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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十七年儿童小说中儿童成长模式
申景梅
（黄淮学院 中文系，河南 驻马店
摘

要

）

建国后十七年许多儿童文学作品渗透着作家真挚、深沉的感情，字里行间翻腾着

时代的浪花，该时期儿童文学具有独特的个案特征，它主要体现在儿童小说中儿童“成长”模
式上。总的来看，十七年儿童小说中儿童“成长” 模式可归结为这样几个特征：浓厚的革命
情结、沉痛的苦难情结和严肃的“小大人”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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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基说过：“每一本小人书就象阶梯的一小
级。每攀登一级，我就愈脱离动物走向人——走到
更美好的生活的理想，到达对于这种生活的渴望。
”
儿童文学是少年儿童形象的“生活教科书”，是孩
子们必不可少的精神食粮。它以艺术形象的特殊感
染力、寓教育于艺术的特殊表现形式、通俗易懂、
趣味横生的语言表达帮助少年儿童理解生活，认识
世界，培养他们的情感、意志和理想，对他们产生
深远的影响。建国后十七年儿童文学亦是如此。
如果以鲁迅称赞叶圣陶的童话《稻草人》“给中
国的童话开了一条创作的路”作为儿童文学研究在
中国兴起的标志算起，这一领域的研究已经走过了
多年历史。十七年儿童文学研究基本是与作家创
作同步进行的。有纵横多方位进行的宏观研究，有对
个别作家作品的微观的深入探讨，有对儿童文学理论
的进一步探索，有对儿童文学不同体裁的系统研究。
但总的看来，十七年儿童文学的研究在很长时间内进
展不大，全方位、多角度的研究成绩不大。对儿童
小说这一创作颇丰的题材的专门研究，更是极少。
年以前几十年是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
年以后是整整十年“文化大革命”，建国后十
七年儿童文学是怎样在这个特殊的历史立场上言
说的？儿童文学离不开儿童的成长，十七年儿童小

说中儿童成长具有怎样的时代模式？本文通过对
文本的解读，对这些问题进行梳理、描述和分析。
文学是历史的记忆。建国后十七年文学总是萦
绕着
世纪长达半个世纪的中国人民挥之不去的
殖民记忆。抗日救亡、民族解放成了儿童文学故事
情节展开的最基本的社会背景。儿童文学作品更多
正面描写战争和在战争中成长的儿童形象。临危不
惧、机智敏锐的王二小；聪明活泼、淘气又勇敢的
小兵张噶；“勇敢、坚强”的小荣；镇定机智责任
心极强的小英雄雨来；坚强懂事略带感伤的小娟以
及活泼伶俐的于文翠等，一个个鲜活的儿童形象共
同组成十七年儿童文学的“儿童群英谱”。
这一时期是新中国儿童文学的第一个繁荣期，
老一代、新一代儿童文学作家的许多儿童文学佳作
也主要是在这一时期涌现的。儿童文学离不开儿童
的成长。
年以前几十年，烽火连天，战争连绵，
年以后是社会如“牛鬼蛇神”般狰狞的文革十
年，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儿童成长主题备受作
家关注。宁波大学芮渝萍教授在综合国内外成长小
说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
“成长小说
就是以叙述人物成长为主题的小说，就是讲述人物
成长经历的小说。它通过一个或几个人物成长经历
的叙事，反映出人物的思想和心理从幼稚走向成熟
的变化过程。
” 芮渝萍教授关于成长小说的理论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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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这样阐释：成长主人公是年龄一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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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以下的

