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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於新世界誕生之初

──1950至1970年代少兒讀本中「成長」模式考察

⊙ 李學武

 

「成長」是世界文學中一個古老的母題，歷史源遠流長，在文學文本中有著豐富而複雜的呈

現方式。十八世紀興盛於德國的「教育小說」所書寫的正是成長。1950至70年代的大陸中

國，「成長」被深刻地內在於社會主義革命文化內部，因而在文本序列中呈現出不同的意義

和面貌。尤其，在「少兒讀本」1──肩負起「教育意義」，承擔培育一代新人職責的作品

中，呈現為類似於「類型片」的固定的敘事規範和意義模式。

一、被壓縮的「成長」

在人生發展過程中，「成長」是一種特殊的生理、心理現象，意味著在生物、認知、情感、

社會四方面「成年能力形成及成年責任心的產生」；2 與此相關的一個詞是「青春期」。英

文中「青春期」（adolescence）一詞源自拉丁文adolescere，其意即為「發育、成長」。可

以說，「青春期」就是成長期。現代社會傾向於把「青春期」劃分為一個獨立而完整的階

段。在美國，現代青春期概念的提出「是基於南北戰爭後不久出現的三項主要社會運動：義

務教育、童工立法和青少年法律訴訟程式。與這三方面有關的法規由於明確寫出了精確的年

齡時間，基本上消除了先前關於青春期結束時間的模糊概念。於是，青春期就成了從發身期

──一個具體的生理變化──開始，到關於義務教育、就業和刑事訴訟程式所規定的年齡為

止的這一段時期。」3「義務教育、童工立法和青少年法律訴訟程式」此三者代表了劃分少年

與成年的三種標準：教育完備程度、工作能力和責任能力。

以此三種標準來考察大陸1950至1970年代的青少年教育與勞動狀況，會發現：此時的中國政

府傾向於盡力縮短「成長期」。1954年4月22日，青年團中央發出《關於組織不能升學的高小

和初中畢業生參加或準備參加勞動生產的指示》。同年5月22日，中宣部發佈《關於高小和初

中畢業生從事農業勞動和進行自學的報告》。由此可見此時少年於成年的界限劃分，在教育

完備程度上僅僅規定為「高小」（小學高年級）或初中。具備這種學歷的少年（1950至1970

年代入學年齡偏晚，小學或初中畢業大部分學生已有十幾歲）已被視為具有工作能力者，可

以合法地交由工廠或「公社」來役使。這固然與當時底下的教育水平（小學教育尚不可能普

及，何況中學教育）有關，更主要的原因在於：新生的共和國急需發展建設，急需勞動力。

而在1964年，培養革命接班人的措施正式提出之後，勞動便是最有效的教育手段，「教育和

勞動相結合」，半工半讀、半農半讀制開始推行。法律規定與此相適應，青少年犯罪承擔責

任的年齡偏小。據刑法學家高銘暄4回憶：1957年完成的刑法22稿規定不滿13歲的，不負刑事

責任；已滿13歲不滿15歲的相對負刑事責任；15歲以上應當負刑事責任。1963刑法33稿對此



進行修改，把15歲一律改為16歲，13歲改為14歲，提高了負刑事責任的年齡，1979年頒佈的

刑法維持了後來關於刑事責任年齡的規定。5

以上政策將剛剛通過童年期的孩子迫不及待地由家庭拋向社會。事實上，1950至1970年代正

是「家庭」觀念的淡化以及相關的私人領域退縮的年代。我們記得已漸趨消失的一個流行

詞：「公家」。表面詞義為「公共的家」，實指「國家」──國營企業財產被稱為「公家」

的，工人、幹部被稱為「公家人」。公家把「國家」由「政權」概念變成了「家庭」概念。

把新建立的民族國家由「無人統治」方式變成封建專制國家皇室式的「人格統治」。6在「公

家」的催逼下，「小家」日漸退縮。在中國這樣一個農業社會中，農民在「公社化」的過程

中被逐步剝奪掉土地、財產，甚至「家庭聚餐」這一多少有點儀式性的日常行為也險些被侵

