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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桂文亞的兒童散文創作觀 
 

當在兒童文學的領域中，兒童散文尚未受到重視時，桂文亞以成人散文創作

者之姿，毅然轉耕於兒童散文的領域，不僅出版了許多兒童散文作品，更全心投

入兒童散文的創作。 
 

在創作態度上，桂文亞對自己一直有很深的期許。〈讓我慢慢說給你聽〉一

文中，她提到一位童話創作者該有的創作態度，從此段文字裡，我們可以看出一

位作家的自我期許與要求。 
 

新時代的童話作家，除了追求更攀近新時代童話寫作藝術的層樓，也不應

該忘記身為一個作家（不僅僅是一個童話作家）所肩負的人生使命（諸如

反映時代、反映現象、追求正義、公理、真與善與美……）。但也正因為

正視自己是一個無可取代的「童話作家」，所以在完成一個作品的同時，

怎樣把更符合「童話」意旨的作品做一個完善的轉換，就更要潛心盡力的

琢磨了。（《金魚之舞》，頁 64－65） 

 
桂文亞認為一個作家所肩負的人生使命是嚴肅而沉重的，諸如：反映時代現象、

追求正義公裡、追求真善美等，面對這樣的社會使命，作家們必須一肩扛起。但

也因責任的重大，作家的地位亦是無可取代的。有了這樣重大的使命與責任，作

家對於自己的作品便要潛心琢磨，讓作品有更極致、完善的發揮。 
 

桂文亞兒童散文的創作世界裡，有許多的堅持與想法，她認為該給孩子們的

是他們喜歡的，以及適合他們的文學作品。本章欲就桂文亞的「兒童散文觀」和

「兒童散文的創作理念」等進行探討，以期更貼近桂文亞的創作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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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桂文亞的兒童散文觀 
 

所謂的「兒童散文觀」，便是對兒童散文的看法。桂文亞對兒童散文的觀點

多來自其兒童散文創作的親身體驗，以及對散文文體、兒童文學觀念的融會貫通。 
 
桂文亞在一九九五年七月二十八日參加兒童文學學會夏令營寫作班的演講

稿－－〈桂文亞兒童散文創作實踐談〉中曾提到： 
 

不管是兒童文學或者兒童散文，它們都是文學大海裡的一個支流。所以，

我們要追溯時，一定要從大的文學母海開始。就是說，我們談兒童散文時，

一定要從散文開始追溯，不要忘記「散文」是什麼。我們在談兒童文學時，

必然也要了解什麼叫「文學」。（《桂文亞探論•附錄》，頁 316。） 
 
她認為在談兒童散文之時，必須先從「散文」這一文類開始追溯；在談兒童文學

之時，必須先了解什麼是「文學」。 
 

兒童散文具有「兒童文學」的特質和「散文」的文類特色。本節欲探討桂文

亞的兒童散文觀，首先便針對兒童散文「具有散文的文類特色」觀點做一陳述；

其次是就兒童散文「具有兒童文學的特質」觀點做一說明，再綜論「兒童散文的

內涵」。透過資料彙整，以析論桂文亞對兒童散文的看法。 
 

一、具有散文的文類特色： 

 
兒童散文是直接受到成人散文的影響，因此談到兒童散文，自然也不能迴避

「散文」這一母體。21對於散文的文類特色，桂文亞曾針對散文的題材、特質做

一淺要的說明。 
 
散文的題材範圍十分廣泛，天文地理、鳥獸蟲魚、山川自然，皆可入題，可

說是彈性非常大。桂文亞在〈桂文亞兒童散文創作實踐談〉中提到： 
 

散文的彈性非常大，散文的國度非常寬廣遼闊。就因為它非常寬廣、非常

遼闊，天文地理鳥獸魚蟲，寫人、敘事、狀物、抒情，任何東西都可成為

                                                 
21 桂文亞在〈自你心中抽絲織布〉一文中提到：「而當我們說到少兒文學，當然不能不追溯『文

學』這一母題，當說到少兒散文，自然不能迴避『散文』這一母體；既然少兒文學與少兒散文都

必須回溯『文學』與『散文』的本質，那麼，我們必然可以體察出這兩者之間的異同。」（《這一

路我們說散文》，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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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的題材。「散文」的意思並不是說它很零散，並不是說它沒有規範。

說它「散」的意思是因為它「廣」，是說散文的面非常大，任何東西都可

以涵蓋。我們在寫小說時，一定有人物，而散文也可以有人物，只是散文

的人物，不必像小說那樣，有始有終、從生寫到死。它可以點出一點，在

文章裡寫個片段，這是和小說不一樣的。散文的妙處在於它本身有非常大

的彈性可以發揮。（《桂文亞探論•附錄》，頁 318） 
 
散文的「散」，並非零散、毫無規範；散文的「散」，指的是「廣」，也就是題材

的廣泛，可以涵蓋任何的東西。此外散文也可以有人物，但和小說不同之處是它

可以找出一個點，在文章裡敘寫個片段，而不須像小說一般，講究有始有終詳細

描繪。 
 
    一篇好的散文，必然具備美的質素，但必須美得真實，因之散文的特質是「真

實」。桂文亞認為： 
 

基本上，幾乎所有從事散文寫作的人都認為，好的散文往往有一種綜合的

美，它不必全是美在抒情。抒情文當然很美，像蕭白的抒情文是我以前非

常喜歡的，胡品清的抒情文也曾深深打動我。但是到了一個階段，你會認

為，純抒情之美太過空靈，不能落實在生活中。所以，既要美又要落實，

中間就有它的學問。譬如說，〈赤壁賦〉就是在「活潑生動的說理中，蘊

涵了寫景與敘述，而且完成了抒情。」余光中先生說得更好：「求真不忘

求美，論理而在抒情，此即散文的藝術。」因為散文是直抒心臆的，小說

可以虛構，而詩是抽離了真實。只有散文，自我的部份很強烈，它完全抒

發作者自己對世間萬物的情懷與看法，所以散文必然「求真」。（同前註，

頁 320－321） 
 
散文和詩、小說最大的不同是，它是直抒心臆，強烈表現自我的文學體裁，只有

真實的情感、真誠的表現自己，才能抒發自我的情懷，讓讀者感動。所以「散文

必然求真」。 
 
    但是真實的呈現並非代表作品就能夠達到美的境界，或是藝術的標準，因為

過於真實的東西，便失去了美感。她進一步詮釋余光中所言「求真不忘求美」的

要義： 
 

但是，太過真實的東西就不美了，我們說，「距離產生美感」，距離就是讓

「真」達到一個不即不離的程度。我說的不即不離，就是「耐人尋味」之

美，就是「含蓄」之美，但是含蓄並不是冷淡或冷漠，而是說將熱情藏在

內心，可以嚷人慢慢感受，它像一股暖流，而不是像岩漿。我個人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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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的最高境界，就在那不即不離的分寸之間，這就延伸到剛才所提到

