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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鸟飞罗》 插图

解密童书中的儿童哲学

■

朱自强

近年来， 随着对儿童教育、儿童阅读

的思考与探索持续深入，“儿童哲学”一词

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人们面前。 在我看

来，儿童哲学这个概念有三层含义：一是

成人对儿童这种生命存在进行的哲学研

究， 如约翰·洛克、 卢梭、 福禄培尔、 杜

威、 蒙台梭利等人的儿童教育哲学； 二

是成人对儿童的哲学思考进行的哲学研

究， 如李普曼、 马修斯、 费鲁奇等人的

学说； 三是儿童自己进行的哲学思考。

儿童是个哲学家

意大利哲学家、 心理学家皮耶罗·费

鲁奇有本著作叫 《孩子是个哲学家》。 该

书认真研究了儿童的哲学思考， 尤其可

贵的是， 费鲁奇虔诚地表现出向儿童学

习的姿态。 这种姿态， 对于我们正在面

对儿童哲学的学术社会、 教育社会极为

重要。 我曾听到一位哲学家说， 当你说

“儿童是个哲学家” 的时候， 千万别太认

真。 我也听到一位著名儿童文学作家质

疑“儿童天生是个哲学家” 这一说法。

我认为， 像对许多其他儿童文化一

样， 我们对儿童哲学这个问题不能半途

而废。 所谓半途而废， 指的是一方面愿

意面对儿童的哲学思考， 另一方面又以

成人本位的标准， 否认儿童的哲学思考

所具有的真正的哲学品质。 的确， 儿童

不能成为著书立说的哲学家， 也不能成

为大学的哲学教授， 但是， 由于拥有天

真的品质， 富于好奇心和探索欲， 儿童

能够以自己的方式进行哲学思考， 而这

些思考可以触及真正的、 根本的哲学问

题。

马修斯在 《童年哲学》 一书中说：

“我的意思并不是小孩子、 或者某些小孩

子作起哲学来比所有的大人都强……但

是， 孩子的哲学所拥有的清新、 迫切、

自然天成， 既值得我们为他喝彩， 又有

助领略成人哲学或哲学本身的特质或意

蕴。” 他还在 《哲学与幼童》 一书里举了

一个很生动的事例： “伊恩 （6岁） 感到

懊恼的是他父母朋友的三个孩子霸占了

电视； 他们不让他看他喜欢的电视节目。

‘妈妈’， 他用沮丧的口气问道： ‘为什

么三个人的自私比一个人的自私好？’”

马修斯的这个例子让我联想到哈佛

大学哲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在哲学课上

所举的一个例子。 一辆电车刹车失灵，

如果直行， 尽头有五个工人在工作， 如

果拐到另一个岔道， 尽头只有一个工人

在工作。 桑德尔教授问道， 如果是你，

会怎么做？ 结果多数学生选择了把电车

开向岔道。 6岁的伊恩和哲学教授桑德尔

提出的问题， 都与功利主义哲学相关。

在桑德尔教授的课堂上， 那些大学生所

思考的问题， 未必比伊恩的思考更切中

功利主义哲学的要害、 更有论辩力。

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

《智慧之路》 里说： “哲学思想永远只能

根源于自由的创造， 并且每个人都必须

自己完成他的哲学创造。 我们可以从孩

子们提出的各类问题中， 意外地发现人

类在哲学方面所具有的内在禀赋。 我们

常能从孩子的言谈中， 听到触及哲学奥

秘的话来……” 雅斯贝尔斯举了好几个

例子， 其中一个是： “一个孩子以惊异

的语气脱口喊道， ‘我一直试图把自己

想象为另外一个人， 但是我仍然是我自

己。’ 这个孩子已经触到确定性的普遍本

源之一。 他通过关注‘自我’ 而意识到

‘存在’。 他被他自己的那个‘我’ 所具

有的神秘性弄迷惑了， 而这种神秘性唯

有通过‘自我’ 才能被领悟， 于是， 他

面对这个‘终极实在’ 而茫然不知所

措。”