犯。此後「家庭」的概念和形式尚存，但在文學、戲劇、電影等意識形態言說領域中，總被

當作「公家」的對立面，個人主義的孳生地，藏污納垢之所。因此，1950至1970年代，與共

和國一同成長的孩子，自降生起他們便不屬於父母的家，而是國家的接班人和未來的建設

者。他們從小便明白自己在社會，或曰「國家」中的位置。「工作」本來屬於因「能力限

制」而對少年禁止的事，當國家為了建設需求呼籲他們工作時，「一個接一個的社會主義浪

潮，把孩子們直接捲入社會主義事業的鬥爭中去了」，7而少年們在剛剛逝去不久的「戰爭年

代」、「英雄時代」的鼓舞下，在「建功立業」心態的驅使下，誤以為離開學校就是精神斷

奶，一踏入社會他們就成了成人。一種普遍想法或許可以從左枚的一篇不出名的小說《小英

子》中看出來：「我算好了，再上幾年學第一個五年計劃都完成了。我現在就參加建設，等

我高中畢業那年，我不都幹了六年活了？在技術上也學會一套了！現在國家不是也正號召我

們高小畢業生參加勞動生產嗎？」

與此相稱，作家們也有類似心理：青年與少兒是同一類「特殊人群」。老舍於1955年發出一

聲沒有引起多大反響的呼籲：「多給青年寫點」。「是時候了，我們該為青年一代多寫點東

西了！」「多數的工農兵青年讀者的文化水平是不很高的，可是我們的文字往往超過他們的

閱讀能力。而且，我們若能改一改風格，改得更通俗一些，精煉一些，鮮明一些，也許不是

使我們的機巧吃虧的事。」「假若我們能夠按著青年們的心理，寫出解放軍和志願軍的驚心

動魄的英勇故事，那就既足以滿足青年們的心理要求，豐富了他們的想象，而且啟發了他們

的愛國心，受到熱愛祖國與國際主義精神的教育。」……假若把上述引文中的「青年」改為

「少年」、「兒童」，甚至「群眾」，似乎也未嘗不可，於文意並無損害。老舍，還有其他

作家，的確意識到了青年人群的特殊性，「青年們有許多問題，像戀愛、升學、選擇職業、

如何熱愛勞動等等」8，但對種種問題的探尋卻是輕觸即止，一旦拿起筆，作家們就只把青年

當作需補充知識的未來的建設者了：與少兒相比，他們同樣需抵制黃色圖書的誘惑9，同樣需

經教育躋身建設者的行列。兒童、少年、青年、成人（群眾）行進在同一條路上，所差的只

是距離，而這僅靠時間推移就能解決。

二、「成長」在本時期少兒讀本中的特定含義

從上文可以看出，1950至1970年代的中國大陸，「成長期」或曰「青春期」由於特殊目的

（國家為發展建設急需大量勞動者）被壓縮，相關政策條文拆除了橫亙在少年與成人之間的

「能力禁止」（這一類「禁止」諸如：未滿18歲不得有駕照，雇用童工非法），「成長」被

簡化為：畢業，參加工作。如果說，世界文學中的「成長」是對「我是誰」這一古老命題的



苦苦追問，那麼，在1950至1970年代的中國大陸文學中，這一問題的答案似乎是不證自明

的：「我」是，且只能是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我」的身上必須體現正在生成的新的國家本

質。在新世界誕生的宏大背景下的成長，理應如巴赫金（M. M. Bakhtin）論及《巨人傳》、

《癡兒歷險記》、《威廉．邁斯特》等成長小說中下的結論，此時「人的成長帶有另一種性

質。這已不是他的私事。他與世界一同成長，他自身反映著世界本身的歷史成長……他不得

不成長為前所未有的新型的人。這裏所談的正是新人的成長問題。」10然而，在十七年文學

中，世界本身的歷史成長已取代了人的成長。此時，在「一個國家誕生」的宏大旋律下，個

人尋找自我的籲請或被淹沒，或不由自主地彙入主旋律中，本身的聲音總難讓人聽到，不管

是沙啞還是清亮。

翻開1950至1970年代的報紙、文學評論、小說內容提要，「成長」二字比比皆是：

1. 現在的一億二千萬兒童，將是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執行者。……必須把他們培養成為社會

