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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文学的返观与重构 *

——基于当下民国童书开发的思考

文 /胡丽娜

1980 年叶圣陶在《我和儿童文学》中回忆道：

“在儿童文学方面，我还做过一件比较大的工作。在

一九三二年，我花了整整一年时间，编写了一部《开

明小学国语课本》，初小八册，高小四册，一共十二

册，四百来篇课文。这四百来篇课文，形式和内容都

很庞杂，大约有一半可以说是创作，另外一半是有所

依据的再创作，总之没有一篇是现成的，是抄来的⋯⋯

在这里提出来，希望能引起有关同志的注意。”[1] 叶

圣陶晚年对《开明国语课本》的编撰工作及其作为儿

童文学价值的强调，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未得到有

效回应，或者说其作为儿童文学重要文献的被认可尚

未有适合的历史契机。2005 年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

版社出版了“上海图书馆馆藏拂尘·老课本”系列，

《商务国语教科书》《世界书局国语读本》《开明国语

课本》等尘封已久的老课本再次进入出版和大众阅读

的视野。叶圣陶编撰的《开明国语课本》作为儿童文

学的价值也随之为研究界逐渐关注并重视。更为重要

的是，这次重出民国老课本的试水之举，开启了民国

童书轰轰烈烈的当代之旅，进而为儿童文学的新发现

开辟了更为宽广多元的路径。

一、儿童文学的新发现：民国教科书与
儿童丛书的出版

1. 民国教科书的出版为儿童文学的新发现提供了

独特的载体

继“上海图书馆馆藏拂尘·老课本”之后，出版

社纷纷跟进，对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中华书局、

世界书局、大东书局等出版机构不同版本的国语课本

以及各种修身教材等进行编辑开发，“民国老课文”“国

语老读本”“国文老课本”“老课本精选”等遍地开

花。需要指出的是，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教科书有

着明显的儿童文学化趋向。吴研因曾指出：“民国十年

左右，提倡儿童文学呼声日烈，儿童文学的高潮就大涨

起来，所谓新学制的小学国语课程，就把‘儿童的文学’

做了中心，各书坊的国语教科书，例如商务的《新学制》，

中华的《新教材》《新教育》，世界的《新学制》⋯⋯就

也拿儿童文学做标榜，采入了物话、寓言、笑话、自然

故事、生活故事、传说、历史故事、儿歌、民歌等；别

的教科书如历史地理等，也有人主张参入些文学的趣味，

但是没有完全做到。”期间虽然有一些质疑和反对的论

调，但总体来说儿童文学化依然是教科书的主导趋向，

“儿童文学在教科书中抬头，一直到现在，并没有改变。

近几年来，虽然有人因为反对所谓‘鸟言兽语’，反对

整个的儿童文学 (鸟言兽语不能代表整个的儿童文学 )，

恨不能把儿童文学撵出小学教科书去。可是据教育部去

年拟了问题发交各省市小学教育界研究的结果，小学教

育界仍旧全国一致地主张国语课程，应当把儿童文学做

中心”。[2] 民国教材的重新出版，在展现当年教科书风姿

的同时，也以教科书这种独特的载体呈现了当年儿童文

学的一种重要存在样态。

2. 各种民国儿童丛书的出版直接还原了儿童文学的

历史面貌

1933 年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被认为

是“第一本真正为中国新文学述‘史’的书籍”[3]，“奠

定了新文学史研究的基础，成为中国第一部新文学史

的研究著作。”[4] 对儿童文学来说，该书的意义在于

其单列专章谈论儿童文学，这是笔者迄今为止见到最

早的儿童文学入史的写作。在该书第八章“整理国故

和儿童文学”中，王哲甫以商务印书馆、北新书局、

儿童书局等出版的儿童出版物为例证，评点儿童文学

发展的成绩。这种立足于文化现场、依据出版物考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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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文学发展的方法难能可贵。儿童出版物是儿童文

