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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研究

论童年在人生中的位置

刘晓东



［摘 要］ 童年是人生的根本，这是“儿童本位”得以支撑的基础。童年拥有丰富的天性资源。
成人是童年资源的继承人、受益人。从个体发展来看，长大成人是儿童成长的目的。但从老子等人
“复归于婴儿”的主张看，人生的目的是童年的复归，童年依然是人生的最终目的。从种系进化来看，
童年是一种自然目的。童年资源是人的全部生活和整个文明大厦的根基。不只是儿童教育应当坚守
“儿童本位”，文明的进步和提升也需要坚守“儿童本位”。人类社会和文化只有坚守“儿童本位”，才
有可能实现马克思之“人性复归”的理想社会。
［关键词］ 童年；成年；目的论；儿童本位

一、引言：突破常识看儿童
为什么世人与儿童一代代相处，竟然没有“发现”儿童？童年的不少现象是假象，所以才会不时
眯住世人的眼睛。这也是为什么“发现儿童”如此之难，以致成为启蒙时代的伟大成就之一，成为卢
梭（ＪｅａｎＪａｃｑｕｅｓ Ｒｏｕｓｓｅａｕ，１７１２—１７７８）的历史功绩之一。
对童年的把握，会遇到似是而非的现象，还会遇到常识的拦阻。例如，儿童在外形的尺寸上比成
人小，于是就被当成小大人，然而，儿童的心理却是转变的、生长的，要历经以蛹化蝶般数次的转换与
生长，因而儿童与成人是处于不同形态的生命，也就是说儿童并不能被视为小大人。再如，婴儿是稚
嫩的，这是常识，但这种常识是从个体成长角度来看才是对的；如果从种系进化来看，这婴儿的生命
便是古老的、丰富的。
对童年的把握要突破常识的拘限。《天真与经验之歌》的作者布莱克（Ｗｉｌｌｉａｍ Ｂｌａｋｅ，１７５７—
１８２７ ）在诗里对童年和成年做过比较，一反常态地讴歌童年而鞭挞成年生活。诗人艾略特（Ｔｈｏｍａｓ
Ｓｔｅａｒｎｓ Ｅｌｉｏｔ ，
１８８８ —１９６５ ）曾这样评论布莱克：
布莱克的诗作是独特的，“但那种独特性却是所有伟大
的诗歌中所共有的独特性”，“这只是一种独特的真诚，在一个过分害怕真诚的世界中这便是使人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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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骇的了。这是整个世界都暗暗反对的那种真
诚，因为它使人不快。布莱克的诗就有着所有
伟大诗歌所共有的不快之感”。 这种不快之感
其实就是对常识的质疑，对常识的颠覆。对常
识的颠覆会碰撞乃至惹恼那常识的拥有者———
大众———的观念，因而任何先行者或改革者都
会受到拦阻甚至诅咒。卢梭的《爱弥儿》出版
后，这本书不就作为禁品而被焚烧了吗？其人
也遭到与书同焚的威胁。
对童年的沉思需要透过现象、突破假象，需
要同常识较量。这就意味着，童年研究需要勇
气，需要形而上学和辩证法。
有深度的童年研究是一种真正的形而上学
和辩证法，也是一种心灵的探险乃至冒险。

