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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

消亡抑或重构
——童年变迁与儿童文学生存危机论

胡丽娜

儿童文学是一个由目标读者所定义的文本集。

儿童文学是什么以及成人对它的思考都跟社会对于

儿童的观念——儿童是谁？他们如何需要阅读？他

们需要阅读什么——纠缠在一起（1）。我们往往将社

会对儿童的观念称为儿童观或童年观。可以说，目

标受众——儿童维度的变化始终是儿童文学这一文

类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日本学者上笙一郎认为如何

把儿童作为一个整体对待的“儿童观”是构成儿童文

学理论的要点。（2）国内也有学者将童年视为儿童文

学理论的逻辑起点，指出儿童文学理论可能的展开

方向是以对童年这一现象的理解为基础的，一定理

解角度、方式和认识水平规定着理论思维的相应深

度和广度。（3）儿童观或童年观之于儿童文学的重要

性已成为儿童文学研究界的共识，这就不难理解为

何五四时期儿童的发现成为标志中国现代儿童文学

诞生的重要节点。只是，“我们无法将儿童当做一个

同质的范畴来谈论他们：童年的意义是什么以及童

年如何被经验，很显然是由性别、种族或民族、社会

阶级、地理位置等社会因素决定的”（4）。社会对于儿

童的观念始终处于动态发展而非一成不变。尤其是

在传媒化生存的当下，童年生态已然发生翻天覆地

的变化。而对于儿童文学生存来说，冲击最大的无

疑是“童年消逝论”的观点。以简单因果决定论来

看，如果童年不复存在，那么建基于童年观念的儿童

文学就失去了生存之本，换言之童年的消逝势必导

致儿童文学的消亡，儿童文学面临严峻的生存危机。

问题在于，儿童文学存在危机论的立论之本——童

年消逝论是否合理？童年消逝论是否能精准而全面

反映媒介变迁对童年生态的影响？除却童年消逝的

悲观论调，西方童年研究的众声喧哗中是否有其他

异质的声音？如何理性审视媒介变迁与童年生态变

化对儿童文学存在的影响？

一、媒介变迁与童年生态

1962年菲力普·阿里耶斯的《儿童的世纪》揭开

西方童年史研究的序幕，此后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

代，研究者对童年研究的热情持续高涨，使得童年史

研究几乎成为西方社会史研究中的一门显学。根据

普林斯顿大学的劳伦斯·斯通教授的统计，在1971

年到1976年间出版的有关童年的历史和家庭生活的

重要著作和文章有900多部/篇之多。相比之下，在

上世纪30年代每年仅出版大约10部/篇学术著作和

文章。归纳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循着两条轴线：一

是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社会建构论”，认为童年的

概念是一种社会现象，非生物上的必然。童年的概

念是一种文化产品，为儿童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历史

脉络所激发、培育。二是上世纪80年代奠基于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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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建构论的“生活经验论”，即结合儿童的概念与

