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วิพากษ์บทร้อยแก้วของปิงซิน* 

บัณฑติย์  โลจนาทร
** 

 

บทคัดย่อ 

 ปิงซินเป็นนกัประพนัธ์หญิงท่ีโดดเด่นในประวตัิวรรณคดีจีนสมยัใหม่ แม้บทร้อยแก้วของ

เธอจะผ่านลมฝนแห่งกาลเวลาซัดเซาะ แต่มนต์เสน่ห์ทางศิลปะก็มิได้ลดน้อยลง ทัง้นีส้ืบ

เน่ืองมาจากการตระหนกัถึงปรัชญาคณุค่าแห่ง ความรักท่ีสมบูรณ์แบบตลอดชีวิตของเธอ และ

การซึมซบัวฒันธรรมจีนดัง้เดิมผสมผสานกับวฒันธรรมตะวนัตก การแสวงหาความสร้างสรรค์

ของการประพันธ์บทร้อยแก้วในแบบฉบับของตน ผู้ ท่ี มีศรัทธาต่อความงามอันพิสุทธ์ิเช่น          

ปิงซนิได้มองเห็นตรรกะแห่งความรัก ความศรัทธาตอ่การุณย์รัก ภายใต้พืน้ฐานเช่นนีส้ง่ผลให้เธอ

ฝักใฝ่ต่อวฒันธรรมคริสต์ศาสนา และปรัชญาหยเูจีย กลุ่มผู้อ่านงานประพนัธ์ร้อยแก้วของปิงซิน

โดยมากจะมีความแตกต่างจากกลุ่มอ่ืน คือ ประกอบด้วยผู้สูงวยัและเด็ก มีทัง้นักวิชาการและ

ผู้อา่นทัว่ไป ปิงซนิ สตรีท่ีมีความเมตตาการุณและใสซื่อดจุล าธารใส ได้มอบดวงจิตอนัพิสทุธ์ิและ

ภาษาท่ีนุ่มนวลพรรณนาถึงความจริง ความดีและความงามตอ่ผู้คนให้เป็นท่ีประจกัษ์ 

--------------------------------------------------- 

 * บทความนีเ้ป็นส่วนหนึ่งของวิทยานิพนธ์ “วิเคราะห์บทร้อยแก้วของปิงซิน” หลกัสตูรศิลปศาสตรมหาบณัฑิต สาขา

วรรณคดีจีนสมยัใหม่และร่วมสมยั 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หวัเฉียวเฉลิมพระเกียรติ อาจารย์ท่ีปรึกษา อาจารย์หนีจินหวั 

 ** นักศึกษาหลักสูตรบัณฑิตศึกษา  สาขาวรรณคดีจีนสมัยใหม่และร่วมสมัย  คณะภาษาและวัฒนธรรมจีน

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หวัเฉียวเฉลิมพระเกียร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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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บทความนีศ้ึกษาบทร้อยแก้วของปิงซินเป็นพืน้ฐาน ผนวกกับการอ่านงานวิจัยทัง้ใน

ประเทศจีนและต่างประเทศ ค้นหาภววิสยัภายใน โดยรวมแล้วยงัได้ใช้ระเบียบวิธีวิจยัทางด้าน

สุนทรียะและวัฒนธรรมศึกษา อิทธิพลของวัฒนธรรมหยูเจียอันเป็นวัฒนธรรมดัง้เดิมและ

วฒันธรรมคริสต์ศาสนาของตะวนัตก สง่ผลตอ่งานประพนัธ์ร้อยแก้วของปิงซนิ ผา่นการวิเคราะห์

อย่างเป็นรูปธรรม เน้นความถกูต้องแม่นย า และจ าแนกการสร้างสรรค์ผลงานซึ่งมีคณุูปการอนั

ยิ่งใหญ่ของปิงซนิ  

 บทความนีแ้บ่งออกเป็น 3 ส่วน คือ ส่วนท่ี 1 เร่ิมจาก “ปรัชญาคณุค่าแห่งความรัก” ซึง่

สาดส่องออกมาจากงานประพันธ์ร้อยแก้วของปิงซิน หนึ่งคือ แสงแห่งความรักของแม่ สองคือ 

ความไร้เดียงสาของเด็ก สามคือ ความงามของธรรมชาติ สี่คือ ความรักท่ีขาดหายไป ส่วนท่ี 2 

