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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需要文学的六个理由
＼ 曹文轩

理由之一：树立正确的道义

直高扬道义，道义与社会不可有

观。人要有道义，文学具有培养人

片刻的缺失。其实我们今天比以

道义的得天独厚的功能。文学作

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文学，文学

为一种精神形式之所以被发现，

能够与其他一起拯救我们。从表

就是因为人们发现它有助于人类

面上看文学在这方面甚至不是最

改造和进化。先进人类的精神世

有力量的，哲学、政治学、伦理学，

界里，用许多美丽光彩的东西来

它们直接的目的就是对人类进行

如 果 说原本文学 更在

定义文学。在今天人类的美妙品

道德规范与道义教化。但是事实

意的是表 达思想和抒发情

性之中，我们能看到文学留下的

上文学在这方面的功能一点不比

感的话，那么后来的文学则

痕迹。没有文学，人类必在文盲和

哲学、人类学逊色，甚至更具有感

越来越在意它的审美价值。

纷乱中，没有文学就没有今日的

召力。因为它不着痕迹地将庄严

而人们倾 听它的一个重要

世界、没有今日的人类。必须承认

的道义输入人的心里。从某种意

固有的人性远非那么可爱美好，

义来说，儿童对文学的亲近也就

为了维持人类的纯粹与发展，人

是对道义的亲近。

的原因也正在于它们能满
足人们的审美需要，提升人
的审美境界。

类精英分子发现人类中必须讲道

理由之二：
培养审美能力。教

义。这个概念的生成是人类使文

育的根本是培养人，一个完人是

明形成成为可能，道义的意义也

由很多纬度组成的，审美能力是

随着不断变化和演进，慢慢沉淀

最重要的，文学对这个能力生成

下来基本应该有的东西。

也是最重要的，文学的根本之一

文学从有的那一天开始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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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审美。如果说原本的文学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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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意的是表达思想和抒发情感的

教育、思想教育、审美教育、情感

话，那么后来的文学则越来越在

教育都是教育。而中小学教育理

意它的审美价值。而人们倾听它

念中情感教育并不完善，也缺乏

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也正在于它们

得力措施。从某种意义来说文学

能满足人们的审美需要，提升人

就是情感的产物，人们对文学阅

人类渐渐
的审美境界。如此审美，

读更多的是寻找心灵的慰藉并接

变成了具有情调的人类，人生也

受高尚的洗礼。古典形态的文学

变成了情调人生。今日的人类与

之所以让我们感动就在于它的悲

昔日人类相比，区别就在于今天

悯精神。我们在一切古典的作品

的人类有了一个叫情调的元素，

中都体会到了这种悲悯。种种迹

在情调养成中文学是具有很大的

象表明，现代化的进程并非是一

功劳的。情调使人类摆脱了纯粹

个尽善尽美的进程，人类今天拥

生存状态而进入了一种境界，在

有的由现代化进程带来的种种好

这种境界之中，人类不再仅仅享

处是付出巨大代价的，情感的弱

受种种可以满足的原生态，而有

化就是突出的一例。就这一点，

了精神的享受。文学更有力量帮

我们就可以明白儿童为什么需要

助人类培养情调，文学用简练的

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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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在一霎那间把情调输入人的

理由之四：文学有时比历史

使人性在
血液。情调改变了人性，

记载更真实。历史记载比如各种

质上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关于美

各样的史书传记，在记录历史方

的意义和价值并非是谁都能认识

面未必就比文学作品更真实更准

到的，人们在意的可能是知识和

确。而文学各个门类中，小说尤其

思想，说到力量大家可能没想到

擅长这一点，像这样的结论是没

以个人为 主的编年史下的

情调而想到知识就是力量，一个

有多大疑问的。小说是最能满足

人类经验，而这些经验可以

人有力量因为这个人有思想。而

人们将生活与艺术紧密结合愿望

帮助我们来说明历史。

我的看法是美的力量绝不亚于思

的文学形式。如果小说与诗歌同

想的力量。人类的先进精神世界

时兴旺发达，我们如果很早就有

没有文学是达不到的。中国的儿

超越情感的 《红楼梦》
《简·爱》那

童更需要亲近文学，原因是审美

样的小说，我们从先人那里继承

教育在中国教育中很缺失，中国

下来的财富将会扩大很多倍。那

教育的单一化已经是有目共睹的

些个人经验还能帮助我们更加贴

事实。审美教育的缺失已经带来

切地认识历史。因为有曹雪芹的

严重的后果，儿童亲近文学能够

《红楼梦》，我们对那段历史有超

弥补审美教育的缺失。
理由之三：
丰富情感。人没有
情感，人格大概不算是健全的。我

或许是人类社会开 始
重视个人经验的书写了，小
说弥补了历史 学家们的 失
误，它可以记录历史学家不

越的认识，
《红楼梦》 记录的那个
时代的特征，一般的文章典籍都
是无法相比的。

在面对中小学生、中小学生老师

因为没有找到书写个人经验

们演讲的时候，反复阐述我对审

的形式，当我们回头看以往数千

美教育价值认识的同时，也强调

年的过程中，很少看到先人生活

了情感教育的意义。我在许多学

的实际状况。或许是人类社会开

校留下了许多相同的感言，知识

始重视个人经验的书写了，小说
2017 年 4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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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补了历史学家们的失误，它可