战争中成长起来的。她从

年起，就开始尝试

青少年、小说的内容具有亲历性、小说的叙事模式
基本为“天真——迷茫——考验——顿悟”、成长的

少年儿童短篇小说的创作。十七年间，她先后发表
了《好大娘》、
《我和小荣》、
《核桃的秘密》、
《长长

结果总是主人公经历了生活磨难之后，获得了对社

的流水》等十几篇优秀的儿童短篇小说。作品多是

会、对人生、对自我的重新认识。在这种观点支撑
下，结合到新中国诞生这一历史转型时期，崭新的文

以自己亲身经历的革命战争年代火热的斗争为背
景，反映了革命斗争的曲折与艰辛。《我和小荣》

学思潮及文化语境，儿童文学自身的特殊性，十七年
儿童小说中儿童成长可以归结为这样几个模式。

中十二岁的小姑娘小荣，在家破人亡难以忍受的惨
痛面前，坚强地去完成爹娘所未能完成的革命任

一、身临其境：浓厚的革命情结
五四以来，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经历了
长期的革命斗争。十年内战、八年抗战、三年解
放战争、解放后进行的抗美援朝战争，战争生活
给人们的印象是极其深刻的。那些从旧社会走过
来，从烽火连天的战场冲杀过来，在残酷的对敌斗
争中成长起来的老一代作家，对战争与苦难、国破
家亡、流血牺牲与民族解放斗争有着深入骨髓的切
身体验。作家们多是怀着自己真挚热烈的情感和真
切地体验进行文本叙事的。十七年时期以这样的方
式进行儿童文学创作的作家因此具有独特的个性特
征。他们亲历与体验了战争，经受了严峻的考验，
成为当代儿童文学创作的主力军。影响较大的作家
作品有徐光耀《小兵张嘎》、管桦《小英雄雨来》、
刘真《我和小荣》、王愿坚《小游击队员》、卢大容
《和爸爸一起坐牢的日子》、胡奇《小马枪》等。
年出生的作家徐光耀， 岁就当了小八
路，亲身经历了大小战争
多次，从一个儿童团
团员逐渐成长为一名成熟的革命军人，他的情感自
然而然地关注着人民革命斗争中儿童的生活和命
运。他笔下的小兵嘎子也与他一样
岁就参加革
命，历经了血与火的洗礼与考验。村公所遭遇战、
青纱帐伏击战与鬼不灵围歼战，战争的艰苦复杂，
严酷的生存环境中，机智勇敢、野性十足、满身
“嘎”气的少年英雄形象真实可信，赢得了小读者
的广泛喜爱。
小英雄雨来的塑造者作家管桦也是
岁就离家奔赴抗日战场，他的笔尖也自然而然落在
这段革命的历史上。从小到大，他耳闻目睹了无数
个和自己有着类似经历的“雨来”，《小英雄雨来》
的产生正是这种长期生活的积累和情感积累的结
果。“雨来”们的所思所想，他无比熟悉，也难以
忘记。在新中国的儿童文学领域里，刘真的小说是
以描写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小八路的生活而
著称的。这一女作家的儿童文学创作是同她一起在

务。这些真挚情感、深沉激情的凝练正是得益于女
作家“小八路”真实切身的经历。除此之外，卢大
年中国
容《和父亲一起坐牢的日子》回忆了
人民解放战争时期，在国民党统治地区的一段亲身
遭遇；王若望的《在十五号牢房里》以及王愿坚的
《小游击队员》，如果有心的话，我们在开篇就可以
体会出作品的内容，多是与作者亲身经历有关的。
这类题材的儿童小说创作多是真人真事或是
以真人真事为蓝本。“嘎子”、“小荣”们这一类儿
童形象是作家对战争年代的集体记忆，打上了深
刻的“纪念”、“缅怀”的审美烙印。作家们深入
战争生活中，“由于一个事件、一个情节、一个人
物，打动或触发了他，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就
在脑子里有意识地结合以前的经验、印象，开始
形象的想象” ，创作出许多以“再现生活时的酷
似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 为美学特质的儿童小
说。总之，这些有着特殊经历的作家创作的作品，
无论是描写战争年代革命小战士坚强斗争的革命
历史题材小说，追忆旧时代底层孩子生活遭际的
“童年小说”，还是表现新中国新社会广大儿童幸
福成长的“现实小说”，都因其生活的真实、思想
的真切、情感的真挚，在一代代儿童中留下深刻
印象。但有一点要说明，这些作品回避了对血淋
淋战场、残酷战争的直接描述，流动着乐观昂奋
的基调，并不失儿童世界的天真单纯。它们再现
了小主人公的不幸遭遇，描写儿童与成人一起所
承受的种种苦难，但着力避免渲染悲剧气氛。对
于“光明必定战胜黑暗”进行热情讴歌、着力表
现人民胜利后的无限喜悦、激发人们克服困难的
勇气和信心等主题，是对青少年儿童进行阶级教
育、革命传统教育的极好教材。

二 “烈火炼真金”：沉痛的苦难情结
苦难是文学表现的一个重要主题。十七年儿童
文学中苦难主题表述与革命是不可分开的。战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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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和风细雨，它饱含着眼泪与痛苦。十七年儿童文