的，「求真不忘求美」。（同前註，頁 321） 
 
「求真不忘求美」是指在求真的過程中，須注意美的營造，也就是在技巧的表現

上能達到「耐人尋味」的境地，留給讀者無限的想像與思考。桂文亞認為：「散

文的最高境界，就在那不即不離的分寸之間。」舉例來說： 
 

我們再講一個淺白的例子，一個裸女站在你面前，與一個白紗仙女，離你

百步之遙。你覺得這兩人哪個為美？我以為白紗仙女為美。為美需要聯

想，而美的聯想又需要陪襯。但是，美中失真，就是造作了。比方說，一

個女子本來長得挺美的，可是因為她化妝得太濃、太香、太豔、太紅、太

花了，所以你總覺得好像少了點什麼，而美好像也少了一些什麼了。（同

前註，頁 321） 
 
在求美的過程中，若作品過於雕飾，便會美中失真，流於矯揉造作。因之求真與

求美之間，正考驗者作者的能力。 
 

再者她闡釋余光中所言「論理如在抒情」： 
 

我跟大家說道理時，好像一位老師在說一個好聽的故事似的，但如果我

說：「各位小朋友，你們現在要聽話，不准講話，講話就是不守規矩，不

守規矩就要扣分」，那誰會有興致呢？這樣，我們要用一個比較好的態度

說：「小朋友，老師講一個故事給你們聽，好不好啊？」這樣，小朋友的

精神、那個「氣」，就被提起來了。於是，我就講了故事。在我的故事裡

是有涵義在裡頭的，那個涵義並不是那麼甜，反而有點苦。這就像英國巧

克力。各位不知道有沒有吃過，英國巧克力不像美國巧克力，全世界最甜

的巧克力大概是美國巧克力，太甜了，而全世界最好吃的巧克力，是帶有

一點苦味的巧克力。中國人不是挺喜歡吃苦瓜、橄欖的嗎？說是清香之後

猶有餘味。這好比一個人太世故、太圓滑，溜來溜去的總是不耐處，一個

人要有點稜角，只要是合情合理的，我們仍會喜歡他，因為我們知道他的

分寸在哪裡。這也就是論理如在抒情之妙處了。（同前註，頁 322） 
 
她認為散文在說理之時，表達的態度是極為重要的，若能用一個溫和適切的態度

述說，即使說理的內容並不中聽，但只要合情合理，那麼便會受到讀者的接受與

喜愛。這便是「論理如在抒情」的妙處。 
 
    總而言之，桂文亞認為，散文的特色之一是題材廣泛；散文的藝術特質是「求

真不忘求美，論理而在抒情」，兒童散文具有散文文類的特色，因此兒童散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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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具上述的特點。 
 

二、具有兒童文學的特質 

 
兒童散文除了具有散文的文類特質之外，由於兒童散文是以兒童為讀者，因

此尚須考量讀者的特殊性，也就是兒童文學的獨立特質。 
 

在〈少年痛飲，憶向吳江醒〉一文中，桂文亞指出，一個兒童文學作家需有

「天真」與「童心」的特質。 
 

一個兒童文學作家之所以成為兒童文學作家還需要兼備一種特質－－天

真與童心。這也恰是兒童文學的本質－－純真、善良。（桂文亞主編：《感

動－－曹文軒的小說世界》，頁 5） 
 
兒童的本質是純真、善良的，這樣純良的本性是直接、無偽的，亦是孩童天真與

童心的真實表現。 
 

對於兒童文學的創作來說，必須重視及保有兒童的特性，在兒童的特性中「天

真」便是一個重要的質素。桂文亞認為： 
 

我們這些為孩子寫作的人，如今都是成年人了，我們都過了我們的童年。

我們是以一個成人的眼光去看兒童的世界，要倒返童年當然非常困難，因

為我們已經社會化、世故化了，天真是不被允許的。在我們的社會中，如

果你每天還像一個孩子一樣的天真，那根本什麼事也不能做了。可是對兒

童文學來說，天真卻是一個很重要的特質。怎樣表達出你的天真，是每一

個兒童文學作家必須琢磨的部份。（《桂文亞探論•桂文亞兒童散文創作實

踐談》，頁 330） 
 
對於為孩子寫作的成年人來說，要保有孩童時的天真是非常困難的，但是在兒童

文學中，天真又是一個很重要的特質，如何表達天真，去除成人世界中的社會化、

世故化，是每個兒童文學作家應認真琢磨之處。 
 

其次談到「童心」，她提到： 
 

「童心」幾乎是每一位兒童文學家經常談到的兩個字。可是，童心這個東

西，是做不出來的。我們沒辦法說：我很有童心，你怎麼這麼沒童心？那

麼童心何處尋？好像也沒那麼糟糕，還是有點辦法。怎麼樣呢，就是再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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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我們的童年。（同前註，頁 331） 
 