可以肯定地说， 儿童拥有属于他们

自己的哲学思考。 这种儿童哲学有着与

成人哲学家论述的哲学不同的存在形态，

但是问题的指向都是哲学。

童书里的儿童哲学

哲学存在于人的生活之中。 表现人

的生活的文学自然也会表现哲学问题，

甚至会先于哲学研究来表现哲学问题。

童书 （儿童文学） 也不例外， 因为它揭

示着儿童的心灵世界， 所以必然蕴含着

丰富的儿童哲学。

涉及哲学内容的文学类童书大体有

三类。 一类是用文学 （包括图画书） 的

形式直接面向儿童来谈哲学问题的童书，

如奥斯卡·伯瑞尼弗撰文、 德普雷绘画的

《我与世界面对面》， 就标示为“哲学启

蒙绘本”， 目前， 引进的这类绘本较多；

另一类是故事里蕴含哲学问题的童书，

这类童书里的哲学问题未必是由儿童表

现出来的， 如马修斯在 《哲学与幼童》

里谈到的 《大熊， 不对了》、 《绿野仙

踪》、 《许多个月亮》； 还有一类， 是直

接表现儿童哲学思考行为的童书， 下面

我要谈的就是这类童书。

这里， 我用一个写实的幼儿故事，

具体说明童书里反映出的儿童哲学。

笛米特·伊求的 《拉拉和我》 系列故

事堪称幼儿文学的经典， 其中有一个故

事叫 《鲜奶油蛋糕》。 有一天， 拉拉和弟

弟 （“我”） 看见冰箱里有一个大蛋糕。

妈妈告诫他们蛋糕是请客用的， 不许碰，

爱玛姑妈和可瑞姑妈今天会来。 妈妈说

完就去买咖啡了。 拉拉打开冰箱， 看那

个蛋糕。 “我” 说， 不要碰它， 那是给

客人的！ 拉拉说， 我根本不想碰它， 我

只是在想， 鲜奶油蛋糕也许坏掉了， 如

果坏掉了， 两位姑妈就会中毒。 “我”

不希望两位姑妈中毒， 就问道， 我们该

怎么办？ 很简单， 拉拉说， 我们先尝一

口看看。 “我” 当然表示赞成。 拉拉尝

左边 ， “我 ” 尝右边 。 啊 ， 真好吃 。

“我” 说， 蛋糕没有坏掉， 爱玛姑妈和可

瑞姑妈不会中毒。 “但是，” 拉拉说，

“我们只能说这两边没有毒， 其他的地方

呢？” 于是， 姐弟俩尝遍了蛋糕的每一

边， 确信是没有毒的。 “我” 说， 蛋糕

的周围都是好的。 “是的。” 拉拉说，

“外面这一圈是好的， 但是中间也许坏掉

了！” 姐弟俩拿来刀子， 切开蛋糕， 尝了

它中间的部分。 当妈妈回来时， 看到蛋

糕， 张着嘴巴说不出话来。 “我们不希

望爱玛姑妈和可瑞姑妈中毒！” 拉拉和

“我” 赶紧解释。 你们这两个馋鬼， 都给

我吞下去。 既然妈妈这么说， 姐弟俩也

就照着做。 他们把整个蛋糕都吃光了，

最后一起肚子痛 。 “你看 ！ ” 拉拉对

“我” 说， “这个蛋糕是坏掉的吧！”

在这个幽默的小故事中， 儿童的行

为背后蕴含着什么样的哲学内涵呢？ 整

件事缘起于拉拉的一个猜测： “鲜奶油

蛋糕也许坏掉了”。 蛋糕到底坏没坏呢？

解决这个疑问， 拉拉采取的是“尝一口

看看” 这一做法。 英国经验主义哲学的

创立者约翰·洛克说， 人类的知识都是从

经验中来的。 拉拉无师自通地掌握了经验

主义哲学的实证方法。 这是《鲜奶油蛋糕》

的第一个哲学意涵。 尝过左右两边，“我”