年

中，旧病复发，成了个又聋又瘫的小姑娘（邓普：

学中这一主题的创作占了很大的篇幅。在
年
刚刚创刊的《儿童文学》的前三期上，以战争回忆
年第 号李伯
为题材的儿童小说就有 篇。

《军队的女儿》
年）。
革命历来是追求高尚纯洁的，是竭力消弭个

宁的《淘气》讲述的是一个小儿童团员秘密送信的
故事，其副标题是《为纪念“七 七”抗战二十周

宣扬集体主义精神，推崇个人牺牲精神。所以，个
人“身体”成了成长者前进的最大障碍，在克服

年而写》；
《耳朵的故事》借一个叔叔之口，沉重地
讲述战争中掉了一只耳朵的故事。末尾呼吁道：
“记

“身体”障碍取得进步的过程中，各种“伤病痛”正
是对个体最直接、最有效的锤炼形式。这一时期儿

住吧，孩子，这次斗争，就是记载在历史上的

人，倡导集体主义的。这时期的儿童文学主题都是

童文学作家的审美趣味表现出崇尚高昂悲壮之美，

年的
运动！”
《儿童文学》
年第 号上，
《一个中国孩子的遭遇》控诉了一个中国孩子在苏

对苦难的表达常用一种夸张炫耀的笔法。在内容上，
受了重伤的孩子一开始往往不觉得疼痛，直到接近

联的苦难遭遇；钢铁工人胡万春占十多页篇幅的中

成功时方才有所察觉。嘎子中弹后竟毫无知觉，直

篇儿童小说《骨肉》，痛恨地揭露了阶级剥削的旧
社会，穷人养不起孩子，被迫送女抵债，骨肉分离

到被人发现“挂花”后才“觉得膝盖下面有些痛”
（
《小兵张嘎》
）；在情节安排上，小主人公总能在危

的社会现实。走出战争获得解放的新中国，万恶的
阶级压迫与剥削、残酷的、血肉纷飞的战争成为一
种集体记忆。回忆战争即是叙述苦难，十七年以苦
难与战争为主题的儿童小说中人物成长模式单纯
又单一，可概括为：身体受难——遇到障碍——精
神提升——克服障碍——取得进步 获得胜利 。
这些儿童小说中，没有一个小英雄是没有受过伤痛
的，没有一个小战士是没有经过苦难磨练的。江姐
惨遭手指被钉竹签等毒刑，小小年纪的卢大容在敌
人的监狱中经受严刑拷打，这些细节在每一个阅读
者的脑海里都打下了深深的烙印。“烈火炼真金”，
身体磨难是战争中儿童成长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
只有经过层层磨难，才能成为又红又专的“革命接
班人”。嘎子在伏击敌人时腿上“被钻了个小窟窿
眼儿”（徐光耀：
《小兵张嘎》
年）；接线员黄
文华冒着战火寻找被打断的电话线时不幸被炮弹
炸伤（李楚城：
《小电话员》，
年）；小荣夜间
捉敌腿上中了枪弹从树上摔下（刘真：
《我和小荣》，
年）；卢大容和爸爸一起坐牢，在监狱中经受
严刑拷打（卢大容《和爸爸一起坐牢的日子》，
年）。即使是在建设时期的生产劳动中，也时常有
“伤痛”的考验。赵大云割稻时“镰刀划开了脚踝，
流了好多血”（任大霖：
《蟋蟀》，
年）；龙梅、
玉荣为了保护公社的一群羊同暴风雪搏斗了一天
一夜，
“冻得浑身发抖，两腿象冰棍一般”，
（赵琦：
《草原两姊妹》
年）
至于“病痛”大多发
生在建设劳动中。欧阳海每天腹泻十多次，还要带
病来到建设工地上（金敬迈：《欧阳海之歌》
年）；刘海英为抢救国家财产两次跳到冰冷的河水

难时刻转危为安，迫不得已最后才“受了伤”。小荣
在篇末为父母报仇活捉李天魁时“腿上负了伤”，
“摔
在一堆高粱秆上”（
《我和小荣》
）。因为在战争时期
成长的“嘎子”、
“小荣”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
“所有的土豪劣绅全打倒了，天下的穷人都解放了，
劳动人民都过上
再没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
了美好的生活。孩子们全都能上学 ”（李心田：
《闪闪的红星》
），“如果需要我们为共产主义牺牲，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也可以做到：——脸不变色，
心不跳。
”（江姐：《红岩》
）如果说战争年代的伤痛
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新中国建设时期的病痛便自然
要与国家利益人民利益密切相关的。欧阳海（
《欧阳
海之歌》
）带病来到建筑工地；刘海英（
《军队的女
儿》
）忍着关节疼痛，奉命去打开泄水闸。此时他
们的每一份苦难都具有多重内涵：接受磨难，迎接
挑战；完成祖国交给的任务，争取最后胜利。
苦难磨练本不是人身体感受的正常状态，作家
所关注的往往不是受难者的生理痛苦，更重要的是
把它作为一种形象化的隐喻。因此，“伤病痛”在
文学中常常具有多层隐喻内涵。“作家通过隐喻为
病痛增加某种文学化的想象，来赋予它某种其他的
附加意义。
” 十七年儿童成长中的伤病苦难没有
过于复杂的隐喻色彩，它不过是对“小大人”成长
设置的一种障碍，是一种磨难考验，是胜利过程中
必须付出的代价，是成长过程中必要接受的教训。

三“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严肃的“小大人”情结
新中国诞生后，现代化国家建立与发展又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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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面临的艰巨任务。对新社会的真诚讴歌与对美