种感受能力与人生的关系：“我生命开始的时候
就是如此；现在我是成人，还是如此；将来我老
了，还将如此，否则让我死！”
值得注意的是，华兹华斯说“我生命开始的
时候就是如此”，如果从儿童心理发展的实际来
看，“我生命开始的时候并非如此”，因为生命开
始的时候，新生儿的视力恐怕还看不到天上的
彩虹，他的心又如何能因彩虹而欢快地雀跃般
跳动呢？显然，华兹华斯的这首诗不是为了表
述“科学事实”，而是表达他的哲学观。“我生命
开始的时候就是如此”，是说“我”生命开始时
“我”的心就充满了神奇的财富。这与李贽的
“最初一念之本心”可相互通约，所指代的就是
“童心”或“赤子之心”。
华兹华斯歌颂的是“我生命开始的时候”
（ｗｈｅｎ ｍｙ ｌｉｆｅ ｂｅｇａｎ），也就是李贽所言的“最初
二、“儿童是成人之父”：
一念之本心”。李贽认为，这“最初一念之本心”
童年是人生的根本
对人来说太重要了！———“若失却童心，便失却
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
从华兹华斯（Ｗｉｌｌｉａｍ Ｗｏｒｄｓｗｏｒｔｈ，１７７０— 真心；
”（李贽：《童心说》）
１８５０ ）《彩虹》一诗中，
我们能窥见华兹华斯已发 复有初矣。
而华兹华斯则认为如果失去“生命开始时
现童年是人生的根本。这首诗写于 １８０２ 年 ３ 就如此”
（Ｓｏ ｗａｓ ｉｔ ｗｈｅｎ ｍｙ ｌｉｆｅ ｂｅｇａｎ ）的童心，
月，全文如下：
那就“让我死”（Ｏｒ ｌｅｔ ｍｅ ｄｉｅ）。在他看来，如果
Ｍｙ ｈｅａｒｔ ｌｅａｐｓ ｕｐ ｗｈｅｎ Ｉ ｂｅｈｏｌｄ
失去生命开始时就如此并贯穿一生的童心，成
Ａ ｒａｉｎｂｏｗ ｉｎ ｔｈｅ ｓｋｙ：
人的生活便失去意义，生不如死。
Ｓｏ ｗａｓ ｉｔ ｗｈｅｎ ｍｙ ｌｉｆｅ ｂｅｇａｎ ；
这首著名的短诗还有一处往往被读者忽略
Ｓｏ ｉｓ ｉｔ ｎｏｗ Ｉ ａｍ ａ ｍａｎ ；
的“细节”，那就是，华兹华斯预言“将来我老了，
Ｓｏ ｂｅ ｉｔ ｗｈｅｎ Ｉ ｓｈａｌｌ ｇｒｏｗ ｏｌｄ，
还将如此”后，紧接着谈了“还将如此”的预言若
Ｏｒ ｌｅｔ ｍｅ ｄｉｅ！
不能实现的情况。华兹华斯对今后的余生里，
Ｔｈｅ Ｃｈｉｌｄ ｉｓ ｆａｔｈ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ｎ ；
如果不能保有“目见彩虹，我心雀跃”这一“我生
Ｉ ｃｏｕｌｄ ｗｉｓｈ ｍｙ ｄａｙｓ ｔｏ ｂｅ
命开始的时候就是如此”的能力，会是怎样的情
Ｂｏｕｎｄ ｅａｃｈ ｔｏ ｅａｃｈ ｂｙ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ｐｉｅｔｙ．
这首诗本来是无题诗，所以往往又用该诗 况，他对此只字未谈。但他用简单的 ４ 个英文单
第一行“Ｍｙ ｈｅａｒｔ ｌｅａｐｓ ｕｐ ｗｈｅｎ Ｉ ｂｅｈｏｌｄ ”（目之 词构成的短句来表达他的情绪以及他个人的处