儿童生活的研究。（5）

随着电视文化兴起和普及，上世纪80年代的童

年研究开始呈现鲜明的媒介化趋势，即关注媒介文

化对于童年的影响成为研究的一大主潮。以电视为

代表的传媒文化带给童年以怎样的影响，较之传统

的印刷媒介，电子传媒“一览无余”的特质在多大程

度上改变童年的状态？在电视、网络等层出不穷新

媒体的冲击和浸润下，童年生态如何，是否如有些学

者忧虑的童年已然消逝？围绕这些问题，西方童年

研究者从不同的立场对媒介时代童年命运作出不同

判断，形成悲观消逝论、乐观革命论和温和建构论三

种主要观点。

（一）电视文化与童年的消逝

尼尔·波兹曼在《童年的消逝》一书中指出电视

文化导致童年的消逝。他认为印刷媒介的兴起导致

了童年的被发现。波兹曼格外看重印刷术的发明对

新成人和童年概念形成的意义，并具体阐述了印刷

机的发明如何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符号世界，这个全

新的符号世界要求确立一个全新的不包括儿童在内

的成年的概念，并促使童年从成人世界分离而获得

独立。而儿童从成人世界中的分离，也就形成了童

年。因此，到了19世纪50年代，几百年的童年发展已

颇具成效，在整个西方世界，童年的概念已经成为社

会准则和社会事实。（6）

印刷媒介创造了童年，而电子媒介的发展则把

童年的命运推向了死胡同：“凭借符号和电子这样的

奇迹，我们自己的孩子知道别人所知道的一切，好

的、坏的，兼收并蓄。没有什么事是神秘的，没有什

么是令人敬畏的，没有什么事不能在大庭广众下展

示的。”（7）以电视为代表的电子媒介使童年概念诞生

的符号环境缓慢地瓦解，侵蚀了童年与成年的分界

线，进而将童年的命运推向消逝的边缘。而与一览

无余的电子媒介发展相对应的是图像革命的展开。

相对于作为抽象经验的语言，图像则是经验的具体

再现，对头脑具有催眠的作用，因为它只要求人们去

感觉，而非思考，由此电子媒介和大批量的图像生产

对保证童年概念存在所需要的社会和知识的等级制

度造成了冲击。波兹曼选择了1950年作为一个标志

性的年份，在这一年电视在美国家庭中牢牢地扎下

了根。正是通过电视，电子和图像革命走到了一起，

童年和成年之间界限的历史根基逐渐被破坏殆尽，

童年面临消逝的危险。（8）

同在上世纪80年代初，梅罗维茨也对电子媒介

模糊成人和儿童的界限进行了深入的探查。他认为

社会变化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媒体环境的变化，媒介

讯息对处于社会化不同阶段的人包括儿童都有着重

要的影响。媒介的变化与童年和成年的观念的整体

趋势有着很大的关系。印刷媒介倾向于将儿童与成

人隔离开，而且使得不同年龄的儿童被隔离进不同

的信息世界。而电视则倾向于将儿童与成人再融

合。因为电视没有复杂的接触码，而是以声音和图

像的形象化形式将信息毫无保留地向儿童敞开。“电

视的革命性不在于它是否给了儿童‘成人观念’，而

是它允许非常小的孩子‘参加’成人的交往。电视去

除了过去根据不同年龄和阅读能力将人分成不同社

会场景的障碍。⋯⋯无论如何，电视暴露给了孩子

们几个世纪以来成年人一直不让孩子知道的许多话

题和行为。电视将儿童推进了一个复杂的成人世

界，并且促使儿童去问那些没有电视他们就不会听

到或看到的行为和语言的意义。”（9）因此，印刷媒介

提供的许多过滤和控制在电视上却没有，电视向儿

童暴露了许多成人的秘密，进一步同化了成人与儿

童的角色演变。

戴维·艾尔凯德（David Elkind）的《萧瑟的童

年：揠苗助长的危机》（10）（TheHurried Child,1981）、玛

丽·威妮（MarieWinn）的《失落童年的儿童》（Child-

ren Without Childhood,1984）等著作，也认为以电视

为代表的传媒文化是导致儿童早熟、青少年暴力、童

年失落等诸多负面影响的祸首，于是在传媒文化时

代“童年之死”、“童年的消逝”成为童年不可逃避的

悲观命运。

（二）新媒介与童年的解放

与尼尔·波兹曼等人的悲观论调相反，秉持“传

播革命”观点的研究者却认为新的电子媒体解放了

儿童和年轻人，并赋予儿童更大的权利。研究者认

为儿童不是被动的媒体受害者，而是以一种成人无

法拥有的自发天生的智慧，形成强有力的“媒介素

养”，充分利用新媒体科技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实现

自我。因此，在传播革命论者的眼中，新媒介非但不

是童年命运的噩梦，而是童年的乌托邦。对于童年

消逝论大行其道的国内儿童文学界，传播革命论的

观点无疑是很好的补充，并起到一定纠偏作用。

被誉为数字经济之父的唐·泰普斯科特是这种

乐观革命论的代表人物。《数字化成长：网络世代的

崛起》考察了网络之于童年变迁的影响。他认为，一

胡丽娜·消亡抑或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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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传播的革命会塑造出新的世代及世界风貌。对于

