育的角度、 艺术角

度、社会角度和文化角度，对儿童本性

给予更多深入地探讨与研究， 从而更

为透彻、深入地理解与懂得儿童。

儿童文学的边界、蜕变与突破

(?接第 6 ?)

轻质化的少儿散文轻慢 ， 不能深入

思考。纵观现下的少儿散文，普遍缺乏思

想性 ，质地很薄很脆 ，生发一些小感慨 、

小感叹，无根无基，不痛不痒，轻慢浮夸，

随风飘摇。 少儿散文作品中罕见思想的

光芒，少有悲悯，少有批判，少有沉思，少

有凝重。 不少作家想当然地设置不同年

龄阶段的孩童的智商水平， 然后想当然

地为之配置相应的智商水平的散文 ，结

果大多逃不出这样的命运———被少儿读

者指斥为“幼稚”，弃之如敝屣，反过来倒

是证实了自己的低智商水平的写作和思

考能力，这种尴尬是作家自己造成的 ，散

文所具有的高度的文学性和思想性恰恰

是当下少儿散文书写所缺乏的 。 今天的

读者已经有了新的审美认知标准 ， 新的

文学阅读需求， 即便是少年儿童读者也

不例外， 他们已经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模

样了。 我自己曾随一个小学四年级班级

的学生去一家实体书店买书 ， 他们购买

的书籍令我非常惊讶， 我记录了结账单

上的购书书目， 其中的散文著作有毕飞

宇《苏北少年“堂吉诃德”》、周国平《成为

你自己 》、林清玄 《漫步在青春的河畔 》、

希梅内斯《小银与我》、巴恩斯通《博尔赫

斯谈话录》、弗兰克《安妮日记》。

所以，少儿散文创作再一味地抱残守

缺，那注定会被读者所抛弃。 殊不知，今天

的读者中早已有一种流传的认知，他们希

望有大眼界、大胸怀、大开阖、大格局的具

有文化和思想含金量的“大散文”。 虽然这

种要求可能有点强人所难，但是并不是毫

无道理，而且对散文作家来说，应当明白

散文创作有了新的标高，新的标杆，这也

是一种激励，一种鞭策，我们已经不能停

留在过往的模式或范式上了，我们应该勇

于尝试，勇于开拓。

儿童文学只是文学的一个分支，虽说

儿童文学有自己独特的创作规律和创作

法则，但是，它具有作为文学的一般的基

本的普遍的特性和特质，在文学作品的意

义和价值体系中，从来都有着对现实的批

判，对生活的诘问，对历史的反思，对人性

的揭示，对温暖的传递，对世界和人类自

身的思考， 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和追求，儿

童文学也概莫能外。 说到底，今天少儿散

文创作的低迷，没有文学地位，在很大程

度上是与作家的缺乏责任感，缺乏文学修

养，缺乏眼界和胸怀，想当然地揣度当下

少年儿童的心灵世界和精神生活，自以为

是地定义他们的喜怒哀乐分不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