所见，我心雀跃）作为题目。这首诗只有 ９ 行， 置或选择：“否则让我死！”（Ｏｒ ｌｅｔ ｍｅ ｄｉｅ！）如果
开篇即言：“当我瞧见一道彩虹在天上，我的心 失去了“我”生命开始时“目见彩虹，我心雀跃”
就雀跃不止”。接下来就谈他看到彩虹后的这 的能力，那会失去生存的意义。“目见彩虹，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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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雀跃”，这是不学而能的天赋能力，不少成人
其实就因“童年遗忘症”而失去了这种能力，但
华兹华斯对自己将来失去这种能力的情况是零
容忍的，因而他写出“否则让我死”也便可理解
了。这其实反映了在华兹华斯心灵深处，“童
心”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葆有童心是人生具有
意义的前提条件，失却童心的人生便失去了存
在的意义。
我这里只是推测华兹华斯的观点，并不意
味着我或华兹华斯认为成人社会“童年遗忘症”
的众多“患者”便失去了生存权力。
华兹华斯紧接着得出了一种结论：儿童是
成人之父。这成为后来不少人文学科学者不断
征引的名句。有人将“Ｔｈｅ Ｃｈｉｌｄ ｉｓ ｆａｔｈ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ｎ”翻译成“儿童是人之父”，乍看正确，其实
不然。何 以 见 得？这 牵 涉 到 如 何 翻 译 “ｔｈｅ
Ｍａｎ”。好在该句前面还有一句“Ｓｏ ｉｓ ｉｔ ｎｏｗ Ｉ
ａｍ ａ ｍａｎ”。ｍａｎ 的意项之一是“人”，但取用这
一意项来理解“Ｓｏ ｉｓ ｉｔ ｎｏｗ Ｉ ａｍ ａ ｍａｎ”是行不通
的，因为“Ｓｏ ｉｓ ｉｔ ｎｏｗ Ｉ ａｍ ａ ｍａｎ”一句夹在 ｗｈｅｎ
ｍｙ ｌｉｆｅ ｂｅｇａｎ 和 ｗｈｅｎ Ｉ ｓｈａｌｌ ｇｒｏｗ ｏｌｄ 之间，这里
的 ｍａｎ 明显是指“成人”，除此以外任何解释均
难以说通。所以，将“Ｔｈｅ Ｃｈｉｌｄ ｉｓ ｆａｔｈ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ｎ”翻译成“儿童是成人之父”确凿无疑，而译
为“儿童是人之父”肯定是错误的。
“儿童是成人之父”是华兹华斯对以上几句
诗的总结，强调的是童年是成年的发源地，儿童
是自己将要长成的成人生命的创造者；儿童身
上具有先天资源（“目见彩虹，我心雀跃”是从
“我”生命开始时就如此的），成人是这种童年资
源的继承人、受益人。另外，华兹华斯将儿童称
为成人的“父亲”，又借用了“父亲”这一概念在
儿童与成人关系中的特殊伦理意味，以颠覆传
统的儿童与成人的关系，建立新的儿童与成人
的新关系。
由于“儿童是成人之父”，所以，华兹华斯接
着写道：“我希望用自然而然的崇敬来贯穿我生
命中的每一天”。这句诗表达的是诗人对童年
①