對兒童文學家來說，「童心」是很重要的，而且它是做不出來的，至於如何保有

「童心」，桂文亞認為就是再回到童年。但是逝去的光陰是無法追回的，她建議

的方式便是「呼喚童年」。22 
 

「天真」和「童心」是兒童文學中重要的特質，兒童散文具有兒童文學的特

質，因此兒童散文也兼具上述的特點。 
 

三、兒童散文的內涵 

 
綜合前述，兒童散文具有「散文」的特性，以及「兒童文學」的特質，桂文

亞尋此質性，試圖為兒童散文找到定位。 
 

在內容表現上，兒童散文的題材範圍和散文一樣，非常廣泛，她在〈散人散

語〉中說： 
 

散文之「散」實謂之「廣」。天文地理、鳥獸魚蟲、山川自然，無不可入

題。給少年兒童閱讀之「散文」，基本題材不變，所「變」者意旨與角度

是否切合讀者之體會能力與興趣。（《這一路我們說散文》，頁 99） 
 
由於主要讀者對象的不同，兒童散文創作者在下筆行文之時，須考量內容意旨是

否適合讀者的能力和興趣，這是兒童散文和散文在內容表現上最大的不同。 
 

至於在藝術表現上，她在〈自你心中抽絲織布〉一文中提到： 
 

「辭澀言苦，使人難誦讀之」的散文，固然為少兒散文所摒棄，但只「明

白曉暢，平實樸實，又搖曳生姿的散文」也還不足以成就優秀的少兒散文，

少兒散文所真正需要的，乃是「少年兒童式」的明白曉暢、平實樸素與搖

曳生姿。（《這一路我們說散文》，頁 7） 
 
上段文字中雖是針對少兒散文的特色做一說明，但我們可以把這樣的界說放在兒

童散文上。在語言和內容題材上，兒童散文有它的特殊要求，也就是過於艱澀的

                                                 
22 桂文亞在〈桂文亞兒童散文創作實踐談〉一文中提到：「也許你會覺得，我很有童心，可是我

沒有辦法寫。別擔心，只要你願意拿起你的筆來，先呼喚一下你的童年，而不是呼喚別人的童年，

先把自己的童年呼喚一下。」（《桂文亞探論•附錄》，頁 332。）她更進一步強調：「人要被呼喚，

人的意識要被呼喚，快樂的意識要被呼喚，潛能要被呼喚。」（同前註，頁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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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彙和苦澀的題材，在兒童散文的創作上都應摒棄。但是這並不代表只要「明白

曉暢、平實樸素、搖曳生姿」的作品，便是優秀的兒童散文，而是所有的藝術表

現，都要以「兒童式」為要求，這才是兒童散文所真正需要的。 
 
    除了符合「兒童式」的要求之外，桂文亞更具體指出：兒童散文的特質似乎

更符合西方小品文的文類特質。她在〈桂文亞兒童散文創作實踐談〉中提到： 
 

散文的「散」，並不是散漫，而是針對它本身的特性、特質來說的。所以，

它是一個涵蓋面非常廣闊的文體。兒童文學中的散文更是如此。當我們談

到散文的定義時，曾被定位「小品文」，而兒童散文似乎更符合小品文的

特質。大概沒有一個兒童文學作家會一口氣寫一篇五、六千字的兒童散文

給小朋友看的，因為「量」可能太多了。所以一般的兒童散文，維持在五

百字左右，最多到兩千字，我個人覺得已經相當長了。所以，兒童散文也

是我們非常容易入門、著手的文類。（《桂文亞探論•附錄》，頁 325－326） 
 
就文章篇幅來說，一般的兒童散文篇幅不宜過長，五百字到兩千字之間是最適宜

小朋友閱讀的篇幅長度。在這樣短小的篇幅中發揮，對作家來說，並非困難之事，

所以兒童散文是非常容易著手的文類。 
 
    桂文亞針對「兒童散文」的內涵，提出了整體的說明。她認為： 
 

「兒童散文」當然也該具備這樣的特質－－是真實、自然而且動人的。只

不過，在取材和表現方式上，特別考慮了小朋友的領會程度和了解的範

圍。而更重要的是，好的兒童散文，更有一種積極的力量，提昇我們的性

靈，引導我們在人生的途中向上、向善。（《我知道，你也愛我！•編者的

話》頁 2） 

 
由上段敘述可知，在特質上：兒童散文流露出「真實、自然、動人」的特質；在

取材和表現上：必須考慮兒童的領會程度和了解範圍；在功用上：可以引導我們

向上、向善。 
 
    一篇優秀的兒童散文，其所有的藝術表現，都要以「兒童式」為要求。除此

之外，西方小品文篇幅短小的特質，亦符合兒童散文的特質。在桂文亞的兒童散

文觀中，此等特質都是兒童散文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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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桂文亞兒童散文的創作理念 
 

林文寶曾在《兒童文學》一書中，明白的揭示，兒童文學的特性有：兒童性、

教育性、文學性、遊戲性。（林文寶等著：《兒童文學》，頁 13－27）屬於兒童文

學範疇的「兒童散文」除了要兼具兒童文學的特性之外，亦要將散文的特質做深

入的展現與發揮。 
 
在桂文亞兒童文學的創作世界中，她堅持的創作理念是「過濾苦澀，給兒童

以希望、信心和快樂」。她在〈兒童文學裡的一葉孤舟－－兒童散文〉中提到： 
 

兒童文學寫作對有些同行來說，是很快樂的情感渲洩，不幸對我來說，卻

是一種煎熬。尤其是我所堅持兒童文學創作理念是「過濾苦澀，給兒童以

希望、信心和快樂」。可是生活在現實世界裡，經常面對的，卻是更多失

望、不確定和挫折，如何克服這些困難，過得了自己內心世界所攔築的那

一個「希望關口」，就幾乎成為我堅持為兒童寫作而必需時刻面對的一場

無終止的戰役！（《中華民國兒童文學學會會訊》十卷三期，頁 10） 
 
在現實的世界裡，並非如想像中的美好。在生活中我們經常碰到很多的挫敗與磨

難，如何將現實生活的苦澀過濾，帶給孩子希望、信心、快樂，對桂文亞來說是

一種煎熬，因為筆上所扛的責任是沉重的。但這樣沉重的責任與壓力，卻又不能

在文字中自在的表達，她提到兒童文學的「輕」： 
 

如卡爾維諾「未來千年備忘錄」所說之「輕逸」，兒童文學的「輕」是「舉

重若輕」之輕，「避重就輕」之輕，是「像鳥兒那麼輕，而非像羽毛那麼

輕」。（《這一路我們說散文•散人散語》，頁 101） 
 
兒童文學的「輕」是「輕逸」，重重的一肩扛起，輕輕的釋放，在釋放之時又要

完備，是像鳥兒般小巧完備的輕，而不是像羽毛般的輕。 
 
有了這樣的責任與要求，桂文亞努力的捍衛「兒童文學世界」，保衛這塊「心

靈境土」。她在〈兒童文學裡的一葉孤舟－－兒童散文〉一文中提到： 
 

在這場戰役中，我得拼死護衛著那一塊還算純真的「心情淨土」，那一片

還未遭到污染的「童稚之心」，那一雙仍然充滿探索新奇的「心靈之眼」

和抵死維護著人性中最高貴的那一分求真求美求善的情，可別被剝削，被

侵蝕，被破壞、被侮辱！（《中華民國兒童文學學會會訊》十卷三期，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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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段敘述可看出，保衛孩童「單純」、「童稚」的世界，維護著人心中高貴的「求

