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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意象的色彩和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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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现实与追随永恒

当代中国儿童文学作家中，曹文轩可能是最为清晰、

明确地表述其自我创作理念的一位作家。这在很大程度

上或许缘于他兼为批评家的敏感。这些理念不但是他个

人创作经验的提炼和总结，也包含了作家对一个时代的童

年及其文学现状的敏锐洞察和判断。

有意思的是，在曹文轩的创作思想表述中，我们似乎

总能看到一个恍惚与时代的主流趣味背向而行的身影。

在新变不断的当代童年生活现实面前，他提出了“追随永

恒”的创作命题，主张当下童年生活并非儿童文学书写的

全部，作为儿童文学写作者，“你不必为你不熟悉今天的孩

子的生活而感到不安”，而仍应真诚地去“动用”、书写你所

熟悉的那种生活，哪怕它已经属于过去，因为“感动人的那

些东西是千古不变的”。在以欢乐为主旨的儿童教育观和

儿童文学观日渐普及时，他又提出了“苦难”书写与阅读的

命题，主张“快乐并不是一个人的最佳品质。并且，一味快

乐会使一个人滑向轻浮与轻飘，失去应有的庄严与深刻”，

因此，儿童文学应当关注苦难的书写，今天的儿童也有必

要在阅读中认识、体会这样的苦难。

他的这些理念站立在创作实践的基石之上。在《草房

子》《红瓦》《青铜葵花》等作品中，作家一次次地回到自己

的童年时代，回到那段在今天的生活视野里正日渐模糊的

过往岁月，去寻索、体味旧时童年的独特温度。与那个时

代的环境相对应，他笔下的桑桑、细马、青铜、葵花们所

体验的，也是一种不同于今天许多孩子的艰难贫瘠的生

活。像作家自己所说的那样，这些书写努力发掘着时光

流逝里某种永恒的感动，以及生活苦难中某种珍贵的温

暖。这么多年，曹文轩执著地坚持着他的创作理念，也

以此执著地抗衡着这个时代童年文化中的某种健忘与

“傻乐”。

他的执著没有变成自说自话的写作，而是得到了来

自读者的热情回应。代表作《草房子》自1997年初版以

来，不断重版，至2015年，总印数已逾千万册。他的读

者中有大人，更多的当然是孩子。他们深深沉浸在曹

文轩笔下苦涩而温暖、负重却有力的生活世界中，时

空和经验的距离并未阻断他们对这个属于过往的、不

一样的童年世界的关注。这让我们想起作家所说：“今

天的孩子，其基本欲望、基本情感和基本的行为方

式，甚至是基本的生存处境，都一如从前。”童年社会

学一定会对这样的判断表示不满，但在更基底的人文

思考的语境中，它又确乎道出了有关童年理解的某种深

入的洞见。儿童文学最了不起的表现力，不在于它对当

下儿童生活现实的及时摄录，而在于它能够透过童年生

活变化的表象，去发现蕴藏在童年身上的永恒的审美内

涵与人文精神。

2016年，曹文轩成为首位获得国际安徒生奖的中国

作家。本届国际安徒生奖评委会高度评价其作品“讲述孩

子勇敢面对巨大的艰难和困境的故事”，并认为他的创作

“有助于推进一个尊重童年现实世界的文学传统在中国的

形成”。而事实上，“现实”一词并非我们理解曹文轩儿童

文学创作思想的核心。他倡导的“苦难”写作与阅读，最终

的落点不是一种苦难的现实，而是这现实背后更“永恒”的

生活精神。

有重量的写作与思考

我们注意到，“永恒”和“苦难”，其实都是曹文轩同