得出结论，“蛋糕没有坏掉”。 可是，拉拉又

开始怀疑了（亚里士多德指出过，哲学导

源于怀疑和困惑），“其他的地方呢？ ”在拉

拉的这个怀疑里，实际上涉及的是哲学的

“归纳法”这一问题。 我们已经观察到的部

分（蛋糕的左右两边）能否成为尚未观察

到的部分（蛋糕的“其他的地方”）的例证。

蛋糕的左右两边没有坏掉这一观察，能否

成为用来证明蛋糕的“其他地方”也没有

坏掉的依据？ 显然， 拉拉质疑这个问题，

所以她提出， 要尝尝蛋糕的“其他的地

方”。 拉拉行为的心理动机是因为嘴馋，

但她的确为自己吃遍蛋糕找到了不容置

疑的哲学依据。 这是这个故事的第二个

哲学意涵。

这个故事也许还有其他哲学意涵。

在故事的结尾， 拉拉说“这个蛋糕是坏

掉的”。 很多读者可能会想， 蛋糕没有

坏， 拉拉和“我” 肚子痛， 是蛋糕吃多

了， 撑的。 可是， 蛋糕没有可能真的坏

掉了吗？ 这样一想， 就会发现， 说拉拉

和“我” 肚子疼是撑的， 并没有确凿的

证据。 那么， 说拉拉和“我” 肚子疼就

是因为蛋糕坏掉了， 就有确凿证据吗？

显然也没有。 看来， 这个故事留下了一

个悬疑。 而探讨哪一种可能性都有可能

进入哲学思考。

童书里的儿童哲学隐藏在故事之中，

不易被读者所察觉。 恰恰是因为融入在

作品的生活世界中， 才更容易被儿童读

者所感知和吸收， 是最有效的对儿童进

行哲学教育的珍贵资源。

（作者系中国海洋大学教授、 儿童文

学研究所所长）

《失落的一角》

一家人读出的不同况味

男孩：

它缺了一角，有坏处也有好处。

有了那一角以后呢， 它连歌都唱不好了，

也不能和虫儿说说话， 闻闻花香……想

要得到什么东西， 就要失去一些东西。

比如说， 一只猴子两手各拿着一个桃子

一个苹果， 发现有一个很大的哈密瓜，

它想得到瓜， 就得放下手里的东西。 再

比如说， 你想学习好， 就不能上网玩游

戏、 看电视。 所以说， 得即是失， 失即

是得。

爸爸：

你看它像不像一个时钟？ 当

它缺角的时候， 还像个笑脸， 当你把时

间排满了， 没有了停顿， 有些事儿就顾

不上了。 这不是在说我这工作狂吗？

妈妈：

我想作者本人就是在一次又

一次的“追寻———圆满———舍弃———追

寻” 中， 印成他这一张“诗人、 插画家、

剧作家、 作曲家、 乡村歌手” 的身份名

片的。 人有了目标才会有足够的动力。

为了找寻失落的一角， 它上山、 下山，

不禁令人莞尔； 看他第一次找到一角却

因遭到拒绝而沮丧， 我为它喊“加油”；

而当蝴蝶停在它的头上， 我的心里也充

满了幸福的感觉。 在这本书里， 我看到

了坚持与舍弃， 看到了机会与挫败， 看

到了缺憾与圆满， 看到了喜悦与无奈。

我欣赏它的态度。 这一路上有起伏， 有

竞争， 他从容面对， 在失败中总结经验，

在行进中寻找乐趣。 不圆满又如何？ 懂

得从圆满中抽离， 才是真功夫。

爷爷：

没有那一角不行， 有那一角，

也不行， 所以说世上没有一样东西是完

美的。 比如一个人， 他穷的时候， 希望

富裕， 富裕了又想更富裕， 就变得自私、

贪婪， 这样就不好了。

奶奶：

如果找到那一角， 嘴巴就被

堵上了， 唱不了歌， 也失去了很多东西，

所以说， 顺其自然就好了。

（周其星整理）

《问个不停的加斯东》

[

法

]

马蒂厄·德·洛比耶、 玛丽·奥

比奈等著， 方友忠译 广西师范大学

出版社

本书以喜欢提问的男孩加斯东为

主线， 以各种不同的图画与文字烘托

出生活中的哲学问题， 适合家长与孩

子共同阅读、 相互交流。

《哲学鸟飞罗》

[

法

]

