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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心世界

在我国儿童文学界，杨鹏的作品素以新奇幻想和无
限创意著称。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2年9月起陆续推出
的杨鹏童话系列《幻想大王奇遇记》（共10册），仿佛孙悟
空（主人公是“孙小空”）横空出世，吸引了亿万少年儿童
惊奇的目光。

《幻想大王奇遇记》以聪明机灵的孩子孙小空（幻想
大王）“奇遇”为主线，叙述了孙小空种种荒诞不经但又令
人深思的精彩故事。杨鹏在《幻想大王奇遇记》中，践行

“保卫孩子们想象力”的创作理念，既注重中国儿童文学
教育与审美的巧妙平衡，更追求西方儿童文学歌颂冒险
与肯定人生欢娱感的有机联系，以达到奇幻与理性的生
动契合，不断激发少年儿童的创新意识和理性思维。

我认为，《幻想大王奇遇记》之所以畅销不衰，是由于
作品把深刻的立意通过荒诞离奇、幻想夸张的情节去表
现，故事写得妙趣横生，人物塑造得栩栩如生，引人入胜，
扣人心弦，令小读者捧腹大笑，爱不释手。无论是在艺术
手法还是内容选取上，该童话系列都有独具匠心之处，堪
称佳作，值得推介。

理性统摄下的奇妙幻想

童话中的幻想是离奇莫测的，令人惊奇不已，但决不
是虚无缥缈的胡思乱想。幻想与现实的结合必须和谐、
自然，它是从现实的基础上产生的幻想。杨鹏的童话是
理性统摄下的奇妙幻想，往往从幻想里折射出斑斓的人
生，给少年儿童以深刻的教益和启迪。

《幻想大王奇遇记》以杨歌（孙小空）的幻想为载体，
讲述相对独立的幻想故事，故事奇幻、迷人、惊心动魄，而
且富于新意，就像一条银线串起晶莹剔透、五彩缤纷的珍
珠，令人赏心悦目。作品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幻想形式不
同于传统的可以营造的、有别于现实世界的童话世界，也
与一般意义上的白日梦、意识流小说有着很大不同。

《幻想大王奇遇记》将新奇的、富于变化的幻想形式
与丰富多彩的内容高度融合，下意识的幻想与理性意识
的把握高度统一，创造了一种介于意识流小说与传奇故
事、科幻大片、惊悚电影之间的新神话、新传奇。同时，作
品立足于真实的现实生活，以童话的形式展现现实的悖
谬与无常，体现生活中一些儿童的无助以及人性的无奈
与无限欲望，给人一种卡夫卡式的突兀与魔幻现实主义
的荒诞感。

《幻想大王奇遇记》的幻想不同于白日梦。白日梦是
在理性意识弱化时的潜意识活动，时间短暂，内容模糊，
缺少理性内容，突出结果对现实生活中的缺失、失败或欲
望的补偿。杨歌的幻想同样建立在现实生活的不足或对
欲望的补偿之上，却有清晰的理性逻辑统摄，又有坚实的
现实生活基础。例如，系列之二《种植父母》，种父母是对
现实中父母的不满与抗争，企图获得按照自己的意愿改
造父母的权利；再如系列之四《一万个分身》，一万个分身
是想获得万能的自我；又如系列之六《非常插班生》，对魅
力少女白谷静、茱丽叶的爱慕，是无数少年儿童青涩成长
历程的真实书写。杨鹏站在“儿童本位”的写作立场,代
儿童发言,替儿童说话,也就是为儿童争取“符号权力”。
但是，对父母的栽种体现主人公对理想父母的期盼与选
择，不仅目标清晰，而且逻辑分明，自己全身心投入，分析
得失与对错，最后回归认可自己的父母。一万个分身同
样设想每个分身都有独特之处，可以弥补自身的客观限
制与缺憾，但通过现实生活的考验，最终认识到分身之术
是不能替代自身努力的获取。对不同魅力女孩的向往与
追求同样是以自己的好奇心、同情心、勇敢的行为赢得美
少女的芳心，以及高尚的品质获得认可与赞美的。