长大成熟。刘真的短篇小说《我和小荣》以火热的

好共产主义社会的向往之情成为一个时代人们普遍
的追求，热情参与政治也就成为一种必然选择。这

革命斗争为背景，小荣正是特殊年代特殊环境所造
就出来的特殊的儿童。虽只有十二岁年纪，亲历了

一时期的“儿童教育观”具备了新的内涵：儿童是祖

父母被活埋，坚忍顽强地主动投入战争，在生活

国的花朵，是祖国的希望，配合政治运动，教育他们
“时刻准备着，做共产主义的接班人，为共产主义事

上，“她完全像个大人一样照顾大家，因此过往的
同志送给她个外号叫‘小大人’
。
” “小大人”形
象是一把双刃剑，隐含着更深层次的问题。十七年
时期，一个个“小大人”严肃有余，活泼不足，童

业而奋斗”。十七年成人儿童文学作家在这种政治语
境下，用一种叙事模式，用相同的话语意义制造出

心消泯，天性缺失，被拔高或催熟了，其主要原因

一个又一个“缩小了的成年人”的儿童形象。
革命战争年代，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云儿偷
偷卖掉了拍也舍不得拍一下的小皮球，支援爹爹组
年）。
织队伍收买武器打敌人（刘真《在路上》，

实严峻的革命斗争的需要。这一特殊年代对儿童早

和平建设时期，大旺答应带弟弟捉蝈蝈，磨镰刀、
修杈子、喂猪忙了一大圈才出门，可半路上又帮生

熟的要求，使得整个社会在集体潜意识当中忽略了
儿童的独立人格和他们的特殊的精神要求。由此看

产队拆豆子垛，做不完的事（浩然：
《大肚子蝈蝈》，
年），这些乡村穷孩子们都以满腔的热情投入
现实的战斗生活中。城市里的孩子也同是以“缩小
了的成年人”形象出现在这一时期儿童文学作品
中。苹苹虽然还是幼儿园的小朋友，但却会给“小
布头”耐心地讲道理：“粮食是宝贝，一颗也不能
浪费”，讲解爱惜粮食和建设祖国的关系。
（孙幼军
《小布头奇遇记》，
年）
十七年儿童文学中，
“红领巾”无疑是一种积极
进取、先进模范的标志。有否戴红领巾成为衡量一
个孩子好坏与进步与否的标准。入了队，带上红领
巾就变成驯良规矩的“小大人”了。这一形象的塑造
也一直贯穿在十七年的儿童文学创作中。少先队员小
红在去看电影的路上，在公共汽车上捡到一个皮面
笔记本（张天翼《去看电影》，
年）。为了显示
小红充满矛盾的内心世界，作者安排了两个孩子辩
论，两个孩子实际上就是小红内心深处自我矛盾的
两个方面的外化，一方面是想看梦寐以求的电影，另
一方面是一个少先队员的责任。最终作家让小主人
公压抑个人需求，尽快找到失主，实现了“为人民
服务”的愿望。
“他们像大人一样思考问题，像大人
一样行动，像大人一样说着‘正确无误’的话。
”
“红领巾”们这种过于理智所表现出来的克己
奉公的精神正是这个时代所需要的：把自己完全地
奉献给集体，奉献给党，奉献给社会，成为建设社
会主义新中国神圣的一员。
环境的力量对人物的成长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儿童文学创作不能脱离时代，
” 战争时代本来就
不可能有正常的儿童生活，孩子们过早经受磨难，

来，儿童文学作家们“小大人”模式的创造自觉地
顺应了那个特殊时代要求。儿童文学“小大人”结
构模式的经典作品，之所以得以流传至今，与这些
作品都着重描写儿童人物的思想感情，揭示他们的
精神境界，一个个儿童人物都呈现为丰富复杂的内
涵饱满鲜明的个性是分不开的。
十七年儿童文学是一个常新的话题。高尔基说
过：
“儿童固有的天性是追求光辉的不平凡的事物。
”
儿童文学是以表现天真烂漫的孩提为其特色的，表
现儿童的童真、童趣和儿童情感。从这一点看来，十
七年许多儿童小说作品都渗透着作家自己的真挚、
深沉的感情，字里行间翻腾着时代的浪花。除了以
上所提及的，还有罗文应（张天翼《罗文应的故
事》
）、陶奇（谢冰心《陶奇的暑假日记》
）、月华（任
大星《双筒猎枪》
）、扎西（胡奇《绿色的远方》
）史
小蓝（任大霖《刚满十四岁》
）等等，这一组组聪明
机智，坚强勇敢、冲破重重阻碍，追求光明幸福的
少年形象系列，无疑是一部新中国少年儿童成长史。

只有一个——残酷的战争抹煞了孩子的童心，客观
现实要求孩子们跨过童年，快快长大，以便适应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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