一种儿童文学观的鲜明表达。这个儿童文学观贯穿了

曹文轩迄今为止的全部写作，那就是，儿童文学是一种

有着思想和情感重量的文体，儿童文学的写作也应体现

这种重量。

重量一词，也是曹文轩的作品留给我们的突出阅读印

象。尽管在世界儿童文学的经典序列中，颇不乏以纯粹

的童年游戏情味取胜的作品，但这种形态的写作方式显

然不属于曹文轩。读他的作品，在享受其叙事的流畅性

的同时，我们总会感到一种难言的沉滞，它似乎拖曳着

整个文本，使它和它里面的角色都难以无拘无束、没心没

肺地飞翔起来。他笔下的少年们往往被迫或自愿地承担着

超出其年龄的生活重负，这重负是生计上的，同时也是精

神上的。这使成长中的他们像是压在石头底下的草芽，不

得不在生活的压迫下努力寻找长大的方向。曹文轩看重这

样的成长，在他笔下，那些最终穿过生活的负重走向成长

的少年们，他们的身上也多了一份特殊的厚重。这或许正

是曹文轩想要借“苦难”的书写传递出的童年生命和情感

的力量。

当然还有思想的重量。出版于1999年的《根鸟》，是

一部向巴西作家保罗·柯艾略的名作《牧羊少年奇幻之旅》

致敬的作品。少年根鸟为了一封莫知源头的求救信，踏上

了出门寻找大峡谷和“紫烟”的旅程，他经历了艰险、欺骗、

诱惑等等的考验，最终坚守住心中的执著，完成了自己梦

想的追寻。作为儿童小说的《根鸟》，某种程度上是一部思

想大于故事的作品，在这样的作品中，曹文轩对于一种充

满重量的儿童小说美学的偏爱一览无余。他的幻想小说

《大王书》，同样挟带着思想的恢弘之重。近年来，曹文轩

与插画家合作，创作了《羽毛》《夏天》等一批重要的图画书

作品，尽管这是一类显然以低幼儿童为主要阅读对象的儿

童文学文体，但由曹文轩执笔的文字故事，一样带上了明

显的思想重力。

这使曹文轩笔下的童年有时显得过于沉重。儿童文

学当然是可以和应该有这样的重量的，关键是它如何以儿

童文学独特的审美精神，如何以童年感受世界的独特方

式，来表现童年的身体对于这生之重量的独一无二的接

纳、理解和承担。就此而言，曹文轩的“以重写重”是可以

探讨和商榷的。但这正是他的创作个性。从上世纪70年

代末初入儿童文学写作之路开始，他保持着对这样一种有

重量的写作方式的坚持。在2015年的一次访谈中，他提

出了“记忆力比想象力更重要”的观点。这一看似有悖写

作常识的观点，其实还是对当前儿童文学写作中欠缺的情

感、思想和文化重量的一种张扬与强调。他这样说：“这些

年，我们一直强调想象力对于文学的重要性，却忽视了记

忆力。于是，我们看到了，我们的儿童文学在热衷于上天

入地，在星际穿越，在装神弄鬼。但我越来越觉得，对于作

家而言，记忆力比想象力更加重要。”很显然，他所强调的

记忆力的重要性，是针对当前儿童文学写作太过热衷的那

种缺乏重量的想象力游戏有感而发。和这样的想象力相

比，那些贴身于我们记忆的、带着生命温度与重量的情感、

思想和文化内容，才显得格外重要和珍贵。

生活和艺术的辩证

曹文轩在他的早年创作思想中提出过一个引人注目

的命题：“儿童文学作家是未来民族性格的塑造者”。今天

看来，这一命题的思维和修辞方式带着它所属那个时代的

文学话语特征。后来，他对这一命题的表述作了“修正”，

提出“儿童文学的使命在于为人类提供良好的人性基

础”。从民族到人类，从性格塑造到人性基础，曹文轩对于

儿童文学及其艺术功能的理解经历了重要的转化与升华。

但有一点是“永恒”的，那就是曹文轩对于儿童文学责

任感的一贯坚执。在这一点上，他的立场始终明确而坚

定。儿童文学不只是游戏的艺术，它还应该能够为儿童提

供生活的榜样，指引生活的方向。他在其写作中探询的

“永恒”、“苦难”以及有重量的，归根结底，都是这一责任意