真」、「求善」的情，是桂文亞在兒童散文創作中深切的自我期許和高度的自我要

求。 
 

「兒童散文」具有兒童文學及散文的特性，本節是針對桂文亞所提出的兒童

文學、兒童散文創作理念做一歸納、說明。以下便就注意兒童個性、要求創作自

覺、重視為文技巧、追求真善美境界四部分討論。 
 

一、注意兒童個性 

 
散文是以書寫「自我」本質為主要訴求的文學類型（鄭明娳：《現代散文》，

頁 131），以「我」為出發點，生活中所有的觸發，訴諸文字顯露出來，心中的

情感與想法才得以表達，因此散文的筆端總是飽含作者的情思，呈現真實的「自

我」。但在兒童散文的世界裡，僅有寫出「真實的自我」是不夠的，當情感無法

為兒童所接受，當生命體驗無法得到兒童的共鳴時，那麼即使再深刻的情感，再

切要的體驗，都不能進入兒童的世界中。 
 
要進入兒童的世界，便須充分注意「兒童個性」，桂文亞提到： 

 
注意兒童散文中的「兒童個性」（冰心語），什麼是兒童個性－－即人的若

干「原始本能」－－因此你要學會呼喚自己的童年，再跳出來觀察，要會

分析、過濾、取捨。（《這一路我們說散文•散人散語》，頁 100） 

 
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童年，從呼喚的過程中，讓自己回到童年，那麼便能在童年

的世界裡，找到屬於孩子般的單純與幽默。尋回原始本能後，再從記憶中跳出，

整理這段孩提時的記憶，便能寫出為兒童接受，並得到共鳴的作品。而這「呼喚

童年」的學習，便是讓兒童散文創作者保有「童心」，能以兒童視角觀察一切的

方式。此外桂文亞也說：「童心是做不出來的，大凡幽默有趣的人，愛美的人、

從事藝術創作的人，一定有童心。多和他們接近，借個光。」（同前註，頁 100）

「童心」是無法假造出來的，多和有「童心」的人接近，自能受其薰染。 

 

有了「童心」，便能了解孩童世界的趣味，而趣味的追求與幽默感的具備，

在創作過程中是極為重要的，當面對「知識性」與「趣味性」孰重的問題時，桂

文亞認為： 

 

任何文學作品，我以為引起兒童閱讀的興趣是第一要務，「趣味」的營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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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種寫作的智慧，尤其是兒童文學，一定要「又好吃又營養」才好。就