《幻想大王奇遇记》在表现形式上与经典童话也呈现
很大差异。传统神话故事的环境完全不同于现实世界，
它是一个被刻意杜撰的少年的世界，它的每一个元素都
紧紧围绕某种抽象的主题，通常是宣扬真善美，批判假丑
恶。“幻想大王”的故事建立在亦真亦幻的现实与幻想交
替或无间融合的环境之中，现实中有幻想，梦幻中体现的
是生活逻辑和理性意识。比如种父母是在父母不在场的
条件下，按照植物的生长过程一步步实现的，目的就是寻

找符合自己意愿的父母；拯救吸血鬼的手
段是通过科学实验，配制的药方实现的；
当重复星期五的时候，孙小空在不停地追
问自己，是不是时空逆转，等等。孙小空
的幻想不是抽象、孤立的追求真善美，尽
管其行为与过程体现了勇敢、真诚、探索
等优秀品质。《幻想大王奇遇记》用科幻手
段，将时空错位、真假交融、写实与夸张相
结合，艺术地展现了一个亦真亦幻、曲折
紧张、惊悚突兀的奇异世界。

《幻想大王奇遇记》与意识流小说也
有差异。威廉·詹姆斯的意识流学说催生
了亨利·詹姆斯、詹姆斯·乔伊斯、伍尔芙、
福克纳等伟大作家。但《尤利西斯》《墙上
的斑点》完全是意识的自然流动，现实世
界只是叙事的陪衬与插曲，体现的是潜意
识思维本身逻辑。而《幻想大王奇遇记》
中的“幻想大王”，体现的少年心理意识建
立在生活逻辑之上，是理性统摄下的“幻
想”。故事中的奇思妙想都是围绕家庭生
活、学校生活、好奇心、少年英雄主义、争
强好胜、对异性模糊的渴慕等现实展开
的，即使一些魔幻、荒谬、奇异现象也是
少年儿童生活与愿望的真实折射。

无限创意下的少年英雄

创新是艺术的生命，幻想是童话的生
命，在幻想和现实之间，“人”作为媒介，有一个
如何融合、如何默契的问题。我觉得，杨鹏童话成
功的最大特点，就在于无限的创意。他曾经和我说过，他
不赞成迁就孩子的阅读口味，他要创造孩子的阅读趣
味。我的理解，杨鹏是用一个全新的理念，打破庸常童话
创作模式窠臼。于是，“杨鹏式”的童话、科幻小说好似狂
飙突进，风靡神州大地；于是，“杨鹏式”的无限创意下的
少年儿童英雄也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杨鹏在《校园三剑客》中用“小孩子拯救大世界”来概
括主题，恰恰是“杨鹏式”无限创意下的少年英雄的母
题。这种充满时代气息，体现少年探索精神与终极关怀
的少年英雄主义情怀同样也是《幻想大王奇遇记》的鲜明
主题。正是这种清新激昂、光芒四射的少年英雄主义使

“幻想大王”迥异于普通的儿童文学，成为新时期儿童文
学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英雄主义是儿童文学中常见的主题。普通的儿童传
奇故事往往为了表现主题，而营造、设置特定环境，与少
年儿童的实际生活相疏离。普通儿童传奇故事中的人
物、事件与环境受到主题的限制，主人公的主体意识难以
体现，或者时过境迁，一些历史题材的传奇故事对少年儿
童的亲和力大大降低。一些儿童文学中的英雄主义具有
概念化、抽象化倾向，突出其认知、教化功能，引导儿童认
识世界，树立英雄形象，培养进步的人生观和做人的标
准。由于其环境与人物行为游离于具体生活环境，儿童
体验、学习的主动性、娱乐性受到制约。而杨鹏《幻想大
王奇遇记》以儿童具体的生活环境与生活内容为基础，通
过主人公孙小空的积极探索与冒险经历，体现英雄精神
与时代理念，对儿童具有更大的亲和力，更受广大少年儿
童的喜爱。不仅如此，《幻想大王奇遇记》张扬不屈不挠
的探索精神，拯救实现世界，实现和谐共生的情怀，剔除
颓废、沮丧甚至色情、凶杀等黑社会、古惑仔内容，给儿童
树立清新、乐观、进取的榜样，引导新时期少年健康成长，
这是杨鹏儿童文学独特而巨大的贡献。

