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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儿童文学作品的创作与创新
———从《格林童话》的“老妇人”形象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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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魔法、女巫、老太婆是欧洲传统童话故事中老妇人的典型形象，而和蔼可

亲的老奶奶则是中国传统儿童故事中老妇人的典型形象，两者有很大的差异。在中国

和欧美文化的频繁交流过程中，中国当代的儿童文学作品创作明显受到了欧美儿童文

学作品的影响，欧美儿童文学作品的一些典型元素被吸收到中国本土作家的作品中，模

仿的痕迹十分明显，我们应该从欧洲儿童文学作品的叙事结构、奇幻的想象力、潜在的

思想理念等方面学习欧美儿童文学，尽量减少一些不适合中国文化语境的欧美元素的

生搬硬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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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格林童话》风靡世界，是欧洲传统童话的一个代表。其中有一个故事，名

字叫《猜谜》( The Ｒiddle) 。故事是这样开始的:“从前有个王子，一直想周游世

界。他没有带任何随从，仅仅带了一个忠实的仆人就出发了。一天，王子来到了

一个大森林前，夜幕降临了，可是他还没有找到落脚的地方，不知道在哪里过夜。
就在这时，他看到一个女孩正向一个小屋走去，等王子走近了，发现这个女孩年

轻且漂亮。王子赶紧走上前去说:‘亲爱的朋友，我和我的仆人能在您的小屋里

暂过一晚吗?’‘哦，可以倒是可以，’女孩的声音很哀伤，‘不过我觉得您不要冒

险。最好别进屋。’‘为什么呢?’王子问道。女孩叹了口气说: ‘我的继母( step-
mother) 惯用魔法( wicked arts) ; 她对陌生人总是心存恶意( ill － disposed) 。’说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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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着，王子发现他们已经到了一个女巫( witch) 的房门前。天已经很黑了，他不

能再往前走了，好在他并不害怕，就径直进屋了。老太婆( the old woman) 就坐在

火边的椅子上，用她的红眼睛( red eyes) 盯着进来的陌生人……”〔1〕

可以看到，故事发生的背景是大森林，气氛压抑; 在接下来的叙述中，继母、
魔法( 或巫术) 、恶意、女巫、老太婆等词语相继出现，而且继母、女巫、老太婆互

换使用，指称相同。

二、欧洲传统童话故事中的典型“老妇人”形象

以上的描写几乎成了欧洲传统童话描写“老妇人”形象的典型模板。在欧

洲传统的童话故事里，有很多“老妇人”的形象，只有很少一部分是和蔼可亲的，

或者说是并无多少恶意; 而大多数老妇人形象都是相貌丑陋，着装古怪，性情狠

毒，极具恶意，她们还经常使用邪恶的魔法，把好端端的人( 多是年轻的男孩) 变

成各种动物，有的还残害甚至吃小孩。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些会魔法、能帮助人、并不是很坏的老妇人。《格林童