识的体现。在一个全民娱乐化的时代，这种建立在对于儿

童文学艺术性充分理解基础上的文化责任感，正是这个在

当代儿童生活中变得日益重要的文类所格外需要的一种

品质。曹文轩的创作姿态因此带上了那么一点堂吉诃德

式的意味，他的那些看似与时代趣味“背向而行”的创作理

念，其实是想要努力为今天这个时代的儿童文学挽回它应

有的理性和尊严。

曹文轩曾援引王尔德的“生活模仿艺术”说来强调儿

童文学相对于儿童生活的意义。正如艺术常常提供了生

活的榜样，儿童文学也应该成为儿童生活的榜样。这个命

题当然还可以进一步探讨下去。显然，生活模仿艺术并非

简单地让人们照着文学和艺术指点的样子去生活，它的真

理性得以确认的一个基本前提，乃是艺术本身确乎提供了

关于生活的真实见解。这就反过来对艺术本身提出了要

求。在儿童文学的问题上，如果要让“生活模仿艺术”，儿

童文学艺术本身恰恰不能违背童年生活的真相，还要能从

这生活中发现、揭示其真正的意义与价值。也就是说，一

种足以成为儿童生活榜样的儿童文学艺术，不只是对童年

生活的艺术化书写，它还要以艺术的洞见烛照生活，以辨

明其最真实的方向，揭示其最重要的价值。对曹文轩来

说，他的儿童文学创作仍然走在这样一条需要一直努力的

艺术之路上。

国际安徒生奖揭晓前夕，上海的《新民晚报》发表了与

曹文轩的访谈。访谈最后，曹文轩坦称，“我当然很在意这

个奖项”，但“不论是否能够幸运地获得奖项，对于一个作

家来说，最重要的事情还是写作品”。国际安徒生奖不会

是曹文轩儿童文学写作的终点，当然也不是中国儿童文学

艺术的终点。真正卓越的写作从无终点，而是永不疲倦地

走在追随文学永恒之义的旅程上。

对于儿童读者而言，优秀的儿童文学作

品并不仅是让其获得阅读的愉悦、认知的积

累、审美的熏陶，还可以让儿童读者在阅读

的同时，与作品的主人公一起在故事中感受

和体验成长的艰辛与乐趣，在故事的走向中

获得精神成长的智慧与力量，最终得到文学

的滋养和精神的关怀。

《睿子的彩色黎明》没有曲折离奇的故

事，没有特立独行的人物，所有篇幅记录的

都是一个刚刚进入小学学习的孩子的生活

碎片。这些碎片细小、朴素、生动、真实，它

们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但聚集在一起却

将一个孩子淳朴、善良、好奇的特点展现在

读者面前，忠实记录了儿童校园生活和家

庭生活的真实情态。然而这部作品的价值

不仅只是还原了一个孩子的生活状态，它

还为我们呈现了儿童生活的另一种可能。

当每天早晨睿子眺望黎明的天空，感受来

自自然的气息，享受晨光中的鸟鸣与花香

时，这样的童年是诗意的。

诗意的童年并非完全如童话般完美与

绚烂。正如书中妈妈告诉睿子的那样，每一

个黎明可能鸟语花香，也可能风雨交加，但

无论怎样，每一个黎明都是彩色的，哪怕被

厚厚的云层遮住，太阳仍会升起，天空总是

会从黑暗中渐渐变得光明。

睿子的成长之路就是这样的。这个原

本叫做李婷婷的孩子，因为名字的读音在

粤语中和“你停停”谐音，让睿子在学校里

闹出了几个小笑话，于是妈妈同意她给自

己改名为睿子。“睿是看得深远、英明有远

见的意思”。睿子最初并不是因为这个含

义选择了“睿”字，而是觉得字形好看做出

的选择。这个第一天上学就被老师告到校

长那里的孩子并不懂得成人世界的规范，

不懂得做一个小学生不能在课堂上睡觉，

不能在课堂上随意提问，不能随意和同学

交流。这些不懂让她不惧怕和校长交流，

不惧怕表现出自己对世界的无知，不惧怕

外部世界对自己的否定，她像一块透明的

水晶，尽管内里有杂质，但只要有阳光就晶

莹闪烁。