我而言，比較重視閱讀的趣味與享受，至於能不能做到是另一回事。要引

起孩子的興趣，寫作的原創性必定要相當高，而營造藝術美感，也應視為

兒童文學的本質之一。23 
 

成功的兒童文學作品一定要趣味性與知識性兼備，如此才能讓兒童在閱讀的過程

中收穫與趣味兼得，但若要擇一輕重時，她重視的是閱讀的趣味與享受。內容須

先有趣味，才能吸引兒童閱讀，作者在創作時要先營造趣味，重視寫作的原創性，

並營造藝術的美感，才能興發兒童的閱讀興趣。此外要有幽默心，她說：「幽默

非常重要，幽默即寬待世界的善心。」（《這一路我們說散文•散人散語》，頁 101）

寬待生活中的一切，用「幽默」的善心為事件、人物做不同角度的思考，那麼便

能看到生活中不同的樣貌，這是一種寫作與生活的藝術，也是一種智慧。  

 
單純也是「童心」世界中重要的質素。對成人創作者而言，在進入兒童文學

世界時，也該保有單純的心，因為成人世界的複雜經驗，並非孩童所能理解，在

經過成長與現實世界的翻覆之後，「追求單純」可使心靈得以沉澱。桂文亞認為： 
 

單純使人頭腦清楚，容納更多的氧氣，這世間萬物為複雜所環繞，要「走

出」而非「陷入」。但先要進再出。真正的純潔非嬰兒初生的純潔。（同前

註，頁 101） 

 
面對所處的環境，我們不該逃避，從複雜中去體會真正的人生，再走出繁雜，以

追求單純，待心境清明後，便能得到許多的氧氣，讓我們可以健康的走下去。有

了清楚的頭腦，懂得追求單純，並保有單純的「童心」，才能更加親近孩子的世

界。 
 
童心和童趣是兒童散文的靈魂和核心，一篇優秀的兒童散文無不讓人感到一

股充溢全文的童心稚氣，以及純潔、真摯的童情萌動，與令人忍俊不禁的天真童

趣。（黃雲生：《兒童文學概論》，頁 103）在注意「兒童個性」後，知道了如何

保有「童心」製造「童趣」，在兒童散文的創作世界中便能寫出充溢童心童趣的

作品，這是桂文亞的創作理念，也是她幽默、單純的人生哲學。 
 

二、要求創作自覺 

                                                 
23 王貞芳、吳文薰在〈帶領孩子們環遊世界的思想貓－－桂文亞專訪〉中，曾提出以下的問題：

「您希望您的攝影作品，帶給孩子什麼樣的影響？還有，這樣的作品中，您認為知識性與趣味性

孰重？」桂文亞便針對提問，做了此段的說明。（參見林文寶主編：《兒童文學工作者訪問稿》，

頁 452。） 



 57 

 
在兒童文學的世界中，由於面對的對象是兒童，創作者除了具備基本的素養

外，亦應了解兒童文學的特殊要求，並讓兒童在成長的過程中能接觸到正確的觀

念，以培養正確的人生觀。因此創作者在創作時，身上背負的社會責任是深遠的，

這是創作者當有的「自覺性」。 
 
桂文亞在王貞芳、吳文薰所做的訪談〈帶領孩子們環遊世界的思想貓－－桂

文亞專訪〉中提到： 
 

兒童文學作家應不同於其他領域的作家，而具備某種自覺性－－這不僅是

教育性或非教育性的問題。文學的最高價值，是在提昇人性，透過作品將

人性的光輝或人生的種種苦難揭示出來，從而得到一種提昇的力量。（林

文寶主編：《兒童文學工作者訪問稿》，頁 450） 
 
人性中的美好與人生中的苦難，透過文學作品做一揭示，帶給讀者的並不是悲苦

怨懟，而是一種體會後的甘美。從閱讀的過程裡洗滌烒煉，得到一種提昇的力量，

這是文學最高的價值與意義，是創作者當有的自覺和自我期許。而這種「提昇力

量」的獲得，是否代表兒童文學創作都要強調「教育性」？桂文亞針對「教育性」

提出了她的看法： 
 

一般人談到「教育性」，通常是指作品應該是正面的、積極的、強化的，

不能寫壞的、惡的、醜陋的一面給孩子們看。然而環顧一下偉大的文學作

品，便可發現其中常對人性作無情的解剖，而我們卻能從中得到很大的啟

發。因為這些無情解剖的背後，都是為了追求人生的真理與智慧，這是文

學家最終追求的目標。兒童文學作品也是一樣，只是它的表現方式較為特

殊。（同前註，頁 450） 
 
人生不可能永遠風平浪靜，有情無情、美善醜惡交錯發生於現實生活中，所謂「教

育性」的意涵，除了「正面的」、「積極的」、「強化的」面向之外，亦是對人性、

生活中消極面的剖析與關懷。在兒童文學的世界中，不要隱藏現實生活中真正該

去面對的部分，我們該讓孩子體會的是追求人生的真理與智慧，只是表現方式較

為特殊。 
     

所謂「表現方式較為特殊」，便是在處理過程中要「理性」面對，並「精心

調配」，因為兒童文學面對的對象是兒童。她提到： 
 

它面對的對象是兒童，牽涉到兒童經驗的問題，不能像成人文學這樣毫無

拘束地寫，比如在文筆上不能夠太新潮、結構上不能太複雜、人物上也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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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做太深刻的剖析……。兒童的心靈尚幼小，比如說大人可以喝烈酒，小

孩頂多啜兩口葡萄酒，所以給他們的東西必須要有一個「精心調配」的過

程，這就是我所謂兒童文學作家的「自覺性」。寫作的過程必須是理性的，

而且經過相當的文學訓練，並非寫得「淺」就是「兒童文學」；也不是把

東西寫得「淺」就是「兒童文學」；也不是把東西寫得比較浮面或顯出「光

明面」，就能算是兒童文學。（同前註，頁 450） 

 
當在創作之時，若失去了持平的「理性」，發而為文，便會有所偏頗，此外並非

強調光明面以及內容淺顯、易懂就是兒童文學作品。兒童文學作家該有的「自覺

性」是：將題材、結構等，運用兒童能理解的筆調「精心調配」成適合兒童欣賞

的文學藝術作品。 
 
再者文學的功能是幫助我們宣洩精神層面的苦痛，讓情感得到依託，因此，

在「精心調配」的過程中，也要注意到處理的方式，她在〈桂文亞兒童散文創作

實踐談〉中提到： 
 

以我自己的作品來說，我希望能開闊孩子的心靈視野，有一個比較明朗的

心境，但這並不代表我既沒看過悲傷，也不知道痛苦。所有事情對我而言

都是那麼順遂的嗎？當然不可能，沒有這樣的人，那是在極樂世界，那裡

是生命最大的解脫，所以我就想，我不能直接給他們，那就迂迴地讓他們

去感受。當你的一隻小狗死掉時，當你的小狗離開你，你會怎麼樣？你不

能用強烈的方式直接陳述，因為以孩子的年齡和經驗，還沒辦法接受。你

可以給他吃一碗酒釀，裡面加個蛋，但是你不能給他喝威士忌。你不能因

為自己能喝，就想從小鍛鍊孩子的酒量，我想我們不能這樣做。但是，我

們也不能只給他甜蜜的糖果，因為這樣他會覺得文學「沒有用」。（《桂文

亞探論•附錄》，頁 328） 

 
用迂迴的方式，讓孩子去感受生命中的不美好，在迂迴的過程中亦須注意「平衡」

與「疏導」。酒釀湯圓裡加蛋品嘗起來口味合宜，但威士忌加咖啡，和過於甜膩

的東西，就顯得不適宜了。文學必須達到宣泄痛苦、挫折、悲傷、憤怒的功能24，

但在傾洩的同時，須用藝術和諧的技巧疏導，否則造成情感的氾濫與偏執的災

害，對兒童的心靈世界所造成的影響是極大的。     
 

文學的功能是它具備了「解毒」的良方。25透過理性的創作，將人生的題材

                                                 
24 桂文亞在〈散人散語〉中提到：「平衡，注意『平衡』。我贊成酒釀湯圓裡加蛋，反對威士忌

加咖啡，也不能過於甜膩，文學必須達到宣泄痛苦、挫折、悲傷、憤怒的功能。疏導，注意『疏

導』。用藝術和諧的手法。」（《這一路我們說散文》，頁 100。） 
25 桂文亞在〈桂文亞兒童散文創作實踐談〉中提到：「我們知道，文學能夠宣洩我們精神上的種

種痛苦，使我們的感情得到依託，文學具備了『解毒』良方，這，就是它的『功能』。」（《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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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精心的安排，寫下生活的美善及苦難面，讓兒童能從閱讀的過程中，得以追求