主義的新人，……一旦他們長大成人，就可以繼承長輩的事業，把艱巨的社會主義共產

主義建設任務擔當起來。11

2. 我們有責任去培養孩子，使他們身上漸漸生長起新的優秀品質；有責任去啟發孩子，使

得在他們心目中還不曾明確的生活目標開始明確起來。……看得見社會主義新人的品質

在他身上漸漸生長起來。12

3. 有一個反映兒童新品質成長的小說《還鄉第一仗》，描寫一個農村孩子如何與自私自

利、損公利已的現象做鬥爭。13

4. 《草原的兒子》和《「強盜」的女兒》，都是描寫解放前的殘酷階級鬥爭，以及在鬥爭

中成長的少年。《「強盜」的女兒》的筆力尤其鮮明而生動。14

5. 對於「成長」的概念，我們不能片面地理解。「克服缺點」，「從落後到轉變」，固然

是「成長」；而「增加優點」，「培養優秀品質」也是「成長」。15

6. 本書寫的是紅軍長征北上抗日，離開江西革命根據地以後，留在當地的一個紅軍戰士的

孩子潘震山的艱苦經歷和鬥爭生活。它描寫了潘震山在黨組織和革命群眾的關懷教育

下，在階級鬥爭的風雨中鍛煉成長的歷程。16

在這些引文（其中第二、三、四、五、六條為對文學作品的評價或內容提要）中，「成長」

總是被安插在固定的搭配之中，如「新品質＋成長」、「在……中成長」、「成長為……的

人」。固定的搭配表明：此時，文學中的「成長」意味著覓到革命之路（在……中成長），

並在路上洗去舊意識形態的殘餘（克服缺點）。17它有一個明確的終點：形成共產主義的意

識、性格和理想（新品質+成長、成長為……的人）；而身體發育、情感成長卻因具有「私人

性」而被有意無意地遺漏了。成長在此絕非「私人事件」和「個人欲望」，甚至也不是「與

世界一同成長，反映著世界的歷史成長」，──社會發展史此時已完全取代了人的成長。個

人成長總是千差萬別，而社會對成員的需求卻總是只有幾種，因此，本時期少兒讀本中的

「成長」也必然呈現為幾種固定的模式。

三、「成長」的模式之一：改正缺點

新的政權要求文學塑造「新人」形象，以做楷模，其中包括新少年形象。有兩種塑造的套路

在各個藝術領域內通用：一是讓「新少年」有著和成人英雄一樣的面貌、思想，做著和大人



同樣的事，如打游擊、捉特務，甚至比大人更能幹，不同的只是寫得拙劣一些。例如年畫，

便套用「娃娃戲」的模式，讓兒童化妝為成人扮演「抗美援朝」、「工農生產」18。另一種

則採取「從落後到轉變」模式，讓主角脫胎換骨，由「舊」至「新」。後者也是當時整個文

壇的態勢，但在50年代初便已引起人們的警覺。普遍認為，此類作品比較粗糙，原因在於

「文藝工作者的小資產階級思想沒有改造好」。

在涉及到成長期的「轉變」時，作品大部分更為粗糙。在兒童文學作品《黑人牙膏的夢》、

《一支金星筆》、《黃大寶變好了》中，一些孩子因偷懶、拿了或被懷疑拿了別人的鋼筆、

「不接近群眾」等缺點，受到同學們的圍攻批判，遭受「小二流子」、「偷筆賊」、「反動

派」之類辱罵，「打倒」之類恐嚇，容身無地，最後來一個思想轉變。19

最初的這種「鬥爭會」模式有其現實原因：建國之初，教育界已提前出現某種「文革」先

兆，僅從《人民教育》1953年第6期一組文章的標題中就可見一斑：〈宣城師範等三校違法亂

紀、隨意鬥爭學生〉、〈湖南某些學校在教育工作中採取粗暴方式〉、〈山陰中學混亂現象

應再深入調查〉。悲劇時有發生，少年因無法忍受「鬥爭會」、「管制」而自殺、失常。而

此類「精神暴力」下的「轉變」卻被文學作品當作「成長」為新人的典範。

「鬥爭會」語言有兩種類型，一是給「錯誤行為」挖出思想根源，並「定性」。「偷懶」和