话》中，并不是很坏的老妇人形象并不多见。《强盗新郎》《魔鬼的三根金头发》
《魔鬼和他的奶奶》三个故事中的老妇人都不坏，是助人的形象;《三只小鸟》《和

尔妈妈》两个故事中的老妇人都会魔法，却也能用魔法助人。
除了《格林童话》之外，传统意大利童话 Strega Nona ( Grandma Witch，巫婆

奶奶)〔2〕主人公 Strega Nona 是一位老妇人，会魔法，能给人医治头疼，还能用魔

法给女孩变来男朋友。老妇人并无恶意，还能解人危难。安徒生童话《卖火柴

的小女孩》中在小女孩幻觉中出现的奶奶，也是一个可以依靠的亲人形象。
像以上欧洲传统童话中的这些“老妇人”形象，大多是和善的，有些会魔法

却无恶意，她们多是孤独地与魔鬼或强盗生活在一起，对陷入魔窟的人会施以援

手。可是，这类的老妇人形象毕竟很少，更多的老妇人是使用邪恶魔法、充满恶

意的老巫婆，她们或以邪恶女巫，或以狠毒继母的形象出现，很多时候，继母同时

又是一个会魔法的老巫婆，她们经常跟 old woman( 译作老妇人，老女人或老太婆

等) 这类词组交替使用。《白雪公主》中，王后本是一个美丽的妇人，可是当得知

白雪公主比她美丽一千倍时，她嫉妒得要命，非要置白雪公主于死地。她装扮成

一个容颜衰歇之后的歹毒的老女人，后又化作一个老婆子，实施其罪恶的谋杀白

雪公主的行为。《罗兰和他的妻子》《情人罗兰》《红松树》《汉赛尔和格莱特》
《森林里的三个小仙人》几个故事中的老妇人多是继母，有些会魔法，还有些是

巫婆，她们都很邪恶，残害小孩。《涅潘齐鲁》《两兄弟》《乌鸦》《弃儿鸟抚》都有

邪恶的女巫，《玫瑰小姐》中，因为国王没有邀请一个老仙女参加女儿的生日会，

这个老仙女便将魔咒降临在公主身上，诅咒她被纺锤扎死，多年后这个老仙女变

成一个老女人在纺线，并实施了阴谋。《格林童话》中的老巫婆还经常使用魔法

将年轻的王子或公主变成动物或树木等，例如在《青蛙王子》《兄和妹》《十二个

兄弟》《六只天鹅》《森林里的老妇人》《图特》等故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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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婪、嫉妒的形象也多被刻画成老太婆。《渔夫和他的妻子》讲的就是家喻

户晓的渔夫和金鱼的故事，渔夫的妻子是一个老太婆的形象，虽然她不会什么魔

法，但她贪得无厌。老妇人也经常被描绘成小偷。《天堂中的裁缝》描写一个裁

缝到了天堂，从天上往下看，发现一个丑陋的老女人在溪边洗衣服，悄悄地偷了

两块头巾。《小偷和师父》中有一个老女人，儿子是偷盗大王，老女人会巫术，能

变换各种身形。
《格林童话》中有一篇《年老的妈妈》，似乎对老妇人充满了仇恨，将老妇人

描写得很悲惨: 先是失去丈夫，再是死去两个儿子，之后亲戚也一个一个死去，最

后只剩下她自己一个孤老婆子，悲惨地死去。
在李宗法译《格里姆童话》的 8 个童话故事中，5 个有老妇人，其中 4 人会魔

法，样子丑陋，3 人是坏人。司马仝译《德国童话》〔3〕，共 45 篇童话，其中格林童

话 22 篇，豪夫童话 3 篇，贝希施坦因童话 20 篇; 格林童话中，有 12 篇中提到老

妇人，其中有 8 篇讲到老巫婆，会魔法，有 1 篇讲到老太婆很贪婪，其他 3 篇没有

讲到老妇人的善恶，可是却无任何能力。豪夫的 3 篇童话都涉及魔法，有 2 篇讲

到有魔法、魔杖的老太婆，可恶的女巫，丑陋老太婆。贝希施坦因童话中有 7 篇

涉及会魔法的老太婆。全本《格林童话》有 211 个故事，讲到老妇人的故事约有

50 个，其中的邪恶老太婆有 31 个，没有提到善恶的 5 个，比较和善的有 14 个; 50
个老妇人中，有 30 个是女巫，或会魔法，其中 27 个是邪恶的，只有 3 个善良。

