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而已。且其所出，本非一源，古今杂陈，矛盾斯起，既有

违异，乃生调停，纠纷之因，皆可剖析。 夫事实既具他

书，则此书为无用，年月又多杜撰，则有说而无征。 无

用无征，则废此书可，又此《疏证》者亦不作可也。然余

惧后世复有陈逢衡辈为是纷纷也，故理而写之，俾与

古本辑校并行焉。 ”经过编辑审查核对，王国维发现

《今本竹书纪年》内容杂陈，相互矛盾，杜撰年月，实为

“无用无征”之废书，应当从文化古籍中淘汰出去。 之

所以又作《疏证》，恐后人纷纷也［2］。 王国维为蒋汝藻

编苍书志前后用了五年时间，且全志成后又花了几个

月的时间反复修改《密韵楼藏书志》，而蒋氏先前曾延

学者昊下曹君为之校编，但“终年未有一字”。 两下对

照，编辑态度何其悬殊!
学术编辑应遵循求真的基本原则，捍卫和忠实于

学术文献的真，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学术文献的质

量。 王国维追求且做到这一点，因而，他所编辑的文

献，每一种都有较高的学术水准。今天，如果我们的编

辑都能像王国维那样秉持求真、 忠实的编辑态度，那

么，是可以减少和避免学术上以讹传讹的现象，促进

学术健康发展的。

注释：

［1］陈鸿祥. 王国维年谱. 济南：齐鲁书社，1991：71.

［2］王振铎. 试论王国维的编辑理论与实践. 中州学刊，1999（6）.

［3］蔡元培． 蔡元培全集（第四卷）． 北京：中华书局，1984：50．

［4］王国维． 王国维遗书（第四册）．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17．

［5］刘寅生，袁英光. 王国维全集·书信. 北京：中华书局，1984：59．

（作者单位：福建教育出版社）

孙毓修（1871—1922），被茅盾赞誉为“中国编辑

儿童读物的第一人”［1］、“中国有童话的开山祖师”［2］10，

在儿童文学改编、译介和儿童读物编辑方面都有很高

建树。尤其是他编辑的 102 种《童话》丛书（其中，他个

人编写了 77 种），是促成五四儿童文学诞生的重要文

化事件之一，折射了现代出版之于儿童文学发生的积

［摘要］文章通过对孙毓修《童话》丛书、《少年杂志》等儿童读物编辑实践的考察，分析其儿童读物编辑的特色：

开风气之先的编辑理念；明确的受众意识及对读者互动参与的重视；以深厚的学识修养致力于对儿童读物深度

和广度的追求等。 孙毓修明确的儿童文化建构意识，对儿童图书馆建设的关注，以宏阔的视野发展儿童读物的

见地等，对当下童书出版仍有着重要的启示。

［关键词］孙毓修 儿童读物 编辑特色 童书出版 启示

［中图分类号］G23 ［文献标识码］A

孙毓修儿童读物编辑特色与启示

胡丽娜

编辑春秋

93



中国编辑
ZHONGGUO BIANJI

2010.5

极意义。 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孙毓修儿童读物编辑特

色的总结，不仅是对早期儿童读物编辑成就和优良传

统的回顾，更是希冀寻求一种启发当下童书出版的文

化资源。

一、孙毓修的儿童读物编辑特色

曾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高级编辑的孙毓

修是一位有着超前意识并富有创意、策划能力的优秀

编辑。他编辑的《童话》丛书、《少年》丛书、《常识谈话》

等都是开风气之先的作品。《〈童话〉序》这篇近千字的

短文，充分体现了孙毓修之于儿童读物编辑的真知灼

见。 他不仅敏锐意识到当时“儿童读物”（确切地说这

些读物中许多尚未反映出明确的为儿童编辑的意识）

的局限，而且根据儿童的阅读喜好，从取材、功能等多

方面阐述了自己独到而切合国情的编辑理念。

1.开风气之先的编辑理念，铸就儿童读物的创新

品质

《童话》丛书编辑出版的 1909 年尚处于中国儿童

文学诞生的前夜， 尽管有传统蒙学读物、《小孩月报》

（当时已改名为《月刊》）等传教士创办的儿童报刊以

及各类教科书，但是专门为儿童阅读编撰的通俗读物

依然很少。《童话》丛书的编辑出版可谓儿童读物出版

的里程碑之作，其中用白话编译的《无猫国》意味着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儿童文学”［2］6。