จากมมุมองของวฒันธรรมศาสนาค้นคว้าการประพนัธ์บทร้อยแก้วของปิงซินท่ียอมรับวฒันธรรม

ขงจ่ือและแสดงออกถึงจิตวิญญาณของวัฒนธรรมคริสต์ศาสนา สืบค้นทัศนะของปิงซินท่ี

ถ่ายทอดและฝากความหวงัต่อศาสนา หนึ่งคือ การเผยแผ่วฒันธรรมศาสนา—การผสมผสาน

ระหว่างวัฒนธรรมคริสต์ศาสนากับปรัชญาของรพินทรนาถ ฐากูร สองคือ การปลดปล่อย

ความรู้สึกเศร้ารันทด—จิตส านึกของสตรีในงานประพันธ์บทร้อยแก้ว สามคือ การฝากฝังเร่ือง 

“ความรัก” ในจิตวิญญาณของศาสนา—เก่ียวกบัความรักของสรรพสิ่ง สี่คือ สีสนัของวฒันธรรม

ขงจ่ือในบริบทของศาสนา—การประพันธ์โดยผสมผสานวฒันธรรม ส่วนท่ี 3 ผ่านการจ าแนก

ลักษณะการประพันธ์อันมีเอกลักษณ์ในบทร้อยแก้วของปิงซิน มุมมองมหภาคท าให้เข้าใจ

ความส าเร็จทางศิลปะในบทร้อยแก้วของปิงซิน หนึ่งคือ ภาษาท่ีงดงามและนุ่มนวล สองคือ 

มโนคติอนังดงามราวกับบทกวีและภาพวาด สามคือ การบรรยายความรู้สึกอย่างอ่อนโยนและ

จริงใจ สี่คือ การเปรียบเทียบบทร้อยแก้วของปิงซนิและสีว์จือ้หมอ 

ค าส าคัญ : บทร้อยแก้วของปิงซนิ  ปรัชญาคณุคา่แห่งความรัก  จิตวิญญาณคริสต์ศาสนา   

      วฒันธรรมหยเูจีย  ความคดิริเร่ิมสร้างสรรค์ทางศลิป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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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心散文创作论 

卢森兴 

论文摘要 

冰心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独树一帜的女作家，她的散文经历了风雨历史的冲

刷，艺术魅力依然不减，这源于她一生对“爱的哲学”的完善，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

方文化的吸收与融合，对自身散文独创性的追求。崇尚真善美的冰心，以爱为真理，

以爱为信仰，在此基础上，她融入了儒家文化的思想和西方基督教文化的精神。冰心

散文的读者群很广，既有老人，又有孩子；既能适合学者绅士，又能吸引平常百姓。

冰心，一个如清泉般纯真、善良的女性，用世间最真挚的心和最温柔的语言向人们述

说着真、善、美。 

本文以冰心散文的文本为基础，结合对中外相关文化学专注的阅读，找出其中存

在的内在联系。总体上运用美学、文化学的研究方法，从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和西方

基督教文化对冰心的影响来阐释冰心的散文创作。通过具体的论述，力求准确认识和

分析冰心在文学创作上的伟大贡献。 

全文共分三部分，第一从“爱的哲学”在冰心散文中的投射与观照出发。一是母

爱的光辉；二是童心的纯真；三是自然的壮美；四是爱情的缺席。第二则从宗教文化

的角度探讨冰心散文创作对儒家文化的认同与对基督教文化的精神显现，体察冰心宗

教情怀的表现与寄托。一是宗教文化的传播——基督教文化与泰戈尔哲学的融合；二

是悲悯情怀的释放——散文创作中的女性意识；三是宗教心灵“爱”的寄托——关乎

一切事物的泛爱；四是宗教氛围中的儒家文化色彩——复合型文化创作。第三通过对

冰心散文艺术独创性的整合分类，从宏观角度把握冰心散文的艺术成就。一是典雅婉

约的清丽语言；二是诗情画意的优美意境；三是率真温柔的情感抒写；四是冰心散文

与徐志摩散文的比较。 

 

 