除了《格林童话》之外，安徒生童话也多次提到老妇人、女巫等〔4〕。《睡美

人》中，国王为女儿举行盛大的洗礼会，邀请七个年青的仙女作教母，但忘了邀

请一个老仙女，老仙女十分怨恨，诅咒公主被纺锤扎死。后来，这个老仙女变成

一个纺纱的老太婆，用纺锤将公主扎死。吉贝尔·德莱雅等所著《玛蒂娜漫游

奇境记》也有恶巫婆:“森林边住着一个坏心眼的巫婆，她只喜欢癞蛤蟆粗重的

叫声。”〔5〕玛丽·兰姆根据莎士比亚剧本改编的故事《暴风雨》也有女巫: “在普

洛斯漂到岛上以前，这个岛曾经被一个名叫西考的女巫施过妖术，一直到西考去

世后，那些不肯做坏事的精灵们，还都被她的妖术囚禁在树干中。”〔6〕

在欧洲传统童话故事中，女巫、魔法、老太婆是基本元素; 而老年男性却不多

见，司马仝译《格林童话》的 22 个故事中，仅有《学习害怕》一篇提到一个老恶

魔，有一把长长的白胡子。从语言方面看，“巫婆”似乎成了“老妇人”的代名词。
《不莱梅的音乐家》中，一伙强盗被老猫抓伤后，对同伴说道:“啊，屋子里坐着一

个可怕的巫婆，她用她的长爪子拍了我一下并抓伤了我的脸。”本来强盗说的是

一个老女人，可是用的词却是“巫婆”。彭懿认为: “女巫，又叫巫婆或魔女。在

民间童话里，这些红鼻子、满脸皱纹的邪恶老太婆，烤小孩毒小孩杀小孩，无恶不

作，最后总是死得很惨，没有一个能逃脱‘巫婆一定得死’的魔咒。可是到了现

代童书里，这些一眼就能认出来的女巫销声匿迹了。她们要么继续干坏事，但改

头换面，伪装成了个美丽的好女人; 要么彻底地脱胎换骨，变成了个骑着扫帚满

天飞的好女人。不论是好女巫还是坏女巫，都是孩子们的偶像。她们会说: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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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没女巫，那还叫故事吗?”〔7〕彭懿还观察到:“民间童话里的女巫没有一个有好

下场，都难逃一死，而且死得都很悲惨，《白雪公主》里的王后被迫穿上烧红的铁

鞋跳舞，一直跳到倒在地上死去为止; 《亨舍尔和格莱特》里的女巫被推进炉子

里，活活烧死……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民间故事里作为邪恶化身的女巫最后必

须得死，只有这样，正义才能得到伸张。”〔8〕可以看到，欧洲传统童话故事中，对

老年女人的基本认知大多是: 丑陋、邪恶、不同程度地会魔法。以至于罗尔德·
达尔在其所著《女巫》中说:“女巫永远是女的，我不想说女人的坏话，绝大多数

女人是可爱的。但所有女巫都是女的，这依然是事实。女巫没一个男的。”〔9〕

三、中国传统童话故事中的“老妇人”形象

中国传统的童话故事或儿童文学作品数量相对较少，周作人认为“中国向

来缺少为儿童的文学”〔10〕，不过为数不多的童话( 或神话) 故事中也有一些老妇

人形象。与欧洲传统童话故事中的典型的老妇人形象不同，中国传统的童话故

事中的老妇人大多是和蔼可亲、慈祥善良的老奶奶形象。虽然在中国的童话故

事中，偶而也有一些不好的老妇人形象，如《牛郎织女》中的王母娘娘，为了维持

天人间的一种秩序，多少表现了一个缺少亲情的冷面形象; 《孔雀东南飞》中刘

兰芝的婆婆也是一个负面的形象，因为跟儿媳不和，逼迫儿子离婚;《西厢记》中

的崔老夫人多少是个言而无信、不近人情的形象; 《水浒传》中的王婆以及其他

一些故事中的媒婆大多是很坏的老年妇人形象; 董均伦、江源整理，金志强编写

的故事《找姑鸟》〔11〕中讲到一个老婆婆很凶，虐待自己的儿媳; 河南曲剧《卷席

筒》也有一个恶毒的继母形象。但是，大多数的老妇人是善良和蔼的。国产动

画片《小鲤鱼历险记》中有鲤鱼奶奶，对这一角色的介绍是这样的: “泡泡的奶

奶，鲤鱼湖中德高望重的长辈。”〔12〕对鲤鱼奶奶的这一认知在中国的童话故事中

是比较典型的。下面是中国传统童话故事中的一些典型的老妇人形象。
雷长诚编写的民间故事《孟姜女的传说》〔13〕中有一个房东大娘，是一个老妇

人的形象，她为孟姜女提供帮助，是一个好心的老婆婆。崔正田讲述、孙侃编写

的民间故事《宫女图》〔14〕，讲到沂山脚下一个叫天台的小伙子，上山砍柴时遇到

一个老妈妈，是个仙人，给他一个有法力的宝贝蒲团，坐着它可以飞行。这个老

妇人也是助人解难的。董均伦、江源整理，金志强编写的故事《红泉的故事》〔15〕

讲了一对小夫妻石囤和玉花不堪忍受后娘的折磨，远走他乡，碰到一个好心的老

妈妈，石囤在老妈妈的帮助下，战胜红脸妖的故事。
《中国民间故事大全》( 4)〔16〕所载汉族故事中有多处提到老妇人形象，书中

共有 24 则汉族民间故事，其中有老妇人形象的共 11 则，即《寻太阳》的恶意老

婆婆，《孟姜女的故事》有孟姜两家的老太太，《红泉的故事》的恶意后娘，还有一

个好心老妈妈，《宫女图》有一个老妈妈，《鲁班学艺》出现一个老奶奶，《金雀和

树仙》中树仙变成一个老太婆，《跃龙山》有一个老婆婆，《运河水的故事》有一个

老龙母，《高角地主》有一个老妈妈，《葫芦娃》也有一个老妈妈，《天下第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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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好心孤老太。其中有恶意的老妇人仅有 1 例，恶意后娘有 1 例，其余的