「不上學」被定性為「不愛人民政府」和「小二流子」；拿了別人的鋼筆則是「反動派」；

二是將「錯誤思想根源」判處死刑。「打倒」之類的流行語並非始於「文革」。這無疑是場

精神暴力。暴力總是與強制力量相連，是對肉身的野蠻摧殘，它取消了「人」這「萬物之靈

長」的神聖性，使之等同於沙袋和獵物，等同於單純的行動的物件。而「精神暴力」之為

「暴力」就在於它取消了「異端」思想的意義，取消了人類自由思想的神聖權力。「暴力的

最終意義，正在於徹底取消所有其他意義，完全抹煞構成意義所必須的差異和界定」20

暴力另有一重在今天的現實生活中已被淡忘了的含義：為本階級的利益對敵對階級所使用的

強制力量。但在建國之初恐怕沒有人會忘記：「革命的暴力與反革命的暴力」、「槍桿子裏

面出政權」。那麼，「從落後到轉變」便有了另一種解釋：「落後」屬於舊意識形態，是

「黑暗的舊社會」在人的思想上留下的烙印。而「轉變」則屬於新社會，「從落後到轉變」

並非一個漫長的思想發育過程，卻是暴風驟雨般的精神暴力，暴力帶來一個人的新生，恰與

暴力帶來一個國家的誕生相應。「從落後到轉變」模式同樣意味著國家史、革命史對人的歷

史的侵入。

50年代中期後，「鬥爭會」、「坦白會」之類的「精神暴力」漸漸消失，但「改正缺點」作

為一種敘事方式卻延續了下來，只是改正的內容隨時代的改變而改變。此類文本第一句話往

往是：「＊＊有個毛病」。文學在當時既已成為「任務」，這開篇一句話便是在戰鬥之前指

出的進攻目標。「轉變」的方式大致可分為以下幾種：

1、當事人受到懲罰。懲罰一般不由外人來實施，它可能是「錯事」的後果，即「自作自

受」；也可能是「自責」，讓預置在「罪犯」內心中的道德規範將自身抽打得體無完膚。

2：當事人受到思想教育。意識形態幫手出現，及時幫助成長者解決思想上的問題，免於墮入

「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泥淖之中。與「鬥爭會」、「坦白會」相比，「思想教育」

對「錯誤思想」的處罰由「公開處決」變成了「私下審訊」──前者經常讓人懷疑：它的目

的究竟是幫助迷途者，還是讓審訊者以懲罰取樂？但這種方式更普遍和有效，並把教育的觀



念深植入人們的意識中。

「幫手」是一個「父」的形象，他以不同面目出現，老師、優秀學生、團隊幹部、老支書老

隊長、政委、指導員，但共同象徵著規則與秩序。有時他們沒有歷史，有時他們參加過革

命，但這只是做為背景一提而過，或者讓子輩從蛛絲馬跡中猜測出來。他們雖被命名為「指

路人」但通常沒有告訴犯錯者該做什麼，而只是告誡他們不能做甚麼。與其說他們是路標，

指引路人向前，倒不如說是路障，以免行者誤入歧途。同時他們沒有敘事權，只能「被敘

述」，呈現於子輩仰視的目光中。到了60年代，毛主席作為人民「在人間」的最高的父出

場，代替以前的老紅軍老戰士老貧農角色，《毛選》是他的法定代言人。在主動的學習中，

新中國的社會結構以一種「父子承傳」的方式被一遍遍地確立。有時幫手們勸導的話語早在

當事人自責時便已出現。那麼此時幫手的作用不是教育，而是「集體」發出的一個信號，表

明當事人將受到寬恕。

3：當事人遭受別人的以德報怨。靈魂受到震撼，由此改正缺點。

「改正缺點」模式貫穿1950至70年代，只是所改正的缺點隨時代變化而不同。如果說，50年

代，所改正的缺點多為「個人主義」21，到了60年代，培養革命接班人的措施正式提出，所

有的受教育者都要把階級鬥爭當作一門課，從小參加實際的階級鬥爭、生產鬥爭、科學實踐