这是一个有着许多愿望的孩子，她希

望能听懂鸟儿说的话，她希望能发现些什

么，她希望做一个拿着大串钥匙的管理员，

希望做一个大度和包容的校长，希望做一

个海洋生物的研究者，希望做一个走遍世

界的旅行家；这是一个善于感受到世界之

美的孩子，她能够观察到草的颜色不一定

是绿色的，能够觉察到事物细微的变化；这

是一个敏感和脆弱的孩子，她会为世界的

美好流泪，也会为自己的错误自责。睿子

情感的丰富让她需要更多的呵护、包容与

理解。

令读者欣慰的是，睿子是幸运的。她

遇到了愿意等她慢慢长大的妈妈，她遇到

了有教育责任感和教育理想的校长，她遇

到了懂得并且愿意和孩子交流的老师，遇

到了许多个愿意接受和包容她的成年人，

遇到了那些和她一样有着成长困惑和愿望

的同学。他们和睿子一起目睹了世界的美

好，一起经历了死亡带来的阴影，一起欢度

快乐的节日，一起恣意想象，一起去帮助需

要帮助的人……这些人在睿子的成长过程

中引领着睿子，他们让睿子看到了自己未

来应当成为什么样的人，他们让睿子知道

会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世界，他们让睿

子的成长更为从容和丰富，他们让睿子的

童年更加美好和喜悦。

该作品同时也是一部有教育理想的作

品，一个名叫基利的小学的下午校收容了来

自世界各地异想天开的孩子。他们每天只

需要下午到学校上课，上午可以有充足的时

间自由阅读或是玩耍。老师会带他们在雨

中观察校园，带他们在树林里上课、野餐，带

他们到大学校园的研究室去拜访和学习，带

他们到教堂和邮局参观，带他们到孤儿院去

为别人做点什么，带他们在饥饿日交流饥饿

的感受，带他们在课堂里学会赞美和微笑，

带他们在日常的活动中学会感恩……学校

为孩子们精心设计和安排的课程无一不是

为了让这些未来的社会成员了解公民的责

任和义务，了解如何融入社会，如何为他人

服务，让他们习惯于靠自己解决自己的问

题。这所学校有着《窗边的小豆豆》里的巴

学园一样的精神气质，让这些孩子在这里度

过了他们美好的童年时光。每个孩子的成

长路径虽然不同，但他们的成长目的却是相

同的。睿子与窗边的小豆豆虽然生活在不

同的国度，但她们对于世界的好奇与期许却

是相似的。她们幸运地生活在一个能发现

她们独特价值的校园里，带着满怀的信心和

喜悦走向她们的未来。

黎明是童年的隐喻。天光渐亮，一个新

的生命正在启程，去往明亮的远方。这个生

命出发时的准备决定着他能走多远，能走多

快，能走多久。黎明因此成为最能体现童年

内涵的意象。《睿子的彩色黎明》让我们看

到，黎明的色彩和温度，会丰富每一个从童

年出发的孩子，让他们带着更多的温暖和力

量奔向远方。

在追随永在追随永恒的路上恒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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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短篇

《圣索菲亚教堂的秋天》，孟飞作，载《少
年文艺》2016年第3期

这篇小说6000字，写了两代人的两个意
味相似的故事。主角是个正在上学的小男
孩，他在班级里遭受了洗不清的冤枉；妈妈的
故事则发生在31年前，那时妈妈正读小学三
年级，也是遭到了不白之冤。这故事一直延
续到现在。男孩的故事是正面进入，妈妈的
故事主要是从爸爸嘴里说出的，两个故事套
在一起，结构紧密，剪裁和布局十分讲究，一
读就放不下。而叙述又十分从容，中间颇多
写景和闲笔，一点不显迫促。这都体现了作
者写作上的老练。