10 个故事中的有 11 个老妇人，1 个没有具体谈到善恶，其余 10 个都是向别人表

示善意，给人提供帮助的形象。(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一些民间故事如《白蛇传》
的负面形象是法海，《哪吒》中的负面形象是其父亲李靖，《宝莲灯》的负面形象

是舅舅二郎神。负面的形象多为男性，这似乎同欧洲传统童话中负面形象中老

妇人特别多而老年男性相对少的情况形成明显对比。)
中国少数民族的民间故事中也有些老妇人形象，《中国民间故事大全》( 1 )

( 3) 所载壮族故事《壮锦》中有一个穷苦的老妈妈。畲族故事《金水湖和银水

湖》有一个生病的老婆婆。唐梓桑、张世培整理，丛尚乔编写的畲族故事《天眼

重开》中提到一个白眉毛老婆婆也是一个助人的形象。高山族故事《太阳兄弟》
中有一个满头银发的老婆婆。水族故事《宝珠龙》中有母子俩，母亲年岁大了，

满头银发。维族故事《英雄艾里·库尔班》中的外婆，给主人公宝剑和腰带，帮

助主人公战胜困难。藏族故事《泽玛姬》有一个老婆婆考验并帮助王子找到美

丽的妻子。回族故事《太阳的回答》中太阳的阿娘是一个善良的老奶奶，《白兔

姑娘》中有一个和善的老奶奶。土族故事《黑马张三哥》有一个孤苦伶仃的老阿

奶。李星华记录、艾龙编写的白族民间故事《小黄龙和大黑龙》讲到一个心肠很

好的老妈妈，帮助一个被员外赶出家门的姑娘。可见，中国少数民族的民间故事

中的老妇人也多是善良好心的助人者，也有一些孤苦无依的形象，却极少有恶毒者。

四、中国当代儿童文学作品中的女巫

中国传统的童话故事大多自然流传于民间或口头上，很少有人专门从事儿

童文学的写作，不过随着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逐渐出现了一批专门从事儿童

文学创作的作家。现在随着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化，儿童教育和儿童阅读也逐渐

受到重视，儿童文学的创作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在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的一些作

品中也时常出现老年妇人的形象，不过，可能受中国传统观念的影响较深，老妇

人的形象大多是和蔼可亲的。蒋风主编“中国原创最童话”系列《最幻想的童

话》〔17〕中收录有汤素兰的童话《奶奶和小鬼》，其中的奶奶有爱心，心肠软，喜欢

小孩，幻想着能有一个小孩抚养，于是就摇着空空的摇车，唱着童谣。一个小鬼

恶作剧，变作小孩戏弄奶奶，虽然奶奶看到小孩古怪，丑陋，还是十分珍爱。蒲华

清的《年历上的大老虎》，也有奶奶的形象，她是一个有爱心的人，因为喜欢年历

上的老虎，就把年历留下了。后来与孙女在家，年历上的老虎就下来跟祖孙俩为

伴。保冬妮《神奇小仙女米莎》中的外婆，也是慈祥的，经常“笑眯眯地看着外孙

女”，外孙女 5 岁生日那天还送给外孙女礼物。吕丽娜的《天哪，司机是老虎》，

其中也有一个老太太，是一个智者的形象。当人们上公交车后，发现司机是老虎

后，乱作一团，有人晕倒，有人装死，有人给警察打电话，“‘你们这些傻瓜，快逃

跑啊!’一个老太太喊。这句话让大家清醒过来，人们一哄而散。”〔18〕这里的老太

太俨然就是一个镇定自若的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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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的童话故事中很少有女巫的形象，不过，随着近现代以来中国同欧