《幻想大王奇遇记》中的少年英雄在积极探索、勇敢
进取中体现英雄主义，并逐渐认识社会，树立理想人格。
在“种植父母”中，通过不同类型的“父母”，认识到具有强
烈责任心、努力工作的父母的优点与缺憾，崇拜、学习超
人父母，批判拖沓懒散的庸常父母，认可平凡辛苦的现实
父母。在“一万个分身”中，尝试做一个无所不能的少年，
而现实生活的局限使他认识到人的有限性，只有通过艰

苦努力，
才 能 取 得 应

有的成功，得到
人们的尊重。
《幻想大王奇遇

记》中的少年英雄充满了
冒险精神和牺牲精神。这种

勇敢无畏的献身精神在系列之一
《同桌是妖精》中，通过“大战九头魔

龙”、“异世界之战”，最终运用“想象的力量”
战胜“哇塞魔王”取得胜利。在系列之三《超时空大战》
中，经过种种探险获得“超时空秘宝”，经历“父母不认识
我了”、“无家可归”种种磨难，终于“勇闯飞碟”实现“时空
倒转”。在系列之五《永远的星期五》中，顶着各种误解，
破解一道道荒诞的谜底，甚至“被关进了警察局”，孙小空
与柳絮、柳絮的爸爸柳明博士一起闯过“生死时速”，最后

“真相大白”获得“死而复生”，“大战时间蜘蛛”，使生活恢
复常态。在系列之六《非常插班生》中，探险吸血鬼家族，
与吸血鬼融为一体，获得美女茱丽叶的认同，同茱丽叶一
起不惜自己变成吸血鬼，在“大战劫匪”中中弹，历险“恐
怖城堡”，终于“解药发明成功”，经过勇敢的“生死对决”，
解救了吸血鬼家族。在系列之七《教室宇宙战舰》中，经
过“知识下载”积蓄力量，通过“全校总动员”，“激战太空”
实现“地球保卫战”。“幻想英雄”孙小空的种种气壮山河
的英雄行为，无疑是当代少年儿童热议的话题和仿效的
对象。

《幻想大王奇遇记》的少年英雄充满了温馨的情感与
世界大同的人文理想。孙小空与同学们的关系融洽、友
爱，即使是调皮捣蛋经常捉弄自己的“皮大王”，当他在影
院丢失之后，孙小空同样全力以赴去援救。这种人文关
怀还体现在孙小空对待异类的态度上。当他发现白小精
是妖精，发现茱丽叶是吸血鬼的时候，仍然不离不弃，真
诚相处，全力解救。传奇少年拯救异类，拯救自然，热爱
美丽平静的湖泊，呵护山川河流，保护绿色环境，努力创
造包括异类在内各种生命和谐共生的理想家园。

《幻想大王奇遇记》还有许多创新之处。童话系列中
人物议论杨鹏的作品，对作者评头论足；孙小空对自己故
事的反思，如何合理推进故事；童话系列对大量流行的文
学作品、科学知识的戏仿等等，这些“元小说”技法的运
用，使童话系列既新奇又与少年生活、思维相贴切，增强
了作品的可读性。杨鹏就是这样，将童话抒情和热闹有
机结合，往往以新奇的想象、离奇的故事、大胆的创意，使
童话透过幻想的折光，展开情节的神奇性，注入对少年儿
童精神生命成长的真诚，使得他的作品具有较强的艺术
感染力和深邃的思想教育性。惟其如此，杨鹏的作品才
能够穿越时空，经久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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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观察新观察