关键词 ：冰心散文；爱的哲学；基督教精神；儒家文化；艺术独创性 
  
 

 

 
 
 

 

 

爱的哲学的投射与观照 

每一个作家的作品都有其独到的精神与灵魂。把握冰心的生活脉络，观照冰心的散文创作，

可以发现在冰心散文的字里行间渗透的都是脉脉温情，其作品的文学精神就是“爱的哲学”。

在中国，甚至大到整个世界，都很少有哪位作家能够像冰心一样，用生命去呼唤爱与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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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同时期作家的作品相比，冰心散文最大的特点就是极具母性意识和人格魅力，在冰心看

来，“作品是作家人格的反映”。冰心创作的散文所吟唱描写的始终不出于对安逸生活的赞美，

自然的美妙与家人爱意的美好。她拥有非常丰富完整的爱，同时也付出了广博深厚的爱。冰心

不仅用语言，同时也用行动把真、善、美的大爱奉献给文学的世界和人的世界。可以说，“爱

的哲学”是冰心散文的灵魂与支柱，“爱”则是紧系冰心一生每个时段的纽带，她用母爱、童

心和大自然三位一体的理想，构建着“五四”新文化多元意识中的“爱的哲学”。有论者称：“纵

观冰心散文，爱的主旨一脉相承，贯穿始终，构成其‘坚定的信仰和深厚的同情’的内核。”[1] 

(P143) 

 

母爱的光辉 

 

母亲是冰心的心之极光。冰心对“爱”最初的领悟来自母亲。“鸿初辟时……当时人类在

母亲的爱光之下，个个自由，个个平等!”她在散文中所塑造的人格形象多数也是来自于母亲

慈祥温柔的情感与典雅蕴藉的品格。她在美景之中首先想到的是“倘若此时母亲也在这

里……”；她最愉快的回忆是“挽坐在母亲的旁边，挽住她的衣袖，央求她述说我幼年的事。” 

“我是生活美满完全的人，不知人情甘苦，然而即你的经验，你所谓的二十三年的苦日子，

也不能证明人类是不爱的！”“谈别的你或不懂，而童年母爱的经验，你的却和我一样。” 

          (《悟》) 

由于从小生长在温馨和谐的家庭氛围中，冰心所感受到的大多是和气温暖的亲情和深切温

柔的母爱。因此，在冰心的散文中，“爱的哲学”理念多落实为以“母爱”为本质特征的文学

形象。母爱是冰心“爱的哲学”的基石，其散文作品几乎全部都贯穿着母爱这一中心思想。在

冰心看来，母爱的至高无上、博大无私可以慰藉人类心灵的创伤，它化凶残为善良，化丑恶为

美好，化黑暗为光明。母爱是冰心描写最多、也最动人的内容，是冰心毕生歌颂和追求的主题。 

一、 母亲形象的创作实践 

她爱我，不是因为我是“冰心”，或是其他人世间的一切的虚伪的称呼和名字！她的

爱是不附带任何条件的，唯一的理由，就是我是她的女儿。 

她对于我的爱，不因着万物毁灭而变更。  （《寄小读者·通讯十》） 

在散文创作中，冰心一直以少女初次觉醒的眼光来感受母爱，从自我的人生经验出发寻找

母爱中超越功利性的心灵慰藉，并不断受到这种情感的精神熏陶。而正是因为母爱的单纯与非

功利性，才使得母爱亘古不变，给予子女永远的安慰。这种母爱启迪了现代人性的觉醒，是典

型的“五四”启蒙话语。中国古代文学中，由于封建男权文化占据话语的主导面，关于母爱的

正面描写非常匮乏，从这个角度看，冰心母爱形象的创作实践无疑具有挣脱封建压制的现代意

义。“实际上也正是从冰心开始，母爱才真正浮出历史地标，受到理直气壮的认可和普遍的文

学关注”，任何否定女性情感，否定母爱价值的观念，都将是对人性的粗暴践踏。 

对屋里母亲唤着，我连忙走过去，坐在母亲旁边——一回头忽然看见红莲旁边的一个

                                                        
[1] 汪文顶. 冰心散文的审美价值，无声的河流——现代散文论集 [M].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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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荷叶，慢慢的倾侧过来，正覆盖在红莲上面……我不宁的心绪散尽了！                                           