人生的真理與智慧，從而提昇向上的心靈力量，這是文學的功用，也是創作者該

有的自覺與自我期許。 
 

三、重視為文技巧 

 
對一位創作者而言，為文技巧上的要求，是最基本的功夫。若掌握文字的能

力不夠，那麼便無法做清楚、明白的表達；若無法安排適切的主題，那麼便無法

吸引孩子閱讀。因此為文的技巧是值得加強、重視的。 
 
桂文亞在〈桂文亞兒童散文創作實踐論〉中提到，一篇好的作品，在寫作上

有三個層次： 
 

一是語言的層次，也就是語言的高度；二是藝術的高度，三是思想的高度。

所謂語言的高度就是從事散文寫作時，文字基本功夠不夠的問題。文字的

基本功就是掌握文字的能力。也就是一個散文作家的身分證。（《桂文亞探

論•附錄》，頁 324） 

 
語言、藝術、思想的高度，是寫作上的三個層次，而其中語言的高度是最基本的，

所謂語言的高度便是掌握文字的能力，在散文的世界裡，若沒有這樣的能力，是

無法領取散文作家身分證的。為提升語言的高度，她建議大家多讀詩，因為詩就

是語言的精華，所有最精純、被鍛鍊出來的思想都在詩中，若能體會詩的語言之

美，便可提升寫作時語言運用及修辭的能力，達到簡鍊、斯文的基本要求。（同

前註 324－325） 
 
除了多讀詩外，她在王貞芳、吳文薰所做的訪談〈帶領孩子們環遊世界的思

想貓－－桂文亞專訪〉中，更具體的說明了兒童文學作品在文字上的基本要求： 
 

當然第一用字要正確、合乎語法，並能流暢的運用文字，清楚、明白、又

有創意。例如好文章不該大量引用成語、或一般人都想得出來的詞彙。文

章的意象要創新，作者的想像力就要豐富。比如當大家說「月亮像銀盤」

時，你就該說「月亮像檸檬」吧！如果你只複製大家在用的成語、俗話，

那就了無新意了。文字上要簡鍊、明快一些，長篇累牘和吊書袋兒都沒意

思。（林文寶主編：《兒童文學工作者訪問稿》，頁 453） 
 
文字的運用應力求流暢，除了清楚明白的表達之外，當運用想像力，在意象與辭

                                                                                                                                            
亞探論•附錄》，頁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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彙的運用上突破、創新，這樣就能避免辭不達意、陳腔濫調了。 
 
再者「標點符號」的使用，也很重要。在〈桂文亞兒童散文創作實踐論〉中，

桂文亞提到： 
 

包括寫作時的一個標點符號，我認為都應該非常慎重。絕對不能像王文興

那樣，一個標點符號也不用，從頭寫到尾。……你該用逗號就用逗號，該

用驚嘆號就用驚嘆號，該用句號就用句號。當然你也最好不要用太多驚嘆

號，別給小孩子太多情緒上的「打擊」。有些東西可以用驚嘆號，而有些

東西你要讓它穩穩的前進。如果一篇文章有太多驚嘆號，會讓你覺得有根

鼓槌不斷敲你的腦袋。如果一篇文章逗點不斷，會讓人覺得沒法子呼吸；

如果一篇文章老是句點，你會覺得老要斷了氣。這些是標點符號的用途。

我們在寫作時，第一個絕不能忽略標點符號的重要性。（《桂文亞探論•附

錄》，頁 327） 

 
慎重的運用標點符號，讓辭意與語氣的表達得宜，可使文章達到辭氣流暢的效

果。另外驚嘆號和逗號不宜太多，這樣才不會讓孩子在閱讀時受到太多情緒上的

壓迫與打擊。 
     

在題材的選用上，要能夠吸引孩童的注意，也必須要跟得上流行的腳步，但

若刻意在題材上追求流行，表現得與孩子十分親近，那麼就顯得「媚俗」了。在

王貞芳、吳文薰所做的訪談〈帶領孩子們環遊世界的思想貓－－桂文亞專訪〉中

提到： 
 

現在還有一些「主題先行」的想法，就是先想好主題再去創作，在此，我

還是認為「教育性」的主題不宜強調。也不必「裝得」跟現在的小孩子很

接近的樣子，我不大同意有些作家不論小孩在流行什麼，統統把它寫到兒

童文學裡面，我們應該帶動時潮、創造時潮，而不是跟著流行「媚俗」。（林

文寶主編：《兒童文學工作者訪問稿》，頁 453） 
 
在題材的選用上，兒童文學創作者該有創新且廣遠的視角，才能透視到未來可能

發生的事，也就是說創作者必須先掌握時代的脈動，才得以帶動、創造時潮，若

只跟著流行、媚俗走，那麼題材內容便無法禁得起時代的考驗。 
 
在語言高度的要求上，一位合格的散文家，當求用字精準、流暢、合乎語法，

並慎重的使用標點符號，在意象、辭彙與主題的處理上當求創新。重視此等為文

技巧，才能在散文創作世界中，寫出為兒童所喜愛的「兒童散文」。 
 



 61 

四、追求真善美境界 

 
在散文的世界中，作者與作品的關係是密不可分的，因為作者在處理題材時

態度是主觀的，即使面對客觀的事物，他仍是用主觀的態度處理。26而這主觀的

態度，即是作家本身的人格特質與經驗的內化和體現。 
 
在文學的創作天地裡，我們追求的是藝術思想上真善美的境界。好的文學作

品，除了作品藝術性的追求外，作者人格上真善美的要求亦是必要的，尤其對兒

童文學工作者而言。在桂文亞的兒童散文創作理念中，她一直在追求真善美的境

界，有好的人格特質，才能寫出好的散文作品。以下分別便就追求「人格的真善

美」與「作品的真善美」部分做說明。 
 
（一）人格的真善美 
 

西方人對小品文下的定義，桂文亞認為極具意義，在〈桂文亞兒童散文創作

實踐談〉中便提到： 
 

西方人對小品文下了一個定義：小品文就是小品文家的作品，而小品文的

要素並不在表面，而在作者的人格美。沒有人格美的作品，絕不能成為小

品文家；不表現人格美的作品，不是好的小品文。我們愛小品文是因為愛

那篇作品後的人格。所以「真情實感」的流露構成了散文的特徵，虛情假

意的東西，是進不了散文的門檻的。（班馬：《桂文亞探論》，頁 326） 

 
有人格美的作家才能成為小品文家；能表現人格美的作品才是好的作品。因此一

個成功的小品文家必備的條件即是美好的人格，具有人格美的作家才能寫出引領

讀者走向真美善的作品；具有人格美的作家不會虛情假意，他會「真情實感」的

表達自己。對西方的小品文家的要求是如此，對兒童散文作家的要求也是如此。 
 
有真善美的人格，才能有健全的思想，在寫兒童散文時，我們不能忽略的是

給孩子健全的身心啟示，讓他們能在健康的環境中成長，在健康環境中成長的孩

子，將來才有健全的身心與真善美的人格。她提到： 
 

讓我們都能給孩子一個健全的生理、心理啟示，不管你自己夠不夠健全，

你都不能把不健全的自己帶進兒童文學，這是非常重要的一點。你如果有

                                                 
26 鄭明娳提到：「散文中作者與作品的關係乃顯而易見。作者處理題材的基本態度是主觀的，而

且進一步在文字中暴露其主觀的敘述角度。不僅因為散文處理主觀的事物較為適宜，甚且面對客

觀的事物，作者仍以主觀的態度來處理。」（鄭明娳：《現代散文類型論》，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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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壞習慣，任何癖好，任何偏見，當你走進兒童文學的門檻時，請你先