的崇敬，其实也是华兹华斯对成人的召唤：发现
童年，敬爱童年！
马克思曾言：“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
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 当马克思
的“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与华兹华斯“儿童是
成人之父”这两个命题相加、合并，那么“童年是
人生的根本”这一命题不就诞生了吗？
童年是人生的根本。一方面，童年是成人
生命之树最核心处的那一圈圈年轮，童年作为
时间段虽已成为历史，但童年的生命却留存在
成人的生命中，依然是成人生命的核心。童年
的生命作为我们生命之树中的根系，贯通生命
全程；不仅贯通生命之树的树干，同时还通过树
干而催生和滋养着生命之树的所有枝枝叶叶。
一旦脱离了根系的滋养，枝叶就会枯萎；一旦最
核心处的年轮发生空朽，大树就会面临衰亡。
童年是人生的根本，这是“儿童本位”得以
支撑的基础。“儿童本位”是“以人为本”这一原
则的根本。
①

三、目的论视野中的儿童与成人
（ 一） 儿 童 与 成 人， 或 童 年 与 成 年， 孰 为 第
一性，孰为第二性？ 孰为本，孰为末？

尼采（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１８４４—１９００ ）将儿
童看作人的生命循回往复的轴心，它既是周而
复始的“始”，是起点，又是要到达的目的地即终
点。用老子的话说就是“复归于婴儿”，用孟子
的话来说就是，实现人生圆满状态的人“不失其
赤子之心”。用荷尔德林、海德格尔的话来说就
是“归乡”。耶稣的话“不像小孩子，不能入天
国”，“进天国的都像小孩子”，也是说，成人通过
修炼而变成像孩子那样的人是人生的标准和目
的，是圆满状态，是天国的状态。
在老子、孟子、耶稣、荷尔德林、海德格尔那
里，儿童是目的，是第一位的。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 年，第 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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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之心。为什么老子、孟子有这种提倡？这是
儿童与成人
因为自然的人化过程时刻面临异化的危险。自
从代际更替来看，男女成人的结合、生殖细 然的人化过程往往会导致童年丰盈的人性遭受
胞（种子）的结合而孕育出新的胎儿、婴儿、儿童 扭曲或蒙蔽，而复归于婴儿、不失其赤子之心则
（“古而常青”的个体生命的童年）。儿童是成人 是持存天性，预防异化。
的孩子，儿童会成长为成人，一代代的人在代际
人之为人，是人的天性“先验”地规定的。
兴替中会前仆后继，不绝如缕。
“童心”是人生的“定海神针”，谁失去童心，谁就
从个体的生命周期来看，儿童生产成人 会迷失人生的意义。
（“儿童是成人之父”），人的一生就是儿童走向
天下失却童心，天下就会大乱。李贽说，失
成人，变成成人。
却童心，便难寻真人，便会假人、假事充斥、泛
从个体发展来看，儿童是有待发展的，个体 滥，“满场皆假”。这种情况下，自然也就“人不
的目的是不断成熟，走向成人。长大成人是个 人，鬼不鬼”，国不国了。所以，从个体维度看，
体成长的目的。
复归”过程，那就是与“自然
但从老子等人“复归于婴儿”的主张来看， 这就迫切需要一种“
相抗衡的“人的自然化”，让人在文化化
人生的目的是童年的复归，也就是说童年依然 的人化”
的同时不忘“复归”、保童心、“求放心”、“致良
是人生的最终目的。
从种系进化来看，每个成人个体的生活都 知”，避免失却人自身的自然（即天性）。
“自然的人化”从种系发生来看，如黑格尔所
成为适者生存、进化选择的对象和工具，种系的
言，成人的知识将下降为儿童的生活，似乎其目的
生命———基因———才是目的。
童年是人之自然（人的天性）的体现者。例 是为了童年的丰盈、丰富和强大。童年成为“人的
如，在黑格尔（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Ｈｅｇｅｌ，１７７０—１８３１ ）看 自然化”过程的目的，成人成为童年的手段。
来，成人的知识变为儿童的知识、儿童的游戏。
（ 三） 华兹华斯曾突破 个 体 维 度 而 以 种 系
在这种意义上，种系的目的在于基因，在于种 视角来看待儿童与成人关系
子，在于童年。种子是个体生命的起点，又是个
华兹华斯认识到，儿童来自“永恒之海”，儿
体生命成熟后的结果，是目的。
随着年龄增长，随着童年的
从种系发生来看，自然向人生成，表现为人的 童世界具有天国之光，
进一步展开，天国的明辉便逐步消失。在华兹华
天性的生成和童年期的诞生，因而人的幼年是自 斯看来，
儿童是“最好的哲学家”（ｂｅｓｔ ｐｈｉｌｏｓｏ
然性贮存最丰富的时期。这正是因为童年是目
ｐｈｅｒ）、
“盲人中的明眸”（ｅｙｅ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ｂｌｉｎｄ ）、
的。
从个体发生来看，自然的人化就是童年的 “全能的先知！有福的预言家！”（Ｍｉｇｈｔｙ ｐｒｏｐｈｅｔ！
展开，就是自然人变成社会人、文化人。成人是 Ｓｅｅｒ ｂｌｅｓｔ！）但随着儿童一步步走向成人，他的生
儿童成长的目的地。尽管如此，华兹华斯和李 活便逐渐进入尘世（庸俗的成人世界）；从童年到
贽都认为，失却童心，失却最初一念之本心，人 成年是从天国堕落为尘世的过程。
华兹华斯的《永生颂》其实也是突破个体维
生就发生异化。李贽认为失却童心就会变成假
人，华兹华斯认为失却初心就会“生不如死”。 度而以种系视角来看待儿童与成人关系的。
华兹华斯的“永生之海”其实是先验之海、
这都表明，“人之初”给整个人生做了规定。失
先验世界，或者说是“种子库”或基因库，是彼
却这最初的规定，人将非人也。
老子主张复归于婴儿，孟子主张不失其赤 岸。儿童来自“先验世界”、“永生世界”，来自
（ 二） 个体成长维度和种 系 进 化 维 度 中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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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身边”，来自彼岸。先验世界即天国。先
验是自然，是本质，是上帝，是天国，是种子，是
基因，是规定。儿童的世界发源于先验世界，所
以，布莱克说儿童的世界是天真的，而成人的世
界则是经验的，这种说法与华兹华斯的说法是
可以相互通约的。