化是分明的，人类的生存方式、生

以记录历史学家不以个人为主的

活方式、情感方式以及人类的心

编年史下的人类经验，而这些经

理较2000年以前已经有了天壤之

验可以帮助我们来说明历史。我

别。人类的改变一次一次地超越

们面对的一个悖论性的事实就是

本我。人类为什么进化了？原因很

以书写个人经验的文学，却把最

多，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人

生动、最完整历史的积极经验活

类有想象力和创造力，这种能力

生生地保留了下来。

既是天生的，又是后天培养的，并

我看过一本美国语文教材所

且后天的培养是最主要的。如果

选择的文本就是一些小说，这些

说这个能力是可以培养的，那么

小说连在一起就是一部完整的美

文学大概就是培养这个能力最好

国史。

的方式。因为文学就是想象虚构，

理由之五：保持想象力。这个
世界既是物质意义上的，也是精

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是无中生
有的。

有
神意义上的。最初那个有阳光、

时至今日，文学对于我们来

空气、有大地的世界，交到我们手

说也许变得更加重要了，因为我

上来的时候，这个世界是单调枯

们面临着一个事实，这就是人类

时至今日，文学对于我

燥的，是人类前赴后继的想象力

在想象力方面并没有什么长进，

和创造力才有了今天如此斑斓的

甚至有所衰退。人类数千年的历

们来 说也 许变得更加重要

景况。如果有一天造物主从苍茫

史积累了大量无穷的知识，图书

了，因为我们面临着一个事

的宇宙遨游归来，会对人类说这

馆、学校都是知识堆积的地方，但

实，这就是人类在想象力方

不是我当年交给你们的那个 世

是人类通常对知识概念的理解有

面并没有什么长进，甚至有

界。至于人类的精神世界与造物

很大的问题。知识是一个笼统的

主毫无关系，完全是人类在没有

概念，麻痹了我们对知识应有的

任何外力帮助下形成的。造物主

准确性。其实，在知识这个笼统概

只是给了我们阳光、空气和土地

念之下除了大量有用知识而外还

这样的一个世界，造物主在精神

有大量的无用知识。那无数的僵

上拿不出一点东西施舍给人类。

死的概念，使人的想象力枯萎。我

这个世界从无限时空性来讲

们可以看到，有的孩子随着教育

是净化，但是某一个宇宙时间里

的提升，想象力却在不断衰退，在

并不是什么都净化了。或者说并

如此情况下，文学的意义不言而

不是什么都能让我们看得出净化

喻，它至少可以帮助他们保持住

来的。今天的一只老鼠与2000年

一份想象力。

所衰退。

的老鼠究竟有什么不同，它的部

26

理由之六：培养说事的能力。

分性质改变了吗？它的生存方式

一个人应该有两大基本能力，说

改变了吗？今天的老鼠是不是比

理能力和说事的能力。我们的理

2000年 的老 鼠更 聪明 或 者更 愚

念中说理的能力很重要，说事的

蠢？动物科学的研究没有任何根

能力几乎不被重视。一个孩子从

据说今天的老鼠打洞技术有了革

出生到上幼儿园、小学、中学、到

命性的突破。但是在这个世界上，

大学，全部教育似乎就是为了培

在一个宇宙的时间里，人类的进

养一个人的说理能力。如今在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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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各种各样的会议上人们就是为

人和人与物之间发生的事情。

了在说理上一决高低。评价一个

文学 将 说 事 变成 了 一 种 艺

人的智慧，从一个人的说理来衡

术，文学使我们看到事与理具有

量。沙龙、讲台、
聚会实际上都成

同等的意义和美感。对于文学的

为说理的场所，人们被理性而征

阅读，无疑会有助于我们对说事

服、兴奋、愉悦。如此情况使得很

能力的培养。对于这一点我们还

多人在经过良好教育的情况后，

可以从另一个高度认识，阅读文

说理能力越来越提升，说事能力

学作品是对母语的感受。汉语大

越来越退化了。我经常看到一个

概是世界上最长于叙事的语言，

博士生一旦说起事来显得十分无

汉语的妙处和魅力在叙事的时候

能。一个人拥有许多事是富有，
能

显得更充分。它的含蓄、弹性、韵

说许多事也是富有。以我之见，
只

味和抑扬顿挫的特点，往往在叙

会说理不会说事的，至少是一个

事的时候最使人有深刻的感受。

无趣味的人。人们为了说事而创

我们 无 法 忍 受这 样 一 个 事

造了文学，这个世界是由事和理

实，这就是一个孩子从小学到中

组成的。所谓的事就是在这片天

学到大学，到读硕士、读博士，其

空下自然和人间两大领域发生的

说事能力却越来越差。所以我们

大大小小的事件。这些事件可以

的孩子需要文学。

是真正发生的，也可以是在虚拟
情节中发生的，但是无论是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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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根据
会议发言整理）

汉语大概是世界上 最

还是后者都是具体的，是一件一

长于叙事的语言，汉语的妙

件的事实。

处和魅力在叙事的时候显

所谓的理是隐藏于事情背后
的东西，是一些规律，是一些法
则。人类世界中只能用语言提示，
事与理都是客观存在的。叙述是
一开始就有分工的，一部分叙述

得更充分。它的含蓄、弹性、
韵味和抑扬顿挫的特点，往
往在叙事的时候最 使人有
深刻的感受。

是承担对事的叙述，另一部分是
为理的叙述，前面的叙述就是叙
事，后面的叙述就是论述。这个时
候就开始了文学与哲学的萌芽。
文学与哲学的分工也许初始并不
是明确的，早期的哲学与文学之
间，叙事和论述并没有分开，而长
久以后文学说事，
哲学究理。描绘
某个状态绘声绘色、
惟妙惟肖，这
些概念与说法都在表明着这样的
意思，就是文学的使命在向我们
呈现一个活生生的世界，但是这
个世界是 没有被分析和解 释过
的，不带研究和理论色彩，是人与
2017 年 4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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