碧姬·拉贝著 埃里克·加斯

特绘 王恬译 接力出版社

书中的主人公是6岁的菲卢和哲学

鸟飞罗， 通过日常生活中的一个个小

故事来引导讨论问题， 鼓励孩子独立

思考。 这套童书侧重于孩子们的社会

性发问， 以期让孩子懂得处世做人的

基本道理。

《童话庄子（1、 2）》

哲也文 徐萃等绘 五洲传播出

版社

作者将 《庄子》 里一些稀奇古怪

的人物和有趣的故事加以改写， 让儿

童能轻松地接受庄子达观、 自在的哲

学思想。

《大师经典哲学绘本》

[

德

]

菲特著

[

德

]

波阿提里思克

绘 王星译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绘本以富有诗意的文字， 色彩沉

静、 意境悠远的图画， 讲述耐人寻味

的哲学故事。 这套书使人感到： 哲学

不枯燥， 它是美妙的； 哲学不遥远，

它是亲切的； 哲学不深奥， 它在每个

孩子心里。

《你大我小》

[

法

]

葛黑瓜尔·索罗塔贺夫文

/

图

武娟译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这是一个充满哲理的故事， 细腻

地阐述了孩子和成人之间的关系。 它

用儿童的心灵和视角感受并接纳了大

小、 强弱的存在与发展， 融汇了现实、

哲理和情感， 始终在与儿童进行一种

亲切而独特的沟通。

（吴巍 辑）

用孩子的逻辑启蒙哲学

《写给孩子的哲学启蒙书》 展现世界的奇妙

■

蔡朝阳

最早知道幼童与哲学这个命题，是在

钱钟书先生推荐三联书店翻译的一本小

书里。 这本小书1989年出版，名字叫做《哲

学与幼童》，作者马修斯。 一个学龄前的小

男孩，舔着粘在锅底的糖汁，问他爸爸：我

们如何确定现在不是在做梦？ 这个故事令

人兴味盎然， 莫非真是庄周梦蝶的儿童

版？ 不过，等我对这个命题真正发生兴趣，

并开始自己的观察思考，却要到近20年之

后，自家的小朋友一往无前地长到5岁。

我儿子菜虫小朋友第一次问妈妈“我

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时，年方5岁。 我

与虫妈都还没有准备好如何作答。 当然我

们知道孩子必然会提出这个问题，但却没

有料到，会在一个毫无逻辑关联的时刻提

出来。 这一年，是2010年。 在此之前，我已

经将这套《写给孩子的哲学启蒙书》藏之

书架久矣，这下，终于要拿出来按图索骥

寻找对策了。 我翻到这套书中的一章———

《生命的故事》，这个故事给孩子们解释了

石头与蘑菇的区别，还饶有趣味地简述了

生命的起源与进化。 在成人看来，故事行

文有趣，情景交融，颇可一读，但显然，对

于5岁的菜虫而言， 这样的解释尚显得太

抽象而难以接受。 最后，我给菜虫讲述了

华德福教育中的一个生命起源的故事。

但从此，我切切实实体会到，哲学的

种子，在孩子们的心田里，早已经种下了。

随着孩子个体的成长，这些问题会不时地

冒出来———孩子们在孜孜不倦地展开对

这个世界、对自身、对未知的思考和探索。

为了应对菜虫将来的各种疑问，我不得不

将这套丛书通读一遍。 作用很显著，当菜

虫奇怪于男孩与女孩之区别时，我就可以

化用书中的描述，对菜虫加以引导。 现在，

菜虫7岁了，他的思维发展到了新的水平，

于是开始纠结：为什么小孩子必须听大人

的话呢？ 这个时候，这套丛书中“同意与反

对”这一章，就回答了这个问题。

但我喜欢这套丛书，倒不是因为它提

供了孩子可能寻求的答案。 我读完丛书满

怀感恩之情： 编著者碧姬·拉贝和米歇尔·

毕奇，他们怀着多么巨大的善意和温情啊！

他们对孩子有多么巨大的爱啊！ 在这些跟

孩子们如话家常的对话中， 他们从不居高

临下，从不耳提面命，从不颐指气使。相反，

他们在书中表现出来的天真， 就像一个孩

子一样纯洁无瑕。他们是成年人，拥有成年

人的理性，同时又有孩子的好奇，懂得孩子

的思维方式，俯下身子，来跟孩子对话，因

而整套书是孩子的视角，妙趣横生，引人入