美文化接触和交流的加深，中国的儿童文学创作也吸收了很多欧洲童话故事中

的元素，魔法、女巫、怪兽、老太婆等是比较典型的代表。不同文化间的借鉴是免

不了的，可是借鉴来的元素也有个适应本土化的过程。在中国传统童话故事中，

魔法并不多见; 像《西游记》中孙悟空那样的变化本领，在中国语境中不能叫魔

法，而称之为法力。在典型的汉语语境中，“魔法”一般是被定义为邪恶的东西，

在欧洲的传统童话中也大致如此; 可是我们发现，在一些受到欧洲儿童文学作品

影响的当代中国儿童文学作品中，似乎“魔法”成了“法力”的代名词。我们还可

以看到，当代的中国儿童文学越来越多地出现了很多女巫形象，不过她们大多不

坏。吕丽娜的《小巫婆变蛋记》，其中充满了魔法、魔杖、咒语、魔法书等词，其中

还有大女巫，镇上年纪最老的女巫等，这些女巫并不坏。《小魔帽》中也是一个

小朋友琪琪捡到一顶帽子戴着玩，发生了魔力，最后还是一个老太婆———巫婆吹

了口气，解除了魔法。原来琪琪捡到的帽子是老巫婆施了魔法的帽子。《绿女

巫》中也有咒语、魔法等典型词语。《老巫婆的老花镜》也是讲了一个老巫婆，因

为找不到老花镜，而产生了一系列可笑的故事。其中的老巫婆倒是没有什么坏

心肠，只是把老巫婆看作人们进入老境的一个形象代表，借以取笑罢了。
中国当代儿童文学作品中也渐渐出现了一些与魔法、女巫、巫婆相联系的

“坏蛋老太婆”。王一梅著《米粒与糖巫婆》讲了这样的故事: 米粒在森林里遇到

了有魔力的糖巫婆，被用棒棒糖带到了女巫森林。机智的米粒骗走了糖巫婆，解

救了一只蜘蛛，遇到了大熊洛卡。最后用机智战胜了糖巫婆，走出了女巫森林。
这个故事是典型的受到欧洲儿童文学影响的作品，连故事中人物名字和场景都

受到影响，如大熊洛卡、森林; 其中描写糖巫婆的形象也是典型的欧洲样式:“头

发像一堆灰白的乱草，戴一顶尖尖的帽子，鼻子像啄木鸟的嘴巴一样尖。她一定

很瘦，并且因为米粒是趴在树上往下望的，所以看不清她的身体，只看见一张满

是皱纹的脸和她手里举着的一个大棒棒糖。”〔19〕武安林阶梯童话《老巫婆的老花

镜》也多次描写到巫婆，如《咬嘴的面包》就写了一个怪异的面包咬住了出奇猪

的嘴巴，后来才知道这是块巫婆专用食品，那个巫婆也是个老太婆，十分自私。
我们似乎可以预见，中国的儿童文学创作会越来越受到欧美儿童文学的影

响。这从孩子们的创作中便可以看出来。北京师范大学实验小学三年级学生创

作的绘本《童言童趣》〔20〕中，共有 23 篇小短文，故事中的主人公或小动物有名字

的有 8 篇，起洋名的 6 篇，计有泰伦、特莉，赫尔伯特，五味太郎，大卫、杰夫，约

瑟、安娜，奥利弗、阿曼达，起中式名字的有 2 篇，有明明、红红，蹦蹦、跳跳。仅仅

从起名字就可以看到孩子们受其他文化的影响之深。现在，有青少年的电视剧

《巴拉拉小魔仙》，其中大力渲染魔法，这明显是受到欧洲文化影响的结果。

五、在借鉴交流中提升中国儿童文学的创作水平

通过上面的叙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欧洲传统童话故事中的老妇人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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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容貌丑陋，行为乖僻，性情邪恶，惯用魔法，这跟中国传统儿童文学作品中的