对自己说：‘至低限度，他是享受了他的童年的；
我们没有使他丧失大自然赋予他的任何东
西。’” 显然，在卢梭看来，儿童当下的生活和
幸福是最重要的，而在夸美纽斯看来，更重要的
是关于未来的生活，也只有未来的生活才是生
活。可以看出，将人的目标放在今生（此岸）还
是来世（彼岸），是卢梭和夸美纽斯的分界线。
（ 四） “ 儿童的发现” 是儿童进入目的论视
上述卢梭的观点赋予童年独立存在的价
野的前提
启蒙运动时期的卢梭实现了“儿童的发 值，独立存在的目的。
夸美纽斯的有关说法对我们思考童年并非
现”，这是儿童进入目的论视野的前提。
比卢梭约早一个世纪的夸美纽斯（Ｊｏｈａｎｎ 无益。例如他说：“人死的例子告诉我们，死亡
并不是生存的终结。因为生活正直的人知道自
１５９２ —１６７０ ）认为“人的终极目
Ａｍｏｓ Ｃｏｍｅｎｉｕｓ，
标在今生之外”， 他将此作为《大教学论》第二 己将 要 踏 进 一 种 更 好 的 生 活，他 便 觉 喜
章的标题，将“今生只是永生的预备”作为第三 悦……” 在夸美纽斯看来，死亡并不是生存的
章的标题。在《母育学校》，夸美纽斯也曾说过 终结。这种说法是辩证的，没有死当然就没有
类似的话：“更重要的是关于未来的生活，更恰 生。所以，死亡便是重生，重生就是新一代的来
当地说，只有这种生活才是生活，从那里把死亡 临，就是从头再来，就是童年的诞生。这种说法
和死亡率都放逐出去，因为现在并不像走向未 同尼采对童年的认识有类似的地方。尼采说
来生活那样丰富多彩……”
过：“孩子清白无辜、健忘，是一个新的开始、一
这种说法与现代儿童观还是有区别的。这 种游戏、一个自转的轮子、一种初始的运动、一
也说明，尽管夸美纽斯提出过“种子”论， 但是 种神圣的肯定。” 尼采认为儿童是人的生命循
他的儿童观依然与后辈卢梭的儿童观有质的不 回往复的神圣起点，又是循回往复的生命向起
同。夸美纽斯认为人的目标在今生以外，而卢 点的回归，在回归中实现再生。
梭明确指出，童年的生活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
回归的对象就是目的。从进化史或宏观的
他说，年年岁岁，每一生活阶段都会有完善和成 历史维度看，
童年是目的；正如黑格尔所言，成
熟之处，“他长大为成熟的儿童，他过完了童年
的生活，然而他不是牺牲了快乐的时光才达到 人的知识通过辽远的历史的反复筛选，有一些
他这种完满成熟的境地的，恰恰相反，它们是齐 最终会变成儿童的知识、儿童的游戏。也就是
头并进的。在获得他那样年纪的理智的同时， 说，一代代成人的知识、劳作、创造，也是为了建
也获得了他的体质许可他享有的快乐和自由。 设更丰饶的生命，更丰饶的童年。
当然，从个体成长维度或微观的历史来看，
如果致命的错误来毁掉我们在他身上所种的希
望的花朵，我们也不至于为他的生命和为他的 童年的目的则是长大成人；具体的儿童在心理
死而哭泣，我们哀伤的心情也不至于因为想到 上是不会以童年为目的的，正如班马所说，儿童
我们曾经使他遭受痛苦而更加悲切，我们可以 是反儿童化的， 他的目的是走向成熟，是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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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然而，当我们将长大成人视为童年展现
自身、实现自身的话，童年本身便又成为自己的
目的，成年成为实现童年之展现自身、自我实现
的手段，成年成为成熟了的童年的托载体。成
熟了的童年便否定了童年的身份，变成了成年。
一旦童年实现了自身，它就否定了自身而兑变
为成年。不过，成年之所以能够存在，又是对童
年以自身为目的而展现自身这一过程的肯定，
是对童年的生命创造的肯定，是对“儿童是成人
之父”这一命题的肯定。
（ 五） 儿童作为自然目的