站在那兒想一想，把那些東西暫時擱在地上，出去的時候再拎起那些成見

出去。請你不要把這些東西帶給孩子，因為我們的孩子需要一個健康、純

淨的成長環境。（同前註，頁 328） 

 
在追求人格真善美的過程中，每個人都有性格上的缺失以及不足之處，但在從事

兒童文學創作時，創作者該有的責任是將自己未能改進的壞習慣、癖好、偏見擱

置，再踏入兒童文學的門檻中，如此才不會讓存有偏失息氣的作品影響兒童。 
    

兒童便如同一株小樹，給它和煦的陽光，適量的灌溉，它會在平和的環境中

生長，雖然有時會碰到風雨、炙陽，但面對成長過程中的挫敗，它必會勇敢的面

對。她提到： 
 

我希望兒童能從小建立一個健全、完整、平衡的人生觀。寫給大人看的作

品，完成不必顧慮這些，可是兒童文學跟成人文學最大的差異，就是讀者

對象不同。從文學作品的藝術要求上來說，兒童文學和成人文學並沒有什

麼差別，但是從對象、從表達方式來說，它們有所分野。你一定要考量你

的讀者對象是誰。如果你給孩子飲用烈酒，你想，他的成長會不會變得不

平和？就像我們從小植養一株小樹，不能澆太多水，澆太多它會淹死，但

是，也不能讓大太陽天天曬，這樣它也會焦死。你要帶領你的孩子，讓他

在一個穩定、平和，愛多於恨，光明多於黑暗的漸進過程中成長。（同前

註，327） 

 
由於兒童文學讀者對象的特殊性，因此在從事兒童文學創作時，在表達方式上一

定要慎重考量。在人生觀的建立上，我們須讓孩子在穩定、平和中成長；讓孩子

在愛多於恨，光明多於黑暗中茁壯，那麼面對生命中的不美好、生活中的苦惡時，

也能用積極樂觀的態度面對。 
 

要建立兒童健全、完整、平衡的人生觀，兒童才能在健全的環境中成長，因

此一位兒童散文創作者，在自我人格的要求上，要向真善美的境地邁進，即使人

格中有許多偏失，也要在步入創作時擱置。桂文亞認為有真善美人格的作家，才

能寫出優秀的小品文作品，因此追求人格的真善美也是兒童散文作家應該努力的

方向。 
 
（二）作品的真善美 
 

要達到作品真善美的境界，便須先掌握散文真實、自然、動人的特質，桂文

亞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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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是一種應用廣泛的文體，沒有既定的規則和範圍，想把它寫得好，反

而不容易。 

究竟什麼樣的散文才稱得上「好」呢？ 

一篇好的散文，必然是言之有物、具有真實的感情和動人心弦的！ 

「兒童散文」當然也應該具備這樣的特質－－是真實、自然而且動人的。

只不過，在取材和表現方式上，特別考慮了小朋友的領會程度和了解的範

圍。而更重要的是，好的兒童散文，更有一種積極的力量，提昇我們的性

靈，引導我們在人生的途中向上、向善。（《我知道，你也愛我！•編者的

話》，頁 2） 

 
有真實的情感，作品在內容技巧上自然生動，能針對兒童散文的特質寫作，在取

材、表現方式上考慮到孩童的能力，寫出提昇性靈的作品，便能達到寫作的第二

個高度－－藝術高度。27 
 
為臻於至善，在完成藝術高度的追求之後，便要追求「思想高度」（同註 21），

也就是讓作品達到一個若有所思、若有所悟的哲學邊緣。桂文亞在〈桂文亞兒童

散文創作實踐談〉中提到： 
 

一篇優秀的兒童散文，雖然要具有發人深省的力量，可是也只要達到一個

若有所悟，若有所思的哲學邊緣，我們不必要把哲學的起承轉合，哲學各

門派的深奧一股腦的全部放進去。只要放進一點，引起閱讀者尋思的興味

即可。因為我們剛才說過，兒童散文的藝術之美即在「留有餘地」。（《桂

文亞探論•附錄》，頁 330） 

 
「留有餘地」即是「提供空間」，只需給一點點，引起孩子尋思、探索的興趣即

可，不必以「全餐招待」。針對此論點，她提出說明： 
 

散文的最高境界，就在那「不即不離」的分寸之地，如同為人處世，同樣

在那不即不離的分寸之間。這分寸，說的仍是「猶有餘味」。（《這一路我

們說散文》，頁 101） 
 
哲學的領域，兒童並不容易進入，能讓作品達到哲學的邊緣，讓孩子思索、探求

之後，而有所悟，那麼便能讓心靈更加成長。 
 

                                                 
27 桂文亞在〈桂文亞兒童散文創作實踐談〉中曾提到，一篇好作品，在寫作上有三個層次：一

是語言的層次，也就是語言的高度；二是藝術的高度；三是思想的高度。（《桂文亞探論•附錄》，

頁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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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在「美」的議題上，桂文亞認為，我們應該讓孩子體會什麼是美，而這