相对和善的老妇人形象差别很大。不过我们也同时看到，中国当代的儿童文学

创作明显受到了欧美儿童文学作品的很大影响，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日益加深，

中国儿童文学的创作会受到更多更强的欧美儿童文学的影响。互相学习，交流

借鉴，取长补短，共同发展，这本是不同文化间交流的常态。初期的译介、搬用、
模仿在中国儿童文学创作中或许是不可避免的，不过我们更应该思考如何在中

国传统儿童文学的基础上创新我们本土的儿童文学创作。我们必须认识造成中

欧儿童文学作品人物形象差别的原因，体察中欧社会文化方面的差异，只有这样

才能更好地指导我们的儿童文学创作。
在欧洲历史上，巫术观念很是盛行，上至国王，下至平民百姓，大都相信女巫

的存在; 人们对女巫的惩治也比较残酷。世界驰名的童话作家安徒生出生在丹

麦小镇奥登塞。“奥登塞是个封闭小镇，人们坚信上帝和女巫。”〔21〕英国国王詹

姆斯一世曾写过一本书，名叫《魔鬼论》( Daemonologie，1599 ) ，专门论证魔鬼的

存在和女巫们的法力。美国文化学者路威认为: “英国的国王詹姆斯第一从斯

堪的纳维亚回国，途中遇大风暴，那位国王相信是一个苏格兰塾师法安博士

( Dr． Fian) 把猫丢在海里掀起惊涛骇浪故意和他陛下为难的。……就是这一位

国王，他不满意伊丽莎白时代所行的巫术惩治条例。照那个条例，只有被诉为以

巫术杀人者才处以死刑。按照詹姆斯第一的意思，条例修改了，凡是使用巫术

者，不论用意何在，一概处死刑。……詹姆斯第一在位杀了三十七个巫师，这里

面有十七人倘若在伊丽莎白手上就不至于送命。”〔22〕路威还讲了瑞士一个叫苏

克的地方的一次女巫案的始末。可见，在当时的欧洲，诬人为巫，迫害女巫非常

普遍。法国圣女贞德( Jeanne d’Arc) 被俘，教会法庭秉承英国人的意旨，指控之

为“女巫”，施以火刑。英国哲学家罗素也讲到，教皇“尹诺森八世在 1484 年下

了一道反巫术的敕令，结果在德意志及其它地方引起了一场对女巫的触目惊心

的大迫害”〔23〕。亚历山大认为，“大致从 1450 年一直延续到 1750 年，浩浩荡荡

的欧洲搜巫狂潮最终造成了 4 － 5 万人被当成巫师处死。1692 年笼罩在马萨诸

塞萨勒姆的那场病态的诛巫狂热导致了 24 人死亡，也为整个世界永远留下了一

个毫无根据的报复性的迫害的代名词。”〔24〕

在中国，尽管历史上也曾经有巫术流行，汉武帝时，女巫出入宫掖，酿成所谓

的“巫蛊之狱”，不过并没有大规模地对从事巫术的人进行搜诛。在中国社会

中，各种信仰共存，没有什么宗教或信仰有压倒一切的影响力，也没有像基督教

那样对其他信仰的极力排斥。李约瑟《四海之内》一书主要阐释中国文化与欧

洲文化的异同，有这样一句话值得深思:“欧洲历史上还有一种现象也是中国历

史上从来没有的。尽管你翻遍了中国以及其他文化中关于中世纪迷信的资料，

你决计找不出像欧洲出现的那种对巫术迫害狂的现象。从 15 至 18 世纪两个多

世纪里，欧洲笼罩在恐怖的气氛中，千千万万的人( 其中主要是，但不完全是，老

年妇女) 被判为妖巫，魔法师，绑在木桩上活活烧死，或以其它方式严刑拷打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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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这可能是宗教迫害思想另一方面的表现; 它的许多特征引起了现代心理病