孙毓修清醒意识到当时儿童读物语言过于“典与

雅”等缺陷，以及儿童喜爱故事的阅读天性。 他指出：

“荒唐无稽之小说， 固父母之所深戒， 达人之所痛恶

者，识字之儿童，则甘之寝食，秘之于箧笥。 纵威以夏

楚，亦仍阳奉而阴违之，决勿甘弃其鸿宝焉。 ”对于欧

美国家尊重儿童心理之所宜，盛作适合儿童之程度的

儿童小说以迎之的情况， 孙毓修心向往之且极为推

崇：“说事虽多怪诞，而要轨于正则，使闻者不懈而几

于道，其感人之速，行世之远，反倍于教科书。”看到国

内儿童阅读需求与相应儿童读物欠缺的情况，感于欧

美同行的实践，孙毓修开始《童话》丛书的编辑。 在取

材方面，从“不足为学问之助”的旧小说中“刺取旧事，

与欧美诸国之所流行者， 成童话若干集， 集分若干

篇”，以起到“假此以为群学之先导，后生之良友，不仅

小道，可观而已”［3］的作用。 在具体的编辑实践中，灵

活操作，不拘一格，以寓言、述事、科学三种体例进行。

值得指出的是，孙毓修认可的“童话”概念有些杂糅，

几乎等同于儿童文学的概念， 包括了童话、 小说、寓

言、神话传说、中外历史、人物传记等。

《童话》丛书出版成功之后，孙毓修进一步拓展编

辑思路，将其积淀的编辑经验延伸到杂志的编撰。 他

主编的《少年杂志》刊物，是开智识、广见闻的优良读

物，而且其文简而有味，浅显易懂。 出刊时间延续 23
年之久， 成为商务印书馆较为成功的儿童刊物之一，

并对青少年产生深远的影响。

2.明确的受众意识，注重与小读者的互动

作为最早有意识为儿童编撰读物的编辑，孙毓修

对儿童读者的阅读心理、 接受习惯等有精准的认识。

他以发展的眼光审视儿童读者的需求，“文字之浅深，

卷帙之多寡，随集而异。盖随儿童之进步，以为吾书之

进步焉。 并加图画，以益其趣”［3］。 为了更好地满足读

者的需求，《童话》丛书采取分集出版的方式：第一集

每种规定为五千字，页数在 20 页上下，读者定位为七

八岁的儿童；第二集字数加倍，文字也稍深，页数增至

30 页左右，适合于十岁至十一岁儿童。 孙毓修十分注

重读者的阅读意见，每成一编，就请高梦旦将手稿带

回家，“召诸儿而语之，诸儿听之皆乐，则复使之自读

之。 其事之不为儿童所喜，或句调之晦涩者，则更改

之”［3］。 这种重视读者阅读意见，斟酌字句的严谨编辑

态度，为后辈编辑树立了榜样。

孙毓修十分注重读者的互动参与，通过多种方式

增强儿童读者的参与积极性，形成刊物与受众互动的

良性发展格局。 《少年杂志》创刊号即有《少年杂志临

摹书画悬赏规则》 鼓励读者进行临摹，“优等者送书

券，甲等十元，乙等五元”，获奖作品还可以印入杂志。

此外还进行征文活动，先后以《少年爱读之书》、《暑假

中之学生》、《历史中崇拜之人物》、《共和国之少年》等

贴近儿童生活的题目进行征文。 通过刊登投稿、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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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来信的方式，提升刊物的亲和力，且培养了一批

