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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文学写作的难度与智慧

——以殷健灵《1937 ：少年夏之秋》为例

文 /胡丽娜

殷健灵向来擅长于细腻地探索少女情感世界，而

新作《1937 ：少年夏之秋》却选择了有难度的历史叙

事，在成长故事的内核中注入作家对历史和苦难的深

切感悟。在轻阅读和浅阅读盛行的当下，这样具有历

史厚重感的作品尤其可贵，彰显了作家迎难叙事的勇

气和智慧。本文以殷健灵创作的华丽转身为个案，就

历史题材儿童文学创作的情境构建与情节设置、作家

的写作姿态和儿童文学作品的主题深度等问题予以剖

析，同时，通过与国外同类创作的比较，探求提升国

内历史题材儿童文学创作品质的可能性。

“儿童文学不是一种简易的文学，而是要用单纯有

趣的形式讲叙本民族甚至全人类的深奥的道义、情感、

审美、良知。它运用想象力、英雄主义、游戏精神三大

法宝完成它在美学、艺术上的追求。”[1] 这是作家秦文

君对儿童文学创作的一种理解。事实上，无论中外，儿

童文学创作向来都不是轻巧活。别林斯基甚至告诫我

们：“儿童作家应当是生就的，而不应当是造就的。这

是一种天赋。这里不仅仅要求有才能，而且还要求有某

种天才……培养一个儿童作家需要很多很多的条件：需

要有一颗天惠的、博爱的、温和的、安详的和孩提般天

真无邪的心灵；需要有高深的智慧、渊博的学识和洞察

事物的敏锐目光；不但要有生动的想象力，而且还要有

生动活泼的、富有诗意的、能够以活生生的、光彩夺目

的形象来表现一切事物的幻想能力。”[2] 由此看来，儿

童文学写作本来就不易，再加之成为儿童文学作家的苛

刻要求，儿童文学创作的难度就可想而知了。尽管如此，

儿童文学中还是不乏一批富有自我挑战精神的作家，如

米切尔·恩德。他在《超越儿童文学》一文中说：“从

根本上说，我反对为了孩子而存在一种特别的文学的说

法……据我们的经验，孩子原则上丝毫也不关心的主题，

或是孩子完全不理解的主题，是不存在的。问题是你如

何用心、用头脑来叙述这个主题。”[3] 恩德此言并非夸

夸其谈的空话，而是自信地表达了儿童文学作家群体在

面向写作难度与探求主题深度方面的智慧和能力。《奥

菲利亚的影子剧院》、《毛毛》、《讲不完的故事》等融合

哲思深度与深入浅出叙事艺术的作品，就是彰显儿童文

学写作难度与叙事智慧的最好例证。

当然，坚持儿童文学的难度写作在当下市场化的文

化语境中遭遇了一定程度的冲击。在儿童文学多元发展

的艺术格局中，既有孜孜追求经典品质的艺术创作，也

后到插图完成，文图合一，这些环节中都要实现国际

化的衔接。其中的部分环节，可以聘用国外的人员和

专家进行咨询和指导，从而超越文化的差异和价值理

念的悬殊，使我们开发的产品在表现形式上和内容上

都能与国际接轨。

（作者单位：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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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片面注重市场效益、粗制滥造的作品。身处这样境遇