张之路新作《永远的合唱团》：

过去时光里的纯真印迹
□赵 霞

电子媒介时代的到来，使我们永远地告别了一
种童年。那是与过去年代里的某种单纯时光联系在
一起的孩提生活感受。那个时候，对孩子们来说，世
界还不像今天这样运转得如此高速，也不像今天这
样充斥着几乎与成人生活一样丰富、复杂的讯息。
很自然地，那时候的许多童年生活也呈现出一种更
为单纯的质地。我们无法就这个过去的童年和现在
的童年做出简单的比较，但有一点大概是可以肯定
的：在已经消逝了的这一代童年里，的确蕴含了某
种令人怀念的纯净的生活美感。

作家张之路在他的长篇儿童小说新作《永远的
合唱团》里，试图追溯和描绘这样一种往昔童年的
生活感觉。这个“往昔”离我们到底有多远？作家没
有给出明确的时间背景说明，却在小说里留下了一
些更具体的历史细节。比如，那是 3 分钱可以买到
一个烧饼的年代，是 4分钱可以坐 3站公共汽车的
年代。小说的主人公、8岁的宋吉祥，有点秀气，有点
腼腆。像那个年代的许多孩子一样，他渴望加入少
先队，渴望戴上红领巾，得到老师和同学的认可。带
着这份虔诚的向往，宋吉祥和两个好朋友主动跑到
少年之家应征合唱团的选拔，结果顺利入团，不料
在回去的路上乐极生悲，打碎了小洋楼上的窗玻
璃。因为这件事情，宋吉祥在符合入队的年龄，却没
能顺利戴上红领巾。于是，合唱团更成了他精神上
的重要慰藉和寄托。然而，红领巾的烦恼并未就此
消失，而是以新的方式继续纠缠着这个8岁的小男
孩。他是合唱队里惟一的非少先队员，却被要求戴

上红领巾参加合唱表演，这让他感到了难言的尴
尬；而他为了参加彩排从商店好不容易买来一条红
领巾，反而使他陷入了更大的麻烦中……

张之路是一位特别能讲故事的作家。在《永远
的合唱团》里，他以红领巾的符号从头到尾地串起
了发生在男孩宋吉祥和他的伙伴们身上的童年故
事，以及这个年代的孩子对生活的某种特殊体验。
从这个意义上说，《永远的合唱团》体现了我们已经
不大见到的长篇儿童小说在总体叙事结构上的精
致追求。小说的叙事紧紧围绕着“红领巾”的核心符
号展开，从起初对红领巾的期待，到这个期待因为
各种原因的延宕，再到新的希望的升起以及新的失
望的降临。透过一个孩子清澈的眼睛，我们体味到
了那时童年生活的日常滋味。

男孩宋吉祥对红领巾怀有的那份热切的企盼
和全心的向往，映射出那个年代孩子特有的一种精
神面貌和状态。他的这一切经历和感受，对今天的
孩子来说或许是有距离的。但读着宋吉祥和他的合
唱团的故事，却并不令人感到疏远，也不令人感到
多么隔阂。因为穿过以红领巾为标记的那个时代的
帷幕，我们感受到的是过去和今天的无数孩子都曾
经历过并正在经历着的童年的各种欢乐与忧愁、兴
奋和失落，以及童年怎样勉力保卫着自己小小的尊
严。为了坚守秘密的承诺，宋吉祥没有把打碎玻璃
的事告诉老师，这一事件直接导致他成为入队过程
中的落后分子，给他带来了一系列烦恼。宋吉祥使
尽了力气来招架这些烦恼。谁又不是在这样的手忙