小作者。

3.深厚的学识修养与开阔视野，追求儿童读物的

广度和深度

编辑的文字、文学素养与视野直接关系到其出版

物的品位与价值。孙毓修凭借其深厚的学识与修养为

其编辑儿童读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首先，孙毓修有

着坚实的国学根底，擅长骈体文，与当时《小说月报》

主编王西神齐名，兼得翰林院编修、国史馆总纂缪荃

孙的指导，在版本目录学方面深有研究。 有了如此深

厚的国学造诣，孙毓修才能熟稔地穿梭于《史记》、前

后汉书、《虞初新志》等，选取传统文化精华，改编为适

合儿童阅读的读物。其次，孙毓修深谙英文，域外丰富

的儿童读物资源都能为他所用。 谢菊曾在《涵芬楼往

事》中回忆：“他的案头堆着许多西文杂志，内中如伦

敦出版的《少年百科全书》……我随手把这些杂志翻

阅了一下，才明白孙老前后编写的许多作品，凡关于

欧美的名人轶事、名胜古迹、史话、民话、古典文学以

及百科常识等一类东西，无一不取材于这些刊物。 ”［4］

如 《少年杂志》、《常识谈话》 对科技动态和时事的展

示，《少年》 丛书对中外名人的传略和轶事的介绍，这

些编辑成果都得益于孙毓修深厚的学识修养和开阔

的眼界。

在追求编选广度的同时，孙毓修格外重视儿童读

物的深度，这集中体现于其编辑成果之于本土儿童文

学发展的重要历史意义。 “中国最初介绍安徒生的是

孙毓修先生，他在《欧美小说丛谈》里介绍过安徒生，

又在几本《童话》上，译过安徒生的几篇作品，如《女人

鱼》（改名《海公主》）、《小铅兵》等。 ”［5］而对希腊神话、

《天方夜谭》、格林童话、佩洛童话等域外儿童文学经

典以及狄更斯等作家的介绍不仅为当时的儿童读者

洞开了新的文学景观，而且成为滋养中国本土儿童文

学诞生的重要养分。

二、孙毓修儿童读物编辑活动的当下启示

孙毓修以其前瞻意识、开阔的眼界身体力行于早

期儿童读物精品的打造，成为儿童读物编辑拓荒期的

重要人物。当下我国儿童读物的出版获得了空前发展

和繁荣，但也存在着泥沙俱下、良莠不齐的问题。百年

前孙毓修的编辑理念及其对儿童文化的积极建构意

识，显得弥足珍贵。对于当下童书编辑和出版来说，孙

毓修儿童读物编辑活动的启示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

三个方面。

1.对儿童 文 化 的 积 极 建 构，以 改 编 为 主 要 实 现

路径

周作人曾感叹：“在儿童不被承认，更不被理解的

中国，期望有什么为儿童的文学，原是很无把握的事

情，失望倒是当然的。儿童的身体还没有安全的保障，

那里说得到精神？……我希望有十个弄科学、哲学、文

学、美术、人类学、儿童心理、精神分析诸学，理解而又

爱儿童的人，合办一种为儿童的定期刊。 ”［6］孙毓修的

功绩就在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诞生前夜即投身于儿

童文学读物的编撰和儿童文化的建构———即以商务

印书馆的《童话》丛书、《少年杂志》以及《少年》丛书等

为载体，以改编为主要路径，为中国儿童文化的建设

贡献了最早的一批成果。赵景深曾详尽分析了孙毓修

童话的来源，认为其编辑的 77 种《童话》中来自中国

历史故事有 29 种，其余的 48 种都源于西洋民间故事

和名著［7］。 无论是《童话》丛书还是《少年》丛书，孙毓

修都能做到博览中外，以精准而严格的眼光审视中外

古今文化资源，选取其中有益于少年儿童精神世界的

材料，予以整合、改编成为适合儿童接受的文字。

对当时处于发生期的中国儿童文学和儿童文化

建设来说，本土原创作品相对薄弱和匮乏，翻译作品

大行其道，以现代观念对中国传统、民间资源的改编

以及以中国化方式对域外资源的改写是儿童文学本

土化建设的重要手段。 而孙毓修成功的改编方式，成

为日后儿童读物编辑继承、发扬的重要传统。如《儿童

世界》、《小朋友》 等刊物都以古今中外优秀文化资源

为其重要的题材库，而郑振铎、叶圣陶、王人路等儿童

读物编辑也很好地秉持了改编的传统，并将其作为建

构儿童文化，促进儿童文学发展的重要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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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精选精编，创造图书长久的生命力