原学家的重视。对于现代的亚洲人来说，这又是欧洲文明中难于解释的一个因

素。这种病态现象可能和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运动以及资本主义崛起时所发生

的社会大动荡是相联系的，因为，在这以前的中古世纪和以后的 19 世纪都没有

出现过这种现象。对比之下，中国的整个行政体系一贯对宗教和巫术采取宽容

的态度，就显得优越得多了。”〔25〕从中欧各自的社会历史发展来看，人们对女巫

认识有很大差异，因此儿童文学中女巫形象的引入短时期内可能缺少普遍的认

同，生搬硬套欧洲儿童文学作品中的典型元素在短期内也很难在中国本土语境

中找到适合的土壤。例如，老虎的形象，在欧洲的儿童文学中多半是负面形象，

一般阴险凶残; 而狮子大多是一个正面形象，通常勇敢、雄武，如动画片《狮子

王》。可是在中国的语境中，老虎的形象有时固然有一些负面色彩，但也有正面

的歌颂，我们的语言中多有虎将、虎威、虎头虎脑等词，人名中也多有“虎”字。
所以我们在吸收借鉴欧美儿童文学的过程中，应该多多考虑中国的文化语境，避

免一些生硬的照搬和模仿。
中国和欧美在家庭结构及观念的不同也会造成儿童文学接受过程中的差

异。中国传统的家庭结构是大家庭，祖孙几辈人同堂被认为是难得的福气，在这

样的大家庭中，祖辈似乎天然地有义务照看孙辈，爷爷奶奶看护孙辈似乎成了一

种责任，有时祖孙辈的感情甚至超过父母和子女的感情，加上中国自古即有尊老

敬老的传统，所以在中国童话故事中出现慈祥老奶奶的形象一点都不觉得奇怪，

而像传统欧洲童话故事中的邪恶老太婆的形象一般不会被中国的广大群众认

可。欧洲的社会与中国的社会发展有很大不同，他们的家庭结构以及对家庭的

观念跟中国的传统家庭结构和观念有很大差异，他们的祖孙辈之间的关系似乎

不如中国式大家庭中祖孙辈的关系那样浓厚。
如果说以上的因素使得中国的儿童文学作品刻意地模仿欧美童话的构成元

素并不非常合适，那么欧美儿童文学中的叙事结构、风格特点、奇幻的想象力、潜
在的思想理念等则是比较值得中国儿童文学作品借鉴的。阅读欧美的儿童文学

作品，我们能明显感受到其叙事结构新奇，故事悬念跌宕，幻想、奇妙、想象力丰

富是欧美儿童文学的一个显著特点。相比之下，中国的儿童文学作品在这方面

显得相对欠缺，作品的想象力略欠一畴，以写实的居多，虽然有时候故事的写作

也能引起孩子们的阅读兴趣，可是总感觉想象力不够。听有些人说，看中国的儿

童故事或动画片，故事如何发展、甚至是下一句台词都能很容易推测。这样的儿

童故事可能很难产生持久的文学魅力，我们的儿童文学和动画片也很难产生像

灰姑娘、白雪公主、睡美人、美人鱼等脍炙人口的儿童文学形象。
武安林《安迪的魔法书》中讲到，小熊安迪在路上捡到一本魔法书，魔法学

校的讲台上有一位老巫婆。这篇文章之后孙慧阳评论道:“孩子的童年，少不得

那些有关魔法的故事。在故事里，孩子们放飞想象，在奇幻与现实之间自由穿

越，在看似遥不可及的事物中释放内心的各种情绪及能力。”〔26〕这种“孩子的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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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少不得魔法故事”的说法，虽然明显是受到了欧洲儿童文学的影响，但我们

不得不承认，想象和奇幻是儿童文学产生持久魅力的重要因素。幻想在儿童思

维和性格发展过程中有重要作用，虽然有时候成人可能对儿童的幻想嗤之以鼻，

但幻想对孩子来说太重要了。英文图画书《野兽出没的地方》( Where the Wild
Things Are) 获美国图画书最高奖凯迪克奖，书里讲的似乎只是一个简单的幻想