中的作家，在进行儿童文学创作时，就面临着一种姿态

的选择，是屈从利益舍弃品质还是虔诚于艺术？尽管儿

童文学史上不乏艺术与市场齐丰收的佳作，但是对更多

的作家来说，艺术的抑或大众的仍是两难的选择。

因此，在轻阅读和浅阅读风尚日盛的当下，面对

琳琅满目又严重同质化的作品，遗憾喟叹的同时不禁

强烈渴望寻找那些趋向“重”和“深”的作品。我正

是带着这样的眼光，找到了《1937 ：少年夏之秋》，

一本名字别致且富有一种韵味的书。一看作者，却是

擅长于细腻探索少女情感世界的殷健灵，难道这是作

家有意为之的华丽转身？而且选择了 1937 这个富有

意蕴的年份。

相对于作者以往的创作，《1937 ：少年夏之秋》

无疑具有一种浑厚感，或者说多了一份对历史自觉承

担的沉甸甸。在温婉的叙事中，呈现作者对那段历史

的触摸和少年际遇的感知。在细密的文字和严谨地资

料运用中，还原历史的细节和氛围，并以夏之秋的视

角走进历史，体验历史的劫难投映在少年个体生活上

的变化和心灵上的成长。值得肯定的是，这种从容淡

定的描摹和叙写，相对于以往声嘶力竭、呼号呐喊式

的文字，更富有力量和深度。

作者在后记中说：“夏之秋生活在什么年代并不

重要，重要的是，我们通过夏之秋的眼睛看了这个世

界，它的乖戾，它的温存和美好。”话虽如此，少年

故事在不同的年代都在演绎，但是 1937 年的少年故

事，必然意味着挣脱不了进入苦难历史叙事的重压。

就我个人来说，也对书名中的“1937”格外关注。换

句话说，小说叙事的难度并不在于对少年成长的把握，

而在于对“1937”的呈现，也就是说，对 1937 这个

年代的历史性把握很大程度上决定小说的艺术深度

和价值。因为，1937 的蕴涵，绝非一个年份和数字，

而是一个能够刺痛我们双眼和内心的词汇，是一场更

大规模和旷日持久的苦难战役的开始。

因此，如何从儿童的视角，轻巧灵动地启动这一沉

重的话题，彰显了创作者的写作胆识，更是对作家叙事

智慧与能力的一场考验。单从这一点来说，《1937：少

年夏之秋》就足以成为儿童文学迎向难度叙事的范本。

福柯曾指出，就历史叙事而言，重要的不是话语

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话语的年代。历史情境之于历

史叙事有着重要的意义。而本文对这部作品的分析，

也将围绕着故事讲述的年代和讲述故事的年代两个方

面来进行。当然有的问题并不是针对这个作品本身，

而是对历史题材儿童文学创作的一种期待。

首先，故事讲述的年代，这直接涉及到写作的难

度。少年夏之秋的故事从1937年8月的炸弹事件开始，

正是这抗战中的一幕惨象，夺走了夏之秋的父母，揭

开了主人公苦难成长历程的序幕。而小说叙事的重点

就在于对主人公炼狱式成长经历的描摹。从小少爷沦

为孤儿，被舅舅打发到寄宿学校，后辍学承担起家庭

重负，照顾舅妈和小表弟，一边还想尽办法寻找生死

未卜的妹妹。作者说：“试图通过少年的眼睛还原那

个时候的世象和普通人的命运，而少年，他成长中的

灵魂处于可变的状态，内在的不确定、摇摆与外在环

境的倾斜、混乱，这两股力量纠缠在一起，将构筑一

个好看的故事内核。”我想就传达效果来说，承载起

了这样的叙事功能，串联了一系列丰富的故事以及作

者对战争中旧上海的生活和历史的感悟。而从人物形

象来说，作为一个磨难中顽强成长，抑或在乱世中自

我救赎的少年形象，夏之秋本身是丰满而典型的，即

使纳入抗战中少年成长这一主题，夏之秋也是特别的

且富有艺术性的一个。

吴其南在《时间失落 ：当前儿童文学的一种隐

忧》中表达了对当下儿童文学创作中时间淡化和缺失

的忧虑。较之于时间失落的创作，《1937 ：少年夏之

秋》对时间和历史情境的体认有着自觉和细致的追求，

正是这种自觉的时间意识赋予了小说更为宽广、厚重

和旷达的品质。不过，以苛求的眼光来审视，作品的

情节架构，从父母罹难到上寄宿学校到打工养家，在

小说离奇的故事背后究竟那些情节因素是抗战这个苦

难时代特有的产物？如果将开篇的炸弹事件替换为现

代社会的意外车祸，整个情节中舅舅的赌博败家、牢

狱之灾，苏老师的关爱，同学间的情谊，夏之秋对妹

妹的寻找，以及辍学打工等情节单元是否仍旧可以存

在？如果说，小说对旧上海踪迹的捕捉，对史料的爬

梳在一定程度上为弥补了情节设置的普泛化，那么，

问题在于如何进一步将历史情境融合于故事情节，标

示出具有时代特质的成长内容？或许这就是现代作

家，非历史的亲历者在面对历史题材时共同的困境。

其次，关于讲述故事的年代的思考，即从《1937：

少年夏之秋》探求历史题材儿童文学创作的深度问题。

1937 年是全面抗战的开始，而抗战对于文学创

作的影响是全方面的。郭沫若在《抗战和文化问题》

指出：“八·一三以来，……所有的一切都有利于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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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的力量也渐渐地集中了起来，都已感觉着有集中的