较之《童话》丛书之于童书出版和儿童文学的重

要意义，更值得称道的是，该丛书长久的生命力和对

读者深远的影响力。 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童话》就

为时人称道。 郑振铎曾将《无猫国》、《大拇指》等作品

缩写为短故事，刊载在《儿童世界》上以增进儿童看书

的欲望。同时，《童话》丛书中的《无猫国》、《大拇指》等

作品成为老一辈作家童年阅读的重要记忆。赵景深在

晚年仍深情描述儿时阅读《无猫国》的情景：“孙毓修

先生早已逝世，但他留给我们的礼物却很大，他那七

十七册《童话》差不多有好几万小孩读过。 张若谷在《文

学生活》上说：‘我在孩童时代唯一的恩物与好伴侣，最

使我感到深刻印象的，是孙毓修编的《大拇指》，《三问

答》，《无猫国》，《玻璃鞋》，《红帽儿》，《小人国》 ……’

我也有同感，我在儿时也是一个孙毓修派呢。”［7］冰心

也曾忆及童年时代对该丛书的喜爱：“我的舅舅从上

海买到的几本小书，如《无猫国》、《大拇指》等，其中我

尤其喜欢《大拇指》，我觉得那个小人儿，十分灵巧可

爱，我还讲给弟弟们和小朋友们听，他们都很喜爱这

个故事。 ”［8］在张天翼、朱湘等作家的童年回忆中也都

有《无猫国》的影子。 由此，《童话》丛书的受欢迎程度

和深远影响可见一斑。 而与孙毓修同事的茅盾，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依然念念不忘《无猫国》，希望对有百

种之多的《童话》丛书进行审核，加以翻印，以缓解当

时儿童文学性读物很少的局面［9］。

3.注重儿童阅读氛围的营造，重视儿童文化环境

的改造

儿童文化的发展和繁荣，不仅依靠儿童读物出版

的繁盛，而且需要整体良性文化环境的支持。为此，孙

毓修撰写《图书馆》一文，率先倡导图书馆的建设，阐

明“图书馆足以辅学校之不及”等意义，认为“图书馆

之当筹办也，如彼其急”。 而对于儿童发展来说，图书

馆建设的意义同样重要，他认为图书馆的创设，使“校

外之生可以入内浏览。 温其故课而启其新知。 就学儿

童休业之日，亦可入馆，以书为消遣。如近日商务印书

馆所出之童话及儿童教育画皆为此辈致也”。 由此

“邑中子弟有读书之便，则移其作为无益之嗜好，心而

嗜书，其有益于风俗社会非细叙也”［10］。

除了理论的倡导，孙毓修还通过《少年杂志》进一

步倡导图书馆建设，该杂志多次刊载儿童对于图书馆

的评述。如 8 卷 4 期中江苏东台一小三年级明先知的

《说图书馆》，7 卷 12 期中高小一年级张祖苏《说图书

馆之益》、8 卷 11 期中上海南洋小学高一宋仁山 《儿

童图书馆之作用》以及 10 卷 8 期中曹乐澄《设立儿童

图书馆的商榷》等［11］。 这种身体力行倡导儿童图书馆

建设，并鼎力支持儿童图书馆建设的言论，推动了儿

童文化的良性发展。

注释：

［1］茅盾. 关于“儿童文学”. 文学，1935，4（2）.

［2］茅盾. 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生活之一———回忆录（一）//新文学史料（第 1

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3］孙毓修. 《童话》序. 教育杂志，1909（2）.

［4］谢 菊 曾 . 涵 芬 楼 往 事//随 笔 丛 刊（第 六 集 ）. 广 州 ：广 东 人 民 出 版 社 ，

1980：86.

［5］郑振铎. 安徒生的作品及关于安徒生的参考书籍. 小说月报，1925，16（8）.

［6］周作人. 关于儿童的书. 晨报副镌，1923-08-17.

［7］赵景深. 孙毓修童话的来源. 大江月刊，1928（11）.

［8］冰 心 . 我 是 怎 样 被 推 进 儿 童 文 学 的 队 伍 里 去 的//叶 圣 陶，等 . 我 和 儿

童文学. 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1980：16-17.

［9］茅盾. 中国儿童文学是大有希望的———对参加“儿童文学创作学习会”

的青年作者的谈话. 人民日报，1979-03-26.

［10］孙毓修. 图书馆. 教育杂志，1909（11）.

［11］盛巽昌. 旧中国儿童图书馆断片. 图书馆杂志，19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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