当然，本篇的特色主要还不在形式结构，
而在于作者牢牢抓住了对少年来说几乎是最
严重的心理危机，同时，又通过爸爸的口，提
出了独到的解脱之道。

男孩喜欢画画，又对万圣节的化妆游戏
充满期待，他要在那天扮演一个最吓人的发
光白鬼。老师则穿着雪白的羊毛披风，扮了
一位女神。可是到游戏结束，灯光重亮的时
候，大家发现老师的衣服被涂满了彩色颜
料。那天，只有他手上有颜料的痕迹，也只有
他的书包里有颜料，而且，颜料笔还是刚用过
的。虽然老师说不许乱怀疑，这事从此不许
再说，但他觉得大家看他的眼光从此变了，连
老师对他的态度也不一样了。他的精神几乎
崩溃，已很难再在学校上课。回家说起这事，
妈妈抱住他放声大哭——妈妈的哭本身就是
悬念，因为很少有妈妈会这样对待孩子的
事。后来，家里又发生奇事：妈妈最珍爱的那
棵大石榴树被人砍了。谁会干这样的事？孩
子已请假在家，妈妈也不上班了，爸爸带着大
家去了圣索菲亚大教堂。妈妈是信教的，她
在里面祷告，爸爸就断断续续地讲了石榴树
的事。原来那是妈妈的少年往事，她在三年
级时是品学兼优的班长，那时石榴树在哈尔
滨很难见到，老师家的一棵石榴树不知被谁挖走了，偏偏它出现在了妈
妈的院子里。妈妈对这棵树的出现一无所知，也绝不承认这是老师家
的树。大家对这事议论几天也就过去了，但妈妈完全变了个人，神情恍
惚，常常突然说起树的事，听得人莫名其妙。后来，她又做过几件出人
意料的险事，差点把自己的同学害死，为的就是逼人说出真相。甚至，
她后来和爸爸结婚，也与她想从他那里探出真相有关。这事已过去31
年，别人早已把它忘了，妈妈却一直不肯搬出祖屋，也一直精心保护着
这棵石榴树，她觉得真相总有大白的一天。然而，在孩子的事发生一周
之后，其实是她自己亲手砍倒了这棵树。在祷告室里，妈妈近乎歇斯底
里，但在发泄完了后，走出教堂的妈妈已是神清气爽。她说：“它是一棵
永远都查不清楚来历的树精啊，我跟它没有半点关系，却执拗地让它侵
扰31年，我后悔没有更早砍掉它……”而爸爸对孩子说的话更精辟：

“她不是精神病，她就是太过珍惜自己的羽毛，太过担心沾染灰尘……”
受了妈妈的启示，孩子也解脱了，他懂得了要珍惜当下，不要那么看重
他人的目光，他想好了要坦然度过自己的一生。

少年与成人的最大不同，就是还保持着自身的纯洁和对人的信赖，
所以最受不得委屈，只要能弄清真相，哪怕以死相拼或以一生交换，也
往往在所不惜。许多人间悲剧正由此而来。但世事的复杂远在少年的
逆料之外，所以，这篇小说开出的药方，我以为是相当实用，也相当高明
的。人理应活得更豁达、任性，对羽毛的这种过分爱惜，也许真是大可
不必的。

这篇作品初读有点逆眼，感觉上编的痕迹稍重，母子故事重叠太
巧，母亲的故事又太过强烈奇特。我首先是被作品提出的问题所震慑，
又为那有针对性的思想所慑服。再反思那逆眼的种种，我以为，就把它
当一篇不是完全写实的幻想小说来读，又如何？只要能写出这样的问
题和思想，又有这样的艺术感染力，不写实，不也可以吗？其实作者不
妨考虑以幻想小说形式来处理一些题材，有些故事本身精彩但怎么补
也显得假，那还不如不补，在一开始就安排一两个“魔幻”细节，让人知
道你不是在严格写实，那艺术效果或许倒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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