学发展的直接见证，亦是考察一时代儿童文学发展实

绩的重要尺度。遗憾的是，现有儿童文学研究中更多

注重儿童文学的作家作品，片面地剥离了儿童文学生

成的场域，其表现之一就是对晚清以降紧密联系儿童

文学发展的出版机构、编辑、丛书等出版物的漠视。

同时受制于文献保存与找寻的诸多困难，许多重要儿

童出版物已很难进入大众视野，即使是专业研究人士

很多时候接触这类珍贵文献都有些不易。为此，对晚

清以降儿童文学发生、发展过程中相关出版物的整理

出版、修订普及就显得格外重要。

这方面海豚出版社用力甚多，大有民国童书代言者

的意味。秉持连接文化断裂、钩沉百年文学的理念，海

豚出版社近年来推出了一系列民国童书。2011年开始

陆续推出了《幼童文库》。《幼童文库》是商务印书馆于

1934年至 1935年出版的大型低幼儿童百科丛书，由徐

应昶主编，内容大多选自《万有文库》，涵盖社会、公民、

自然、算术、卫生、体育、美术、劳作、语文、谜语、

游戏、故事等12个门类，共200种。文学读物占据该

丛书较大比重，如故事类别中就有童话故事、儿童生活

故事、民间故事和益智故事等多种形式。这些故事贴近

儿童生活，文字上浅显生动，或编译自西方儿童文学经

典，或是对本土历史、民间故事的改编，直观地呈现了

当年儿童文学的生态样貌。同时，海豚出版社将《幼童

文库》定位为中国的儿童老绘本。尽管这些童书出版的

年代并没有绘本或图画书的概念，而是被称为图画故事，

但其形式大多以图画为主，形象生动，绘风成熟，且文

图都满溢童真童趣，充分彰显了本土绘本早期阶段的魅

力。而在绘本出版喧嚣一时，域外引进作品唱主角的当

下，《幼童文库》的出版就有着格外重要的意义，这种

面向历史源头的回溯、挖掘之举，既为本土绘本建设增

加了历史感与厚度，又是对严重倾斜于域外绘本引进偏

向的必要补充。

《百年经典·海豚儿童文学集成》是海豚出版社

钩沉百年文学的后续之作，来源主要为民国时期的儿

童文学丛书：《小朋友文库》《儿童文学丛书》《儿童

世界丛刊》《儿童文学读本》《我的书》等。《小朋友

文库》是吴研因、叶圣陶、黎锦晖、吴翰云、王人路

等人编辑的大型儿童百科全书，以扩大小学生的知识

视野和训练技能为编辑旨趣，目标读者为小学各年级

的学生，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种，共计 450 册。《百

年经典·海豚儿童文学集成》汇集了童话、儿歌、故

事、小说、诗歌、谜语、笑话等多种儿童文学体裁，囊

括了叶圣陶、黎锦晖、赵景源、吕伯攸、吴翰云、沈百英、

徐应昶、吴研因、王人路、董纯才等儿童文学作家、编辑、

翻译家的重要作品，其中很多都是现有儿童文学研究关

注不多、不甚深入甚至尚未触及的，如陈醉云、吴克勤、

向罕等。这些丰富且重要文献的出版，对于丰富民国儿

童文学的历史面貌有积极意义。此外，《中国儿童文学

经典怀旧系列》《百年钩沉——民国儿童文学教育大系》

等对民国儿童文学也有不同方向的展现。

二、民国童书开发与儿童文学的重构

1. 民国儿童文学丰富遗存

日本“图画书之父”的松居直曾这样感慨：“很

久以来，我作为一个日本的出版人，常感到对中国负

有责任。这是因为，中国儿童书的出版在（上世纪）

20 年代就达到了相当高的国际水平，然而 30 年代以

后却由于我国的侵略战争蒙受了毁灭性的打击，发展

受到阻碍。因此，我一直希望能为中国出版界做些事

情，哪怕是一点点也好。”[5] 晚清以降，中国儿童文

学百年发展积淀了厚实的文化遗存，只是时过境迁之

后，当年的优秀童书大多散佚或沉寂，或者说在历史

的故纸堆中等待被重新发现和回归。

早在1978年，茅盾就曾建议将早年商务印书馆编

译的《童话丛书》如《无猫国》等予以审核，翻印。如

果说茅盾的建议有着缓解“文革”结束之初儿童读物匮

乏僵局的考虑，但一个潜隐的前提是他对《童话丛书》

的价值认可和推崇。他称誉《童话丛书》的编辑孙毓修

为“中国编辑儿童读物的第一人”[6]“中国有童话的开

山祖师”[7]。《童话丛书》不仅是中国近现代出版史上最

早的一套大型的专门性的儿童文学丛书，而且是儿童读

物编撰和出版的里程碑之作。《童话丛书》的编撰显示

出了宏阔的视野，就其来源构成而论，在孙毓修编辑的

77种《童话》中除却来自中国历史故事的29种，其余

的48种都源于西洋民间故事和名著。[8] 其中用白话编译

的《无猫国》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儿童文学。”[9]

值得称道的是，《童话丛书》在小读者中有良好的口碑

和深远影响。冰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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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童话丛书》之后，商务印书馆在上世

纪20年代还推出过《儿童文学丛书》《少年史地丛书》《少

年百科丛书》《儿童世界丛刊》等。其他出版机构，大

东书局的《学生文艺丛刊》、中华书局的《儿童文学丛书》

《学生文学丛书》，开明书店出版了《世界少年儿童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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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刊》等。这些大型的儿童丛书可以说是20世纪30年