故事，其实并非如此简单。其作者莫里斯·桑达克说:“当孩子恐惧、愤怒、痛恨

和受挫折时会感到无助———所有这些情绪都是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而他

们认为那是难以控制的危险的力量。”“为了征服( 这些) 野兽，孩子们会求助于

幻想: 在想象的世界中那些令人不安的情绪得到解决，直到他们满意为止。通过

幻想，( 主人公) 麦克斯消解了对妈妈的愤怒，然后困倦、饥饿和心平气和地返回

到真实的世界里……正是通过幻想，孩子们完成了宣泄。这是他们驯服‘野兽’
的最好方法。”〔27〕然而，中国的很多家长不提倡孩子们的幻想，更多地看重成年

人所谓的计谋，甚至有“老不看三国，少不看西游”的说法，这或许跟国人过分注

重实际有关，不过这种取向也大大限制了孩子们的想象力。我们应该更多地学

习欧美儿童文学作品中的想象力丰富的特点，创作出更加奇幻的儿童文学作品。
还有一点也需要特别注意。传统欧洲童话故事中，公主和王子特别多，他们

大多心地善良、举止得体、极有涵养，一般会在遭受磨难后有一个幸福的生活。
小读者们在不知不觉中就会把他们当作模范来仿效。笔者的女儿就时刻提醒自

己要做一个公主，虽然她对公主的认知多为长裙、跳舞、宫殿、漂亮等，或许跟成

人的世界有较大差距，但笔者并不反对她将公主作为向往和模仿的目标。现在

我们的儿童文学作品，多有粗制滥造的作品，充满了血腥、语言暴力等不健康的

内容，例如，前一阶段比较流行的动画片《喜羊羊和灰太狼》《熊出没》里面就多

有血腥的场面和语言的暴力。如果我们的孩子从阅读和观看动画片中学来的是

肢体的冲突和暴力以及粗俗的语言，那么这样的儿童文学的价值就要打折扣了。
文学作品直接或间接地反映社会历史的发展以及人们对事物的态度和情

感，儿童文学作品也是如此，不过儿童文学作品的反映可能更隐蔽。罗素曾讲

到，英国的民情对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态度反映在英国谚语和莎士比亚的剧

本中，英语有谚语说，“一个意大利化的英国人就是魔鬼的化身”，“莎士比亚剧

本中的棍徒恶汉大多是意大利人”，“在道德上对意大利人的愤懑……还牵连着

在思想认识上否定意大利人对文明所作的贡献”〔28〕。有人也说，建国初期，随着

对胡适、胡风等的批判，一些剧本中的反面人物大多姓胡，如胡汉三、胡传奎等。
儿童文学对一个人性格的塑造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经常听到孩子们

谈论公主和王子，把大怪兽、老巫婆、魔法等词挂在嘴上。有一本书有这样的话:

“宝宝经常会就图画或故事问妈妈: ‘那个老太婆是巫婆吗?’‘她把公主吃了

吗?’”〔29〕儿时的阅读记忆会潜存在人的意识之中，时间久了，有可能会影响中国

人的一些观念的形成以及对世界的认识。美国心理学家谢尔登·卡什丹著有

《女巫一定得死: 童话如何塑造性格》一书，其目的之一就是要人们充分了解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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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在儿童心理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卡什丹对欧洲传统童话故事《小红帽》在

不同文化语境中的结局进行过比较，他说:“相对地，西方的童话故事，尤其是格

林兄弟的故事，则遵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原则，每个人最终都必须为自己的

罪行付出代价。唯有消灭故事中的邪恶角色，正义才得以伸张，读者心中罪恶的

天性才得以被控制。”〔30〕可是在日本版的《小红帽》里，结局很圆满，大灰狼没有

被杀死，而是被小红帽在肚子里装满了石头，让它觉得胃疼; 还有一个版本是大

灰狼向小红帽道歉，并保证日后会改过自新。卡什丹说:“同一童话故事在不同

文化的变异，反映出童话故事与所处社会习俗价值的交互影响。日本的教育者

相信最好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教导他们原谅他人。在现代日本，社会和谐是一

项基本价值观，而童话故事被认为应该传递这项价值观，所以不能让小红帽充满

仇恨地对大野狼加以报复。”〔31〕卡什丹的观点是有道理的，因此，我们需要注意

儿童文学对儿童未来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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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Production and Creation of the Chinese Children
Literature : with Focus on the Character of Old

Woman in Brothers Grimm Fairy Tales

Abstract : Wicked witch，magic power，old woman，these are the typical descriptions of the character
of aged woman in the traditional European fairy tales． While i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fairy tales or
myths，the aged woman is typically a kind，reliable and helpful，old granny． With the intensive com-
munication between European countries，America and China，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children lit-
erature has been heavily influenced by the European fairy tales． Such elements as witch，magic pow-
er，and wicked old woman appear here and there in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children literature as a
result of rigid imitation． We should borrow more things such as the structure of narration，wonderful
imagination，embedded ideology from the European fairy tales，and reduce the direct copy and rigid
imitation of European fairy tales into Chinese context．
Key words: children literature; old woman; innovation

Wang Qing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National Health Is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Sports Culture

Abstract : This paper，through the literature material law，illustrates the main idea and connotation of
“sports culture”and“health quality”comprehensively． Meanwhile，it analyzes essential connotation
and basic function of sports culture to improve the development of health quality．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s culture in China has been in the state of alienation and anomie． The
main performance shows that sports culture in China bears the country’s political responsibility for a
long time，so there is serious politicization in the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policy implementa-
tion and other aspects． In the advance of globalization and marketization，and the redistribution of so-
cial resources，sports culture puts more emphasis o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sports indus-
try． Besides，value orientation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utilitarian． All of these lead to development of
mass sports in China seriously lagging behind and deviating from the essence． The scientific develop-
ment view of“people － orientedness，promoting people’s all － round development”and the national
goal of“well － off society”and“harmonious society”to put forward the belief that China should de-
velop sports culture and improve national quality to realize practically humanistic spirit of sports in
the rational return．
Key words: sports culture; essential connotation; health quality; mass sports

Liu Yuqin ＆ Huang Xiaojun
Anhu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The Current Predicament and Outlet of School Sports
Development in China

Abstract : Social development has placed an unprecedented high requirement on“human”．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modern education，school sports should play a unique role during the proces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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