等三大革命運動，在火熱的鬥爭實踐中鍛煉自己。號令一下，少年依舊在「改正缺點」，但

此時缺點已不再是單純的「個人主義」，而是為階級敵人留下的方便之門。

四、「成長」的模式之二：鍛煉成長

就在1954年青年團中央發出《關於組織不能升學的高小和初中畢業生參加或準備參加勞動生

產的指示》不久，馬烽寫出了「反映高小畢業生參加農業生產問題的小說」《韓梅梅》，發

表在當年9月號的《人民文學》上，「不僅引起了廣大少年兒童讀者的注意，而且也引起了很

多青年讀者的注意。」22天津市1954年上半年，在青年團組織的推薦下，《韓梅梅》一書銷

了二萬多冊。23《少年文藝》雜誌當年的6月號上發表唐可民的小說〈我在勞動中鍛煉成

長〉，1955年又在「離開學校以後」、「把青春獻給社會主義建設的積極分子」欄目下發表

此類的小說及特寫。 「成長」此時與鍛煉結合起來，意指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經受種種考驗，

學會為人民服務的本領。著眼點在於：共產主義品質的形成。

在這類「成長」模式中主角一般是「半成品」，沒什麼缺點，所需只是打磨上光。因此，故

事開始時主角便要面對一塊「砂布」，他會遇到客觀存在的困難，如身體殘疾（鄧普：《軍

隊的女兒》24〔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66〕）、工作環境差，韓梅梅便遭遇到一個「到

處是糞、尿、污水、爛泥，又髒又臭，到處是紅頭綠蠅」的豬圈（《韓梅梅》）；也會遇到

別人有意設置的障礙，如韓梅梅因去養豬而被父親罵做「下賤骨頭」；更會面對「幫手」出

的「難題」（考驗）。與「障礙」不同，「考驗」必須出於善意，目的是助人成長。如《歐

陽海之歌》中歐陽海經歷的考驗多為上級派下的任務，如通不過，那麼「考驗─通過」回合

終止，轉入「缺點─改正」回合。

在解決難題、通過考驗時，主角們首先要展開思想鬥爭。典型的方式是做自我批評。「這

時我心裏也責怪自己：『哭什麼？連這點委屈也受不起？』」（《韓梅梅》）「算了，辭掉

這輔導員吧！──可是，我馬上責備起自己來了……」（《為集體工作是幸福的》）此時



 

「我」與「自己」勢不兩立，分屬批評者和被批評者。儘管「自己」是「我」的反身代詞，

「我」用於和他人交流，「自己」在捫心自問時低語應答。「我」與「自己」本應是同一

體，甚至常常合稱為「我自己」，但此時「我」與「自己」的決裂已反映出一代人的人格分

裂症。

接下來幫手出場來進行思想教育。針對一些他人設置的障礙，「幫手」還會親自出馬去除。

思想教育的另一種方式是主動地學習。50年代，學習「優秀的文藝作品」、「報紙」。進入

60年代，政治風雲瞬息萬變，文藝作品的可靠性更值得質疑：誰知道今日的香花明天會不會

變為毒草？而「毛選」越來越具有「神諭」性質，它是唯一之書，其他的不過是對它的注

解。但它的解釋權不像中世紀以前的聖經一般只掌握在少數人手裏，大部分人可以通過對它

的讀解來「進步」。歐陽海（《歐陽海之歌》）的拋光劑除了《董存瑞的故事》、《紅岩》

之外就是「毛選」。在幫助戰友遇到困難時，他「帶著問題讀毛主席著作」；被調任「通信

班長」後，他思想上有了小小的波折。此時，他「耳邊仿佛響起了毛主席說過的話：我們一

切工作幹部，不論職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務員，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人民服務」。劉