代童书建设的丰富遗存，也是儿童文学存在的重要载体。

当前出版界对民国童书的返观、开发彰显了出版

者的历史眼光与关怀，也是重新发现儿童文学、重构

儿童文学版图的重要实践。只是，对儿童文学的发现

不仅需要对历史的尊重，更需要深入历史现场勘察、

甄别。海豚的民国童书开发显示了对历史的充分尊

重，如突出底本的版权说明，不仅将所依据的底本的

版权页和封面照录，还在封面封底上加以强调等。不

过，在对历史出版物的判断、甄别尤其是在一些细节

的处理方面仍有瑕疵。如对《小朋友文库》的介绍：

《小朋友文库》是由中华书局在上世纪 20 年代出版，

作者及编译者来自于当时国内著名的作家和编辑出版

家，如：黎锦晖、吕伯攸、吴翰云等。内容包括儿歌、

谜语、笑话、儿童诗、故事、小说等，图文并茂，适

合幼儿园和小学的孩子阅读。这就有一个明显的错误，

《小朋友文库》的出版时间是在上世纪 30 年代，具体

出版时间是 1936 ～ 1937 年；同时其目标读者定位为

小学各年级的儿童，而不包括幼儿园小朋友。对历史

的钩沉势必要抱着严谨慎重的态度，才能在整理、修

订中力避纰漏与错误。由此，对民国童书的发现、整

理、出版是一项兼具意义与难度的出版行为。

2. 儿童文学新发现之后的重构

台湾学者洪文琼在《台湾儿童文学史——出版观

点的解析》中指出：“一地区的儿童文学发展，牵涉

到社会环境（政经、教育体制等）、儿童文学工作者（作

家、插画家、编辑、理论研究者等）的素质，和市场

成熟度（图书、期刊出版量、国民所得、文化消费指数、

图书馆普及率、版权保护程度等）因素。因此，要谈

论一地区的儿童文学发展状况，不能光从作品创作的

角度来观察。”[11] 这部从出版视角书写的儿童文学史，

展现的不仅是儿童文学史书写的另一种面貌和视角，

还在提醒着大陆儿童文学研究相应维度的缺失。在大

陆现有的儿童文学史和儿童文学研究视域中，作家作

品维度关注和研究仍是儿童文学史研究的重头戏，与

之对应的是，长期以来与儿童文学发展紧密相连的更

为多元和丰富的诸如编辑、出版机构、市场、图书馆

等因素都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尚未给其以儿童文学

史上应有的定位。民国童书的开发，使得当年活跃于

儿童文学现场的作家、编辑、出版机构等一一浮出显

现。如吕伯攸，不仅是重要的童书编辑，且在儿童诗

歌创作上独树一帜。上世纪 30 年代王人路在《儿童

读物研究》中这样评价：“吕伯攸的诗，他的诗大部

分都是在儿童的环境里做出来的，所以很能合儿童的

脾胃。他从前是一个小学教员，因此他和儿童接近的

机会很多。而且他有一种天赋的童诗才能，他写的诗，

多是一些音调很好，合乎儿童的语法，适合儿童的心

理，有很幽美的想像和曲折的情感，所以很能得儿童

的欢迎。他的儿歌也是有同一风味的。虽然他在成人

队里并不怎样知名，可是很多的儿童能诵读他的诗

歌⋯⋯他的最早的作品，如小黄莺，雨，随身带的屋子，

进化等等，都是些儿童爱读的诗。”[12] 如果说，民国

童书的出版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儿童文学的历史，洞

开了儿童文学的丰富遗存，那么在作为事件的历史敞

开之后，亟待跟进的是对历史的叙述、解读、研究等，

进而是对中国儿童文学史的增补、重构。

1970 年 5 月，时任台湾商务印书馆董事长的王

云五在商务印书馆之月会上向全体同仁作演讲，提出

了“创造性的出版物”这一概念。“一个出版家能够

推进与否，视其有无创造性的出版物”，他认为商务

印书馆 70 多年间“先后的出版物不下万种，而堪称

创造性者，只有 30 种，因而够得上创造性出版物之

名称，可不容易。”[13] 这其中商务的中小学教科书、《幼

童文库》等称得上是创造性出版物。而对当下童书出

版来说，在对前辈出版家遗留的创造性出版物进行发

掘、整理、出版的继往行为之后，进一步要直面、思

考的是，如何继往开来，即打造属于这个时代的“创

造性出版物”，这也是当下民国童书开发热潮背后需

要思考并践行的另一个重要问题。

（作者单位 ：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化研究院）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课题（11CWW005）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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