出生于1946—1964年的人们来说，其童年阶段正是电

视风行的时候，作为当时功能最为强大的传播科技，

电视对于婴儿潮世代的价值观念、文化形成等产生了

深刻影响。而对于1977年后出生的孩子，电视的本质

及使用方式已经显得落伍和粗糙。他们是最先与新

媒体同步成长的世代，他们不仅接触网络而且深受网

络的影响。（11）为此泰普斯科特在该书开篇即观点鲜

明地道出“网络世代已然形成！”他认为网络世代是

最先在数字媒体环境下成长的世代。数字技术与现

实生活的融合，互联网的产生和发展，影响和形成了

与众不同的新一代的儿童——网络世代。网络世代

通过数字媒体的使用，不仅发展出自有的格局，也对

社会的文化产生巨大的冲击。（12）童年并未在电视文

化中消逝，而是进一步畅游于网络文化，作为童年主

体的青少年也由电视世代升级为网络世代。

此外，西摩·潘坡特《连结的家庭》（TheConnec-

ted Family）、琼恩·卡兹《道德现实》（Virtuous Real-

ity）、道格拉斯·卡许可夫的《游戏未来》（Playing the

Future）等对新媒体技术对儿童和青少年的成长影响

也持乐观态度。如卡许可夫认为新媒体（互联网、有

线电视、计算机游戏、MTV、角色扮演与次文化时尚

等）在本质上具有“互动性”，因而比先于它们之前等

级制的“单一文化”更为民主。这些媒体容许年轻人

凭其自身的能力成为文化生产制造者，并因此而躲

避了“家长守门人”的控制。（13）

（三）温和建构论的童年观

大卫·帕金翰在《童年之死：在电子媒体时代成

长的儿童》一书以“寻找失落的儿童”开篇，指出媒体

目前将童年商业化而不断地受到人们的谴责——因

为它们把儿童变成了贪得无厌的消费者，并且儿童

被广告商的欺骗伎俩所引诱，想要得到那些他们并

不需要的东西。（14）事实上，媒体卷入童年论争的方

式有些矛盾，一方面媒体被指责为促成童年消逝的

罪魁祸首，另一方面在童年性质的变化及童年建构

的历程中，媒体是积极的参与者和主要的传输平台。

较之悲观消逝论和乐观革命论等科技决定论的观

点，帕金翰对媒介之于童年影响的认识更为温和与

理性，他也因此自称为温和的建构派。他认为“现代

童年概念的出现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网络运行的结果

——这个网络包含了意识形态、政府、教育与科技之

间的交互关系，其中每一项因素都有强化其他因素

的倾向；结果是，现代童年的概念以各种不同方式、

依据不同的速率、在不同的国家情境中发展”（15）。他

主张将童年视为一种社会性的建构：“童年的观念本

身是一个社会的、历史性的建构；并且，文化与再现

（representation）——尤其以电子媒体形式显示的文

化和再现——则是这种建构在其中得以发展与维持

的主要场域。”（16）将童年放置在大的语境中予以审

视，那么传媒文化只是推动或者影响童年变迁的因

素之一。而就传媒因素来说，也要关注各种媒介技

术被生产和使用的真实社会情境，以及这些科技所

特有的社会差异。以动态发展的眼光审视儿童与媒

体的关系，认可变化的童年性质、变化的媒体性质。

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传媒化生存时代的童年，重要的

不是推断是消逝还是解放，而是要深入童年变化的

文化现场，考察媒介之于儿童生活和童年性质的变

化，以建构眼光重新审视童年生态。

二、童年变迁与儿童文学存在论上的危机

媒介时代童年观的变迁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作

为独立文类的儿童文学的合理存在？国内儿童文学

界所忧虑的童年的消逝引发的童年生态危机、儿童

文学的存在危机是不是一个伪命题？

（一）不同童年变迁论对国内儿童文学的影响

在此，我们需要补充《童年的消逝》等童年研究

论著在中国译介传播的情况。早在1999年，泰普斯

科特的《数字化成长：网络世代的崛起》就由陈晓开、

袁世佩翻译，作为“数字经济·网络世代经典译丛”

之一，由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推出。而引发童年生

态危机和儿童文学存在危机的《童年的消逝》的国内

译本相对出现较晚。1994年台湾传播学界将《童年

的消逝》作为美国传播学经典名著翻译出版。1996

年台湾远流出版公司对《童年的消逝》进行再版。大

陆对此书的关注始于卜卫于2000年在《读书》杂志刊

发的《捍卫童年》一文。2002年朱自强《童年和儿童

文学消逝以后》是较早将波兹曼观点运用于儿童文

学研究的论文。直到2004年，《童年的消逝》的大陆

译本才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而帕金翰的温

和建构论的论著《童年之死》则在2005年引进。从时

间上来说，泰普斯科特乐观主义的童年说早于波兹

曼的悲观消逝论进入，或许是上世纪90年代末大陆

网络文化正处于起步阶段，网络文化的影响力尚未

完全显现，反倒是普及于上世纪80年代的电视文化

之于青少年成长的负面效应表现较为充分。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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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其现实影响力来说，悲观论后来居上，甚至成为主