種美來自於一種感動的感覺。在王貞芳、吳文薰所做的訪談〈帶領孩子環遊世界

的思想貓－－桂文亞專訪〉中，桂文亞提到： 
 

我們應該讓孩子體會什麼是「美」－－這美不一定是視覺上的「好看」，

而是一種感動的感覺，使得最後能促成一種行善的力量。如果從「形式」

來講，我從小就是一個喜愛藝術的人，雖然沒什麼機會拿起畫筆，但在潛

移默化之中，自然而然對影像也充滿興趣。特別是眼睛可以看到的美，幾

乎成為生活的一種追求和享受。文字與圖像的相互滲透與參照，成為我表

現思想、情感的一種新的文學表現方式，它讓我更能滿足傳達上的完整

感。至於帶給孩子什麼影響，可能就是一種對美好感覺的關心和重視吧！

（林文寶主編：《兒童文學工作者訪問稿》，頁 452） 
 
所謂的「美」，並非視覺上的「好看」，而是心靈的觸動，也就是一種感動的感覺，

就積極面來講，這樣的觸動，可以使人產生一種行善的力量。因此她希望透過文

字與圖像相互參照的文學表現方式，來完整傳達她的感受，她希望能牽動孩子的

性靈，那種因感動所生的美感，是最深入、最深刻的。 
 
總而言之，一篇好的兒童散文作品要求真，但過於坦露、直率，便失去了美

感，因此在求真之時，也要追求美。桂文亞強調兒童散文要有綜合之美，也就是

前節論及的散文藝術。 
 

好的散文往往在綜合之美，不必全是美在抒情或論理，理想呈現方式乃「在

活潑生動的說理中，蘊涵了寫景與敘述，而且完成了抒情」，亦即余光中

先生所說：「求真不忘求美，論理如在抒情，此即散文藝術」。（《這一路我

們說散文》，頁 99） 

 
求真的同時，不忘求美，論理之中又不致僵化失去情味，如此才是藝術的散文作

品。 
 
此外兒童散文的「真」，並非是作者身上真有其事發生，而是強調感情的真

實。我們可以從桂文亞〈巨人阿達〉的創作經驗中具體了解其創作理念： 
 

文學本身是一種藝術的處理，就我本身來說，我不能不用一些小說技巧。

琦君的散文就用到了小說技巧，這是「真我」的延長，「真我」的強化，「真

我」的渲染。比如李建樹先生談到〈巨人阿達〉，巨人阿達確有其人，他

就住在我家的附近，他確實也是一個得了巨人症的不幸的人。我跟他沒有

直接接觸，但我覺得他可以成為我散文中的人物。我從資料室調來了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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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資料，但真實並不一定能就成為一篇動人的散文，我就想怎樣增加一

些我與他的關係來感動兒童，我覺得「感動」這可能就是真我，最能夠直

接與孩子精神對話，可是如果只有這一部分真我的話，所能達到的效果可

能是不夠的。事實上，最後的阿達我所用的是推測的眼光，用的是小說技

巧，可是讀者會說它是真的假的嗎？讀者需要的是一種感情的真實。所以

我認為散文可以用一些小說技法，只是比例的輕重問題。我是從這個觀點

來看散文的。（同前註，頁 125－126） 

 
在「求真」的過程中，桂文亞並不排斥小說技巧的使用，因為它是使作品能讓讀

者感動的藝術處理技巧。但和小說不同的是，在取材、情感上不失散文講求真實

的特質，因為真實的世界中卻有其人，只是桂文亞與其接近，從接近的敘寫中，

陳述他的遭遇與不幸，以引起讀者的感動，甚或從感動中體會到對不幸者的關

懷。所以作品中「感情的真實」是創作者努力的目標。 
 
人格中有真善美的特質，看待萬事萬物，便能有一顆寬厚又健全的心。有了

一顆健全的心，在兒童文學的世界裡，必能引導孩子走向積極；有了一顆健全的

心，在兒童散文的世界裡，才能創作出求真求善求美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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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小結 
 

在這一章節中，我們分別以兩個主題進行討論：一是「桂文亞的兒童散文

觀」；二是「桂文亞兒童散文的創作理念」。 
 
在「桂文亞兒童散文觀」部分，主要是針對兒童散文具有「散文」的文類特

色，以及「兒童文學」的特質進行討論，並進一步整理出「兒童散文的內涵」。

散文的特色之一是題材廣泛；散文的藝術特質是「求真不忘求美，論理而在抒

情」，兒童散文具有散文文類的特色，因此兒童散文也兼具上述的特點。此外「天

真」和「童心」是兒童文學中重要的質素，兒童散文具有兒童文學的特質，因此

兒童散文也兼具上述的特點。綜合以上要點，我們試圖為兒童散文的內涵做一概

說。一篇優秀的兒童散文，除了能帶給孩童積極向上提昇的力量之外，其所有的

藝術表現，都要以「兒童式」為要求，而在形式的表現上，西方小品文篇幅短小

的特質，亦符合兒童散文的特質。在桂文亞的兒童散文觀中，此等特質都是兒童

散文的內涵。 
 
在「桂文亞兒童散文的創作理念」部分，則以其所提出的兒童文學和兒童散

文的創作理念進行析論，並整理出「注意兒童個性」、「要求創作自覺」、「重視為

文技巧」、「追求真善美境界」等四個面向，做一分述。 
 
童心和童趣是兒童散文的靈魂和核心，唯有在注意「兒童個性」後，方能知

道如何保有「童心」，製造「童趣」，在兒童散文的創作世界中才能寫出充溢童心

童趣的作品。其次為兒童文學創作，必須保持一個理性的狀態，透過理性的創作，

將人生的題材做精心的安排，寫下生活的美善及苦難面，讓兒童能從閱讀的過程

中，得以追求人生的真理與智慧，從而提昇向上的心靈力量，這是文學的功用，

也是創作者該有的自覺與自我期許。 
 
此外為文技巧的講究亦十分重要。在語言要求上，一位合格的散文家，當求

用字精準、流暢、合乎語法，並慎重的使用標點符號，在意象、辭彙與主題的處

理上當求創新。重視此等為文技巧，才能在散文創作世界中，寫出為兒童所喜愛

的「兒童散文」。再者為了提昇兒童散文的藝術層次，在兒童散文中須追求真善

美的境界。人格中有真善美的特質，看待萬事萬物，便能有一顆寬厚又健全的心。

有了一顆健全的心，在兒童文學的世界裡，必能引導孩子走向積極；有了一顆健

全的心，在兒童散文的世界裡，才能創作出求真求善求美的作品。 
 
桂文亞兒童散文的創作世界裡，她認為該給孩子們的是他們喜歡的，以及適

合他們的文學作品，這就是桂文亞對兒童文學創作的堅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