某一种类的雄性蜘蛛交配后被雌性蜘蛛吃
掉，某一种类的雄性螳螂交配后被雌性螳螂吃
掉，说明了什么？后代的生存是上帝的目的，是
“天志”，是自然目的。
当汶川大地震中母亲为了拯救孩子而甘愿
牺牲自己，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孩子是成人的
目的。在大灾大难面前，母亲的意志其实也是
大自然的意志、上帝的意志、天的意志。正因为
这种自然意志潜存在每个人心灵深处，所以这
样的故事才让我们觉得感天动地、可歌可泣！
当耶稣说，那进入天国里的，都是像孩子那
样的人。说明了什么？说明成人的圆满状态、
修行的目的，其实就是变成像孩子那样的人。
这正如老子所倡导“复归婴孩”。复归“婴
孩”状态是人修炼的目的，是人的最高存在、最
圆满状态，是人的目的。如果婴孩不是目的，为
什么要复归婴孩呢？
当黑格尔“有许多在从前曾为精神成熟的
人们所努力追求的知识，现在已经降低为儿童
的知识，儿童的练习，甚至成了儿童的游戏。”
这就意味着，精神运动的目的是从成人世界自
然化为“儿童的知识，儿童的练习，甚至成了儿
童的游戏”。
加斯东·巴什拉（Ｇａｓｔｏｎ Ｂａｃｈｅｌａｒｄ，１８８４—
１９６２ ）说，
如果整个社会都以学校为中心，都以
儿童为中心，那该多好啊！ 他是想让儿童成为
①

②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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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的中心，让学校成为社会的中心。一句话，
就是所有学校、整个社会都以儿童为中心，以儿
童为目的。
我们常听到，一切为了孩子。再苦再累，就
是为了孩子。这是成人常说的，也是政治人物
常说的。普通百姓这么说，教育家陈鹤琴这么
说，政治领袖毛泽东也这么说。
综上所述，以新生的一代为目的，这是自然
的意志、自然的目的。这在逻辑上易于说明，因
为如果不以新生的一代为目的，个体便会有绝
后的风险。任何生命个体的自然意志都会规避
这种风险的。以幼者为本位，以儿童为目的，这
只不过是上述原则在人类这一种系上的具体推
演、具体体现罢了。人类的自由意志应当发现
和体现这种自然意志、自然目的，使其成为自觉
的、文化的准则。

四、“跟随儿童”还是“创造”儿童？
中国传统文化乃至世界范围内的传统社会
都是创造儿童。文艺复兴时期人的发现以及启
蒙运动时期儿童的发现导致儿童本位教育学的
诞生。
传统教育学转型为现代教育学，就是以成
人本位向儿童本位的转变，就是从成人创造儿
童到儿童创造自身、创造那个未来的自己———
成人———的转变。这是人类文明的一次大反
转、大飞跃。主张创造儿童、主张君亲师等成人
是儿童的创造者、主张“创造儿童”是一种倒退。
不过，儿童创造自身、创造那个未来的自
己，这些思想在中国还是文化盲点，这也是中国
教育难以实现现代化的根本原因。“创造儿童”
是传统文化、传统教育的根本特征之一，也是面
对日渐凸显的儿童本位的现代观念所做的一种
反抗、反扑。
著名教育家蒙台梭利 （Ｍａｒｉａ Ｍｏｎｔｅｓｓｏｒｉ，