导论调。一旦谈及媒介时代童年，国内儿童文学界

都无异议地倒向童年消逝论。也就是说，在媒介与

童年变迁的三种学术观点中，悲观消逝论在儿童文

学界影响最为深入。有学者说：“《童年的消逝》给我

带来的是一种‘失乐园’的惶恐。”（17）而更值得深思的

影响在于，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受制于童年变迁的

偏视趋向，这种消逝论的悲观论调进而推导出童年

生态危机、儿童文学存在论危机等。

当然，这种偏向还有一个背景是文学终结论的

传播。这有一个时间上的巧合。2001年《文学评论》

上刊载的希利斯·米勒的《全球化世代文学研究还

会继续存在吗？》中，希利斯·米勒在列举了电讯媒

介、因特网对文学、对全球化、对民族国家权力影响

与渗透之后，忧虑地指出：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

了，再也不会出现这样一个时代——为了文学自身

的目的，撇开理论方面或政治方面的考虑而去单纯

研究文学⋯⋯文学研究从来就没有正当时的时候，

不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18）两股潮流的汇聚，形成

儿童文学研究界对童年消逝及其之于儿童文学研究

的持续关注。如吴其南将儿童文学存在论上的危机

拆解为两个层次，其一为儿童文学自身的危机，童年

的消逝论为引发这种危机的根源，因为童年的消逝

也就意味着以童年、儿童为主要对话对象的儿童文

学无法存在；而第二层危机在于作为整体文学的可

能消亡带来的儿童文学的可能消逝，这对儿童文学

能否继续存在的影响更为紧迫，表现为儿童文学文

学性的失落，为其他的意识形态所替代。（19）

应该说，以波兹曼童年消逝论一家之言为依据，

阐述媒介时代儿童文学命运有失公允。退一步说，

童年固然是评判儿童文学存亡的重要因素，但绝不

是唯一因素。显然，在悲观消逝论、乐观革命论和温

和建构论三种立场中，个人认为最为适用的还是温

和建构论的观点。“我们不能孤立地来看待媒体——

不管是把它看做导致童年死亡的动因，还是把它看

做赋予童年更多权利的另类方式。与之相反，我们

必须将儿童与媒体的关系，放置在更为广泛的社会

与历史变迁的情境中去考察。”（20）以建构主义的观点

来审视媒介时代童年的命运，放弃童年消逝论的一

家之言，还原童年的丰富内涵，才能更好接近完整的

童年的原生态。正如童年的发现是一种社会建构，

儿童文学的诞生与发展也是一种发展的动态的社会

建构。就媒介时代儿童文学的存在来说，其根本问

题不在于童年消逝是否会引发儿童文学存在危机，

而是媒介时代童年命运的变迁带给儿童文学怎样的

新变，这些新变在多大程度上冲击并改写了传统意

义上的儿童文学。

有意思的是，尼尔·波兹曼的观点恰好与国内

儿童文学界哀叹的消亡论形成鲜明对照。他在阐释

电视文化对童年影响时论及儿童文学的情况：“在儿

童文学方面，许多因其广泛讨论的变化跟现代媒体

的趋势一脉相承。‘青少年文学’的主题和语言要模

仿成人文学，尤其当其中的人物以微型成人出现时

最受欢迎⋯⋯在儿童形象方面，我们的流行艺术正

在经历一个需要重新定位的问题。”（21）波兹曼并没有

宣告儿童文学的消逝，而是用了“重新定位”来描述

其思考。依循波兹曼的启示，媒介时代童年命运之

于儿童文学影响的关键，就从儿童文学是否消亡转

换为儿童文学如何重新定位。

（二）童年变迁与儿童文学的重新定位

面对媒介时代童年的变迁，儿童文学如何进行

重新定位？回到媒介时代童年变迁这一引发媒介时

代儿童文学存在论危机的根源问题，在媒介与童年

变迁论争的三种观点中，其核心在于儿童受众。而

儿童文学存在危机论的核心也在于儿童受众，因为

儿童受众的消逝意味着以儿童为目标受众的儿童文

学失去了存在合理性，退一步说，如果儿童受众没有

消逝而仅仅是改变，那么儿童文学存在的根基就没

有丧失，只是需要顺应儿童受众的改变而相应作出

调整。对儿童文学存在危机论的审视就可以儿童受

众的重新建构为路径。

首先，媒介与儿童的关系问题，始终伴随媒介发

展历程。美国家庭媒介教育专家Wendy Lazarus 等

人指出，几乎每隔10年，人们就会对媒体进行一次

“诘难”：20世纪第一个十年：我应该带孩子去看电影