脚乱中慢慢长大起来的？小说写出了一个孩子在自
己的小世界里与生活交手的过程，这其中有拂之不
去的成长的孤独，也有来自他人的陪伴和理解的温
情。

作为整部小说核心意象的“红领巾”，很容易被
误认作某种狭隘的意识形态教育意图的符号。但在
小说中，这个意象实际上并不受意识形态内容的规
束，相反，从男孩宋吉祥身上发生的与红领巾有关
的一切故事里，我们读到的不是被某个意识形态符
号标本化了的情感或行为，而是丰富的童年生活和
真实的童年心灵。小说里有这么一个细节：当同学
郝玉新因为成绩差而被老师同学嫌恶地贬为“耗子
屎”时，宋吉祥和同伴边域挺身而出，想到了帮她脱
离窘境的办法；然而，当郝玉新在作文中感激地把
宋吉祥二人称为“我最喜欢的人”时，宋吉祥顿时觉
得“肺简直要气炸了”，急于撇清关系的他，当着全
班同学的面把郝玉新也叫作“耗子屎”，尽管事后他
立刻就后悔了。在这样的童年生活细节里，作家写
出了一个孩子本性的善良，但他更尊重这种善良的
真实性和人性。事实上，惟其真实，它笔下童年自发
的善意和正义感，才真正具有了打动我们的力量。

贯穿小说全部叙事过程的“红领巾”，也是这样
一个真实的意象。在小说中，它既是一个理想的象
征，同时也与童年所遭遇的各种各样的压迫和不公
联系在一起。小说的智慧处在于，它让我们看到，这
个符号之所以有价值，不是因为它包含了多么了不
起的外来意义，而是因为在这个符号之上，寄托着
对童年来说实实在在的自尊、自爱和自我确证，它
们是不同时代的孩子所需要的一种普遍的情感。
因此，男孩宋吉祥对于“红领巾”的真诚向往，其
实是一个孩子对世界、对生活的那一份纯真的信任
和情感。

这单纯里烙有过去时光里的印迹，它提醒着我
们，一代人的童年已经永远地逝去了，但它也让我
们看到，不论时空如何转换，童年那纯真的目光和
心灵，带给我们的是一种永远的感动。

杨鹏童话系列《幻想大王奇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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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话是儿童文学最具特色、也最受读者欢迎的样
式。童话文体的发展，经历过从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到
作家创作的过程。1923年，中国新文化运动和国外翻译
童话催生了中国第一本作家创作童话《稻草人》，从此

“给中国童话开出了一条自己的创作之路”。90 年过去
了，中国童话作家辈出，作品丰富，但是，当我们回顾这
90年的童话创作的时候，我们依然不无遗憾地发现：真
正能称得上经典的作品不多，具有世界影响的作品不
多。回顾这90年的童话创作，除了特定时代政治与教育
痕迹明显的作品之外，大多数作品带有国外优秀儿童文
学的影响印记，中国自己的印记反而模糊。更让人遗憾
的是，不管作家们如何努力，作品数量如何丰富，大家对
于中国童话的总体印象依然是：想象力匮乏，感染力不
强，人物形象不突出，能被一代代孩子反复阅读的作品
不多，能像安徒生童话、林格伦童话、科洛迪童话这样成
为全世界孩子共同的童年记忆的作品不多。

如何为中国孩子甚至全世界孩子创作更优秀的童
话作品，一直是中国童话作家和理论家在探讨的问题。
我曾经在一次理论探讨中表达过这样的意见：“中国原
创儿童文学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从外国的影响中摆脱
出来，逐渐本土化，是必经之路。但我们似乎还是没有找
到我们自己的艺术武库。”

提到“艺术武库”，人们自然会想起马克思说过的
话：“希腊神话不仅是希腊艺术的武库，而且是它的土
壤。”雪莱曾在诗中吟道：“我们都是希腊人。”黑格尔也
曾说过：“一提到希腊这个名字，在有教养的欧洲人心
中，尤其在我们德国人心中，自然会引起一种家园之
感。”这些话都表明了一个意思：一个民族辉煌灿烂的古
代文化深远地影响后世的文学艺术。源远才能流长。根深才会叶茂。在每一
次文学变革的时候，人们都会自觉地去收集整理古代的神话传说、民间故
事，从中找到母体的基因。比如《贝洛童话》《格林童话》对安徒生和19世纪
欧洲文学童话的影响就是证明。在中国儿童文学发韧之初，我们也有许多学
者开始对中国民间童话的采集与研究。100 余年来，我们的民间文学研究
者、各地的群众艺术馆也采集和整理了许多民间故事，但这些采集和研究，
并没有形成一本像《格林童话》《意大利童话》《非洲童话》这样有影响的作
品，而且从整体来说，它们和中国童话作家的创作之间也少有交集。