［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册），贺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７ 年，第 １８ 页。
［德］巴利诺：《巴什拉传》，顾嘉琛等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２０００ 年，第 ５１５ 页。

—１９５２）曾 提 出 这 样 的 倡 议：Ｆｏｌｌｏｗ ｔｈｅ
ｃｈｉｌｄ。它译成汉语即“跟随儿童”。是“跟随儿
童”还是“创造”儿童？这涉及怎样认识和如何
对待儿童，涉及如何把握儿童与成人关系，等
等。这一问题是关涉教育改革乃至文明取向的
重大理论问题。
谁有资格创造儿童？成人没有资格创造儿
童，只有“上帝”或进化历史有资格创造儿童。
即便“上帝”或进化历史有资格创造儿童，那也
要以辽远的进化历史为前提条件。而儿童是上
帝的代表（夸美纽斯语），———也就是说，是儿童
创造儿童自己。成人不只是没有权力创造儿
童，成人本身也是儿童创造的，成人是他曾经是
的那个儿童“创造”的。华兹华斯说“儿童是成
人之父”，翻转过来，成人是儿童之子是这一命
题的另一种表述。这一命题试图表达，成人是
童年遗产的继承人、受益人。
创造儿童所依据的标准是什么？这正是传
统的成人本位的观念和尺度，这是对老子“道法
自然”原则的背离。
卢梭在《爱弥儿》开篇就批评了人对儿童的
“创造”，批评了“创造儿童”的文化传统：
“出自造物主之手的东西，都是好的，而一
到了人的手里，就全变坏了。他要强使一种土
地滋生另一种土地上的东西，强使一种树木结
出另一种树木的果实；他将气候、风雨、季节搞
得混乱不清；他残害他的狗、他的马和他的奴
仆；他扰乱一切，毁伤一切东西的本来面目；他
喜爱丑陋和奇形怪状的东西；他不愿意事物天
然的那个样子，甚至对人也是如此，必须把人像
练马场的马那样加以训练；必须把人像花园中
的树木那样，照他喜爱的样子弄得歪歪扭扭。”
卢梭之所以以此作为《爱弥儿》的开篇文
字，是为“发现”儿童做逻辑铺垫，同时也展现了
他之“发现”儿童的逻辑进路。卢梭先是肯定
“出自造物主之手的东西，都是好的，而一到了
人的手里，就全变坏了”，从而将自然与人为（文
化）对立起来。接着他说明童年是具有独立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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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不可跨越的自然过程；由于童年是自然过
程，于是童年的存在取得了自然合法性，而忽视
童年、将儿童视为小大人这种文化传统忽视“自
然”或有违“自然”。说穿了，卢梭是想说明，童
年就是人生的自然过程，童年作为人生阶段是
自然过程。
儿童本位的教育学，主张尊重儿童成长的
自然规律、自然速率和自然过程，顺应儿童的天
性，反对违背儿童发展的自然规律而胡乱作为，
通过“无为”而达到“无不为”。这种无为不是不
作为，而是围绕天性来作为。创造儿童，其实就
是与儿童身上的自然（即儿童的天性）过不去，
这必然遭到“天性”的反抗。
成人社会为了实现创造儿童的意志，必然
要使用暴力和独裁。“创造”儿童，就是放弃儿
童本位，于是，天性就被丢弃了，人身上的自然
被破坏了。“创造儿童”很容易被某些政治人物
作为招牌，必然离开儿童自身的“自然计划”、
“自然目的”、“必然路径”、发生轨迹、成长规律、
“自然意志”。这让我想到宋代张载的“为天地
立心”、“为生民立命”的雄心壮志。张载是了不
起的思想家，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是
值得质疑的。 创造儿童的说法与“为天地立
心”、“为生民立命”的说法具有相似的气质。
也许“创造儿童”的倡导者会说，“创造儿
童”也会尊重儿童的成长规律、尊重儿童的天
性。可是，如果这样，“创造儿童”的主张不又回
到“儿童本位”了吗？
这不能不让我困惑：为什么要反对“儿童本
位”？为什么“儿童本位”在当下的中国落地生
根就这么难？其实中国本来就有自己的“儿童
本位”思想的，那就是发源于老子、孟子的童心
主义。
周作人对类似于“创造儿童”的做法有过深
刻批评。周作人曾说：“大抵儿童教育本来不是
什么难事，只如种植一样，先明白了植物共通的
性质，随后又依了各种特别的性质，加以培养，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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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能够长发起来。（幼稚园创始者弗勒倍耳
［引者按，福禄培尔］早已说过这话。）但是管花
园的皇帝却不肯做这样事半功倍的事，偏要依
了他的御意去事倍功半的把松柏扎成鹿鹤或大
狮子。鹿鹤或大狮子当然没有扎不成之理，虽
然松柏的本性不是如此，而且反觉得痛苦。幸
而自然给予生物有一种适于生活的健旺性，多
大的痛苦到日后都忘记了，只是他终身曲着背
是一个鹿鹤了，———而且又觉得这是正当，希望
后辈都扎得同他一样。这实在是一件可怜可惜
的事。” 在儿童面前霸道的成人就是周作人批
评的“管花园的皇帝”，即那些有权有势有机会
“创造”儿童的成人。
儿童成长是“自然的人化”的过程，是儿童
社会化、文化化的过程。而老子的“复归于婴
儿”便是针对社会化、文化化过程可能出现的异
①