海英（《軍隊的女兒》）癱了之後，接觸到《紀念白求恩》，「驚奇地抱著書，眼睛充滿了

希望，好像從一個黑洞洞的房子裏看見了外面多麼美麗的陽光。」毛主席著作成為打開所有

人心靈的鑰匙。這固然與林彪在全軍做出的指示：「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按毛主

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戰士」有關，但更重要的，這為新世界的成因給出了解釋：新

中國是在毛主席思想指引下建立起來的，世界圍繞毛主席的思想轉動，萬物都是毛主席思想

的體現。恰如《神曲》中對宇宙原動力的解釋：宇宙之所以運轉，只因每一粒子都在力圖與

上帝接近。上帝的愛是推動萬物的源泉。

五：「成長」的模式之三：學習／領悟

「學習／領悟」模式。嚴格說來它並不是情節模式，因其不像前二者一般具有動作性，卻把

重心放在了主角的心理活動上。或許稱之為「敘述模式」更為合適。側重於「在鬥爭、生活

中提高認識」，通常採用第一人稱或隱含的第一人稱，從一個少年的視角出發，敘述他在

「階級鬥爭的腥風血雨」中的思想成長。典型文本另有《閃閃的紅星》（李心田）、《「強

盜」的女兒》（劉堅，《解放軍文藝》，1961年第12期）。

這些文本往往先聲奪人，開篇便敘述革命鬥爭中的

慘烈故事。《閃閃的紅星》中，赤衛隊長在戰鬥時

中彈，卻把麻藥讓給階級兄弟，忍痛完成手術；妻

子為掩護同志而被捕，敵人把她吊在村頭大樹上活

活燒死。《「強盜」的女兒》中，性情耿直的莊稼

人鄧昌平因無法「完糧」而遭保長拷打，忍無可

忍，聯繫鄉民盜槍、劫獄……

但是，真正的被述體並不是這些英雄傳奇──而是

傳奇如何教育主角成長。傳奇總是通過孩子的眼睛

折射出來，傳奇是他的所見所聞。《閃閃的紅星》

中的冬子童年所遭遇的每一事件都化作成年後性格

的一部分。同時，這些文本所敘述的既是個人的成

長史，也是一個階級的成長史。自桂娃（《「強



 《閃閃的紅星》劇照

  

盜」的女兒》）眼中，我們看到一代農民由自發的

反抗演變為党領導下的自覺的鬥爭；《閃閃的紅

星》由於時間跨度較長，潘冬子從7歲到23歲的所

見所聞簡直是一部簡要的中國革命史：從第五次反

圍剿失敗、長征、赤衛隊變成游擊隊，到紅軍北上抗日。尋找紅軍途中，他又得到消息：

「過去的紅軍，後來改叫八路軍、新四軍，現在叫解放軍，過去只有幾萬人，現在有一百多

萬人，全國到處都有他們。」

但是，成人之前的少年卻被排除在歷史進程之外，他們的動作只能是看和想，命運轉折只能

由別人安排，自己被動地去承受。如潘冬子在主動尋找紅軍之前先後在游擊隊、宋老伯家、

城裏的米店居留，但這並不是他自主地選擇，而是「上級的安排」。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

「學習／領悟」模式小說的前半部接近於「流浪漢」小說，主人公被命運驅使著顛沛流離，

目睹人世百態。「成長」之後，主角才有行動能力，得以「進入歷史」。桂娃成長的動力最

初是父親的愛。在不自覺地向革命者「通風報信」之後，她得到了父親的誇獎。這誇獎使她

開始主動地傳遞情報。成功之後，再回到楊團總家裏，「平日我覺得門高大得很，威嚴得

很，今天咋子那樣矮。院子也是那樣，平日覺得深，現在幾步就跨到了頭。」潘冬子在「對

階級本質有所認識」後，開始「行動」：放火燒胡漢三、出走尋找紅軍。而成長的終點是將

個人完全融入到集體之中，融入到歷史的革命進程中。參加解放軍後，潘冬子有這樣一段自

述：「一轉眼，我在解放軍中戰鬥了兩年多。我跟著部隊，打過了長江。渡江之後，我解放

大軍又以雷霆萬鈞之勢，橫掃國民黨的殘兵敗將。」前兩句的主語是「我」，後一句換為

「我解放大軍」，看似突兀，從中表露的信號卻是：「我」已和解放大軍合為一體，共同書

寫著最輝煌的歷史。

只有成長了才能有行動，只有行動才能推動進一步的成長，才能進入歷史進程。正是採用這

種方式，「學習／領悟」模式把個人的成長和世界史的進程結合起來。

以上三種模式帶來圖解概念的教義、規勸警示的儀式，在1950至1970年代如電視劇片頭音樂

一般通過重複來給人們留下強制性記憶。它們沿襲既定的敘述格局，運用老一套的人物，通

過反復出現的動作和想象公式，來重複讀者已知的故事。而少兒們正是在重複中接受神聖的

價值觀念、道德規範，「成長」為一個合格的新世界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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