必要。就简单拿文化问题来说吧，所有从前的本位文

化或全盘欧化的那些空洞论争，似乎早已是完全停止

了。而在文化的分野里面，受着鼓舞的，是抗战言论，

抗战诗歌，抗战音乐，抗战戏剧，抗战漫画，抗战电

影，抗战木刻……”[4] 可以说，这是当时普遍的一种

理念，也强烈地昭示了特殊历史时代文学的命运。历

史上 1937、1938 年的儿童文学创作，如巴金童话集《长

生塔》、张天翼《秃秃大王》、《帝国主义的故事》、苏

苏《小癞子》等都具有明显的时代烙印。这正是讲述

话语的年代制约话语讲述方式的体现。 

70 多年前，深陷历史、背负着救亡图存责任的

这些作家，并非不具备构思和打磨更为精致、艺术化

作品的才情，而是时代环境逼迫艺术偏向宣传、鼓动

的功能，导致艺术品性上的某些缺憾，包括理性的省

思意识和艺术深度的不足。这也是那一代作家面对历

史的一种姿态。在时过境迁、和平稳定的当下，作家

“重返”历史现场，揭开那道“疤痕”，将以怎样的姿

态进入呢？换言之，面对这段苦难的历史，创作的意

图仅仅在于寻找一个叙事的外壳，完成一段故事的演

绎，还是有着更为深远、深刻的拷问与省思？

纵观儿童文学创作历程，历史题材包括战争题材

等以苦难叙述为主题的作品为数不少，但思想性和艺

术性兼备且富有生命力的创作并不多。如何提升历史

题材儿童文学创作的深度成为创作者必须直面且亟待

解决的重要问题。对此我们可以引入一个参照，即“二

战”后奥斯威辛题材的儿童小说创作，值得玩味的有

两个方面。其一，是如何看待苦难本身和对历史思考

深度的问题。德国哲学家阿多诺说过：“……奥斯威辛

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它还侵蚀了人们对于为什么不

可能写出好诗的认识。”阿多诺的话对许多作家产生重

要影响。君特格拉斯在《奥斯威辛之后的写作》一文中，

坦陈阿多诺的名言，使他在认识上第一次把奥斯威辛

理解为文明史上的转折点和无法治愈的裂痕 [5]。同时

他持之以恒地用文学的形式表达他对奥斯威辛的思考，

因为“奥斯威辛是一个尺度：关于时代的、道德的、

人性的尺度，无法弃置的尺度；即使作家所写的题材

毫不涉及战争和杀戮，时至今日，也都与奥斯威辛有关。

在这里，奥斯威辛已成为现实的一部分，虽然属于过去，

却向未来敞开。作为一个关键词，它不但没有被遮蔽，

被克服，而且在新的语境中，一再地被政治问题和生

活事件所激活，从而表现为文学自身的诉求，以及作

家具体的写作态度”。[6] 在这个意义上说，只有对历史

的深刻认识才能赋予历史叙事的深度和广度。其二，

如何在儿童文学中进行苦难叙事。依旧以君特·格拉

斯为例，这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一直苦恼于如何

向孩子们讲述苦难，他曾在《一位父亲向孩子们解说

奥斯威辛时遇到的困难》、《我们怎么对孩子们说？》、

《没写儿童读物》、《奥斯威辛之后的写作》等文章中表

达这种挥之不去、萦绕已久的困惑。尽管有足够的儿

童充当他书中主要和次要人物，如《铁皮鼓》中奥斯

卡·马策拉特、《猫与鼠》里的图拉·波克里夫克、《狗

年月》中的胖孩子燕妮·布鲁尼斯等，但他依然没有

写儿童读物，他自己说或许是“把孩子理解得过于复杂，

以至于我无法专门在所谓的儿童读物里表现他们”。[7]

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奥斯卡这个长不大的孩子具有那

么复杂的天性，这个儿童形象寄寓了作家对于历史和

儿童的双重思考。值得欣慰的是，君特·格拉斯秉持

的重视面向儿童进行苦难叙事的意识，得到了儿童文

学作家的积极响应。与奥斯威辛相关的作品如《铁丝

网上的小花》、《穿条纹睡衣的男孩》等，以童真的眼光，

举重若轻地审视苦难，充分彰显了儿童文学之于苦难

叙事的智慧。这种圆熟、自然的叙事和深远的旨意足

以成为中国儿童文学进行苦难叙事的范本。

回到作品，在 1937 年这个注定昭示磨砺和承载

苦痛的年代，无论是要展示少年的心灵成长还是要对

那个年代上海生活的缅怀与回望，都不是轻松的事

情，而作者和夏之秋一样都坚韧、勇敢地直面了这个

有难度的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说，《1937：少年夏之秋》

的写作代表了面向历史写作的勇气。而就儿童文学的

发展来说，需要更多这样富有探索勇气和智慧的创作。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化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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