化或歧出而开出的方剂，这一方剂就是通过“人
的自然化”来医治“异化”之疾。不只是儿童教
育应当坚守“儿童本位”，文明的进步和提升也
需要坚守“儿童本位”，“跟随儿童”，以儿童为
师。这里的“复归自然”既包括向自然界的复
归，也包括向人的本性（天性，即人自身的身心
自然）的复归。
马克思认为，未来的理想社会是“人的自我
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也是通过人并且为了
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作
为社会的人即合乎人的本性的人的自身的复
归” 。人类社会和文化只有坚守“儿童本位”，
才有可能实现马克思之“人性复归”的理想
社会。
（责任编辑：蒋永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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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ｎ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ｓ Ｐｌａｃｅ ｉｎ Ｌｉｆｅ

：

，

ＬＩＵ Ｘｉａｏｄｏｎｇ

“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ｉｓ ｔｈｅ ｒｏｏｔ ｏｆ ｌｉｆｅ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

ｎｅｓｓ ．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ｈａｓ ａｂｕｎｄａｎｔ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ｎａ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ａｄｕｌｔ ｉｓ ｔｈｅ ｓｕｃｃｅｓｓｏｒ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

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ｒｙ ｔｏ ｔｈｅ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ａｄｕｌｔ ｉｓ ｔｈｅ

“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ｌｉｆｅ ｉｓ ｔｈｅ ｒｅｔｕｒｎ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ｔｈａｔ ｉｓ ｓａｙ，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ｉｓ ｔｈｅ ｕｌｔｉｍａｔｅ ｇｏａｌ ｏｆ ｌｉｆ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ｅｎｄ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ｇｒｏｗｔｈ． Ｂｕ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ｉｄｅａ ｏｆ ｒｅｔｕｒｎ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ｂａｂｙ

ｔｈｅ ｃｈｉｌｄ ｉｓ ａ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ｎｄ．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ｉｓ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ｆｅ ａｎｄ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ｔｈｅ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ｓｔｉｃｋ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ｃｅｎｔｅｒｅｄｎｅｓｓ”，ｔｈ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ｌｓｏ ｎｅｅｄｓ ｔｏ ｓｔｉｃｋ ｔｏ ｔｈｉｓ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ｓｏ ａｓ ｔｏ ｒｅｔｕｒｎ ｔｏ ｈｕｍａｎ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ｓ ｅｎｖｉｓｉｏｎｅｄ ｂｙ Ｋａｒｌ Ｍａｒｘ．

：

；

；

；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ａｄｕｌｔｈｏｏｄ ｔｅｌｅｏｌｏｇｙ ｃｈｉｌｄｃｅｎｔｅｒｅｄｎｅ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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