胜， 即便成年人读来也不会感觉幼稚和无

趣。 其实，这样的姿态，不正是我们这些父

母本来就该具有的吗？可惜在中国，长时间

以来， 很多父母理所当然地以为孩子幼稚

无知，需要成年人的强力介入。 殊不知，孩

子的世界是一个奇妙的世界，需要我们成

人怀抱谦卑之心、敬畏之情去面对。

现在我们知道，孩子的世界，是一个

独特而自足的世界，他们遵循着自己的逻

辑与思维。 成年人自己也曾经是孩子，可

悲的是，当其成年，却忘掉了自己曾经也

是孩子。 从任何层面来说，重新认识孩子

的世界， 都是为人父母必须学习的功课。

作为父母， 我们自有对孩子的天然之爱，

也正因为如此，才更需要适当的表达爱的

方式。 而就孩子的精神世界而言，成年人

尤其需要呵护其天性的自由成长。 我们每

个人都会惊讶、赞叹、感念孩子的不断成

长， 我甚至经常会陷入一种神秘主义里

面，因为每个孩子都像天使，他带着神的

恩宠，悠悠嬉戏于自我的世界，这是多么

奇妙的一件事！

在我看来，这套《写给孩子的哲学启

蒙书》， 首先是对孩子们天性顺其自然的

一种护持。 针对的是孩子们天真的好奇，

在解决孩子必然提及的一些问题的同时，

使得这种好奇能够保持长远。 其次，也是

很重要的一个特点， 这套书在很大程度

上， 也是一套儿童视角的公民教育丛书。

无论是“人与动物”、“战争与和平”、“自然

与污染”，还是“暴力与非暴力”，在这些章

节中， 不单单是对未知可能性的探索，同

时还贯穿了全人类所共同遵循的一些价

值标准。 以“人与动物”一章而言，编著者

指出了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自由”。 而什

么是自由呢，在“头儿与普通人”一章中可

以见出一些端倪。 因为，人是群体生活的，

为了人们能和平共处，个体便不得不让渡

一些自由，于是规则与法律便出现了。 这

样，法律就成了“真正的头儿”。 接下去进

一步的逻辑便是， 我们用选票产生法律，

而这种由法律和选票构成的体制，为了让

人们更好地生活在一起的制度， 便叫做

“民主”。

在读这套书的过程中，我总是惊讶于

编著者理性与童心的和谐统一，叙述娓娓

道来，道理深入浅出，语言观之可喜。 但我

并不妄自菲薄，不为当下看不到类似的本

土作品而羞愧。 事实上，在1912年版的《共

和国教科书》里，已经有了这样的儿童读

物的萌芽。 去年张立宪重印这套教科书，

其中《新国文》高小部分第一课，叫做《国

体与政体》，以浅近之文言，明白晓畅地给

孩子们阐述了“君主”与“民主”、“专制”与

“立宪”的区别。 这套教科书， 距今100年

矣。

《写给孩子的哲学启蒙书》碧姬·拉贝、

米歇尔·毕奇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系浙江省绍兴市稽山中学教师）

无可救药地

迷上谢尔

■

周其星

你要问我最喜欢的儿童诗作家是谁？

我可以列出一长串的名字： 泰戈尔、

狄金森、顾城、金子美铃、谢尔·希尔弗斯

坦……

你要问我最喜欢的绘本作家有哪些？

我会告诉你：李欧·李奥尼、安东尼·

布朗、五味太郎、宫西达也、谢尔·希尔弗

斯坦……

是的，我承认，谢尔总在这个或者那

个名单里出现，这位自称谢尔比大叔的美

国光头佬， 是一位享誉世界的艺术天才，

集诗人、插画家、剧作家、作曲家、乡村歌

手于一身。

如果说，喜欢一位作家，最典型的标

志就是要集全他所有的作品才心安 ，那

么，将谢尔的书摆在面前，时常摩挲翻阅，

那就是典型的谢尔迷特征。

被击中应该是在读了《爱心树》之后，

从那天起，我就无可救药地迷上了谢尔比

大叔。 国内引进谢尔的全部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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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作品，