如果我们把中国童话作家也分成几代人的话，以叶圣陶、张天翼、葛翠
琳和洪汛涛为代表的前三代童话作家和中国民间童话的关联比后几代作家
更为紧密。像葛翠琳的《野葡萄》、洪汛涛的《神笔马良》就有中国民间童话的
显著影响。改革开放以后，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国外大量优秀的童话作品
被译介到中国，这些作品在读者心中的地位，往往超过了本土童话。新生代
中国童话作家的创作，也日益受到西方经典童话的影响。然而，正如美国著
名文艺批评家布斯所说：“每种艺术只有在追求它自身的独特前景时，它才
能繁荣。”中国童话的独特前景，一定是那些植根于中国丰厚的传统文化土
壤之中、独具中国特色的故事。这样的前景和方向，近年来已经被好莱坞以

《花木兰》《功夫熊猫》等作品作为反证了。在中国孩子们喜欢的动画形象中，
大概也只有葫芦娃惟一可以和米老鼠、圣斗士、奥特曼相提并论，而葫芦娃
是典型的中国童话形象。

收集、整理优秀的中国童话，为中国童话追根溯源，是一项非常艰难、却
意义重大的工作。陈蒲清老师一直在默默地做着这项工作。他的《中国古代
寓言史》《中国现代寓言史纲》是中国寓言研究的扛鼎之作。1993年，陈老师
决定普查中国古籍中的童话。他带着他的学生和家属，普查了自先秦至明清
的各种相关典籍，从62种著作中选出了120篇童话，加以注释、今译，编成了

《历代童话精华》，由岳麓书社出版。在整理古代典籍中的童话故事时，陈老
师深感到应该有论述中国古代童话历史的著作，能够系统地谈谈中国古代
童话的发展脉络。因此，他从2005年开始构思写作《中国古代童话小史》。历
时8年，终于在陈老师78岁高龄的时候，完成了这本填补中国童话研究空白
的著作。

承蒙陈老师的厚爱，让我得以在这本书还没有出版的时候，先睹为快。
纳入陈老师的研究视野的中国古代童话有两个部分——中国古代典籍里的
童话和中国各民族民间童话。我在阅读这本书稿的过程中，既为我们丰富的
童话资源感到惊讶，同时也纠正了我关于中国童话的许多错误印象。比如我
以为我们的民间童话中是缺少巨人形象的，没想到古代童话中早就有了类
似“蓝胡子”的故事。我以为只是我们在接受世界各国的童话，没想到安徒生

《皇帝的新衣》最早的原型可以追溯到汉魏六朝时《高僧传》里的故事《虚空
细缕》。中国童话的幻想空间是那样丰富——水中有龙宫，天上有天宫，山中
有仙境，壶中、枕中、口袋中还别有洞天。格林童话中《灰姑娘》的故事堪称经
典，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中的《叶限》同样是“灰姑娘”式的童话，比《格林
童话》至少早了800年。这里很难说是谁影响了谁，只能说有些故事原型是
世界上各民族都有的，文明的密码有共通的“解”。由此看来，如果真有外星
文明，我们也大可以放心，我们终归能找到共同的语言。

虽然也有学者坚持说中国古代没有儿童文学，中国儿童文学没有古代，
只有现代。从这种观点出发，中国古代也就没有童话。但是，我更同意陈蒲清
老师的观点：中国古代没有“儿童本位”的观念，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儿童文
学即作家专门为儿童创作的儿童文学，但是并不等于说中国古代没有儿童
文学，尤其不能说没有童话。陈蒲清老师从大量的古代典籍和丰富的民间故
事中，已经为我们挖掘出了丰富的童话宝藏。这是我们的“童话武库”，无疑
将对中国童话的创作和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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