吗？20年代：为什么我的孩子比我更熟悉收音机的

节目？ 30 年代：收音机里的暴力节目是不是太多

了？40年代：卡通漫画会对我的孩子有坏影响吗？

50年代：电视对我的孩子究竟有好影响还是坏影响？

60年代：我的孩子从摇滚乐里学到了什么？70年代：

电视节目怎么有这么多暴力镜头？80年代：我的孩子

是不是玩电子游戏玩得太多了？90年代：我的孩子使

用计算机了，上了网，他会变成什么样呢？（22）可见，每

一种新媒介的普及都会引发人们对于童年的忧虑，对

儿童成长的惶恐。由此，波兹曼视为童年消逝祸首的

电视仅是媒介形态嬗变历程中的一环，也是童年经受

胡丽娜·消亡抑或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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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考验的环节之一。事实证明，作为能动的受众，

儿童群体对于媒介内容的接触有其选择与判断。儿

童受众经历了诸种媒介形态的冲击，安然成长，只是

产生一些不同的新质，而这些迥异于传统意义童年状

态的新质才是我们所要关注的重点。

“儿童文化可以看做为文化海洋中的一座岛屿，

文化海洋拍打着这座岛屿的海岸，雕琢着它的周围，

岛屿的其他部分则自由地滋长着。虽然成人环境施

加给儿童文化以极大的压力，但正如同成人文化是

成人社会的产物一样，儿童文化至少同样是儿童及

其同伴群体的产物。”（23）美国学者巴特克(Bartky，J.A)

对儿童文化的描述道出了整体社会文化之于儿童文

化的影响，但同时也强调了构筑儿童文化的内核在

于儿童受众的主动参与和建构意识。也就是说，浸

润于成人文化中的儿童文化有其相对独立自主性。

这种自主性一直抗拒着成人对童年话语的霸权压制，

而且受惠于传媒文化而日益延展。上世纪90年代以

来兴起的网络、手机等新媒体技术的互动开放性特

点，赋予儿童受众更为自由的参与空间，极大扩张了

儿童的话语权。只是，媒介的双刃剑作用，突出体现

在媒介的商业性诱导或者直接制造了儿童诸多越界

行为，模糊了原本截然分明的成人与儿童的边界，并

在一定程度上消磨了儿童的“纯真性”。正是媒介与

儿童“合谋”的张力，凝聚成为传媒语境中儿童独特

的存在。理解媒介时代的儿童受众和童年状态的最

为根本而实用的方式，是深入传媒与儿童文化现场，

进行“田野”调查、分析，考量媒介文化对于童年状态

的方方面面影响，而不是惶恐地抗拒每一种新媒介

形态，哀叹着命名一次又一次危机而无力应对。

其次，以开放和重构的姿态迎接儿童文学的新

变。“文学变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随着场合的变

迁而千变万化。这种变化，部分是由于内在原因，由

文学既定规范的枯萎和对变化的渴望所引起，但也

部分是由于外在原因，由社会化、理智的和其它的文

化变化所引起。”（24）而媒介时代童年生态变迁或者说

儿童受众的变化仅是推动儿童文学发展变化的一

元，儿童文学绝非一成不变的概念。抛开受众维度

的变化不论，儿童文学的存在形式就受惠于媒介技

术发展而不断推陈出新：从口传形态的民间文学到

安徒生等开创的创作童话，再到图画书、动漫书刊以

及方兴未艾的网络儿童文学等诸种儿童文学的存在

样式，儿童文学的外延和内涵都随着时代发展有着

明显的变化。而就儿童文学创作主体来说，长期以

来成人主导的格局也逐渐被打破，依托网络、博客等

新媒体的开放性，传统文学生产的“把关人”功能淡

出，青少年群体的创作被赋予更自由平台，低龄化写

作、商业化写作、通俗化写作等蔚为大观。媒介时代

儿童文学一直在创造这些层出不穷的新变，如果静

态地以传统儿童文学概念、审美特质来衡量以上现

象，难免会得出儿童文学存在危机的结论。为此，媒

介时代的儿童文学需要以更开放的姿态重新建构儿

童文学的版图，在认可儿童受众维度的变化的同时，

接纳来自儿童文学生产转型、存在形态更新等诸多

方面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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