我都一一收集齐了，工工整整地摆在书架

上，时不时抽出来翻一翻，和女儿一起读、

一起乐。

《爱心树》黑白素洁的画面，最适合朴

素温柔的讲述。 男孩儿不断索取索取索

取，大树不断给予给予给予，毫无怨言，总

是快乐。 每一个为人父母者总能在大树身

上看到自己深深的投影吧。

走进谢尔比大叔的绘本世界，你会在

《一只会开枪的狮子》 的荒诞中追问自我

的存在，在《谁要一只便宜的犀牛》、《一只

加长十分之五的长颈鹿》、《稀奇古怪动物

园》里遭遇想象力大爆炸，在绘本诗集《阁

楼上的光》、《人行道尽头》、《向上跌了一

跤》里邂逅天真童趣和敏锐机智，在《爱心

树》中体味脉脉温情真爱不朽。

可是，在这里，我们岂能忘记另外两

本书———《失落的一角》 和 《失落的一角

遇见大圆满》。 简约而诗性的文字， 寥寥

数笔就勾画出一个缺失了一角的圆， 或

者一个失落的角， 它们的故事就在那根

长长的线上不断延伸发展： “它缺了一

角， 它不快乐。 所以， 它动身去找它那

失落的一角……”

故事就在路上发生，寻找就在这漫漫

长路上。 遇见太多艰难险阻，依旧无法停

止寻找的歌声， 遇见无数奇形怪状的角，

却总是不合适，要么太小，要么太大，要么

尖了点儿，要么太方了，要么没握紧掉了，

要么握得太紧碎了。 经过一路上的困难重

重、险象环生，终于找到了合适的一角，缺

憾变得完美，可是，却再也不能歌唱，更不

会有闲适的时光。 唯有把它轻轻放下，继

续上路，才能重新唱起寻找之歌，也才能

再现曾经的浪漫时光。

这就是《失落的一角》。 对于失落了一

角的圆来说， 有缺憾的人生并不是错，勇

往直前地不懈寻找，人生永远在路上。 “哲

学总是让人忧虑，并不让人安心，也不让

人栖息。 他们（哲学家）阻碍我们安睡，他

们总是唤醒我们。 而正因为有了他们，我

们需要不断上路。 ”（引自《给我的孩子们

讲哲学》）《失落的一角》 就是这样一部哲

学书。 这是一个让每个人看了都怦然心动

的人生寓言，淡淡的哲学意味，在黑白分

明简单利落的画面与文字中悄然流淌，直

教不同的人如镜像般看到了自己的人生。

《失落的一角遇见大圆满》里，故事的

叙述节奏和《失落的一角》很相似，不同的

是，失落的一角在经历了磨砺之后，变成

了一个小的圆，可以跟着大圆满，自由滚

动一直向前。

如果说，在《失落的一角》里，我们读

到的是缺憾比完美更完美，那么，在《失落

的一角遇见大圆满》里，我们明白一个单

独的个体，只有反复打磨完善自己，才可

能实现自身的圆满。

谢尔是一位有名的乡村歌手，在创作

绘本时， 他的音乐自然会在故事里婉转。

这两个故事， 如同布鲁斯音乐的蓝调和

弦，在诗意中反复，在反复里忧伤。 也正是

在这里，作为乡村歌手与作曲家的谢尔和

作为绘本作家的谢尔， 恰好相遇在了一

起。 只是，究竟是谁失落了一角？ 又是谁遇

见了大圆满？ 相信身为谢尔迷的你我心中

自有答案。

（作者系中央教科所南山附属学校教师）

谢尔·希尔弗斯坦经典作品集（《爱心

树》、《失落的一角》、《失落的一角遇见大

圆满》、《阁楼上的光》、《一只会开枪的狮

子》全五册）〔美〕希尔弗斯坦著 傅惟慈

等译 南海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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