（《往事》） 

冰心创作的《往事》二十则内容丰富，意味深长。文章中记载了童年欢乐的回忆，描绘了

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与向往。有用趣味真实的文字探索了神奇的宇宙，又有对生命意义最凝重的

思考。怀念了少年与友人的情谊，也将目光投向生活中的弱者。其中成就最高的，当属《往事》

第七则。 

《往事（一）七》中，冰心怀着眷眷之情回忆了一段童年往事，是“一个心灵脆弱者”对

“生命历史中的几页图画”的回忆。这些图画对作者而言是“镂刻在回忆的心版上”般刻骨铭

心的。 

文章开头在娓娓的叙述中铺展开来，用轻柔的笔调营造出一种喜悦、祥和的气氛，点染美

丽的色彩，营造出一种流光溢彩的芬芳与高洁情致。父亲的朋友送给我们的两缸莲花使我从烦

闷中暂时解脱出来。接着，透过时空的转变，两缸莲花成为了宁静生活中跃起的一朵浪花。通

过眼前的两缸莲花，冰心联想起故乡院子里的莲花以及祖父曾笑把三蒂莲比喻为谢家三姐妹的

过去，致使冰心十分关注莲花的命运，细腻地描绘了白莲和红莲在雨中的不同遭遇，和自己的

心情随之的起落变化。 

母亲啊！你是荷叶，我是红莲，心中的雨点来了，除了你，谁是我在无遮挡天空下的

遮蔽？ 

文章的聚焦点是荷叶覆盖红莲，为红莲遮蔽风雨的镜头。这个镜头触动了冰心温柔的心怀，

自然地升华到母爱的主题。荷叶宁可自己被风吹雨打，也不愿意让娇嫩的莲花受到一点点苦，

这种无私奉献的伟大精神自然而然地勾起了冰心对母亲的怀念。 

《南归》又是一帧母爱具象化的写真，抒情中见朴实的叙事功力。侍疾奔丧，深化了冰心

的母爱。从病痛死别的关节眼上，精心刻画母亲的性格气质，更显示了母亲的慈爱、沉静、坚

强，和母爱情怀的温柔伟大，实际上也是写出了普天下母亲共有的品格。同时，冰心又情不自

禁地写下了《寻常百姓》，“忏自己不能使白燕安于其居，并无望地希望它万一重复飞入我家”，

感念母亲的遗物。后来在《关于女人》中又专写了《我的母亲》，宣示母亲“乃是世界上最好

的母亲中最好的一个。”冰心有着一种异乎寻常的恋母情结，这用弗洛伊德的理论是解释不通

的，人类的情感实在太丰富、太神秘了。1987年的“腊八粥”早晨，冰心再次写了《我的母亲》，

只勾勒母亲的精神人格，仿佛是道出了自己的“恋母情结”之秘。 

二、 母爱意象的丰富含义    

应该看到，冰心虽然常以母爱入文，然其母爱绝非禁锢在单纯的生物之爱中，而是祖国的、

民族的、人民的，是宇宙的、自然的、天地的，是上帝的、人神的。在文中，冰心除了表现出

她自身细腻缠绵的情思和对母亲的感恩之外，同时也进行了母爱主题的拓展与延伸，希望通过

母爱这一特殊深厚的情感因素将全世界的人联系在一起，让人们相互关爱与扶持。 

“母爱在冰心的作品中，既是抽象的，也是具象的，……所以，当一旦失去了生活中的母

亲的时候，那种撕心裂肺是常人无法理解的，这不仅是失去生活中的母亲，更是失去了精神理

想中的母爱。”1在《往事（一）七》中，莲花与荷叶已经不仅仅是院子中那些独立的客体，而

是作者潜意识中的抽象关联物。在绿叶中亭亭玉立的“莲花”就像是冰心对当时社会理想的象

征，寄托了她对未来美好的精神渴求。而“荷花”也不再只是单纯指向冰心母亲这样的个体，

                                                        
[1] 王炳根. 真诚自然 真情实感——冰心的散文[J]. 爱心. 2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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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是一剂救世良方，用以建立“人世间只有同情和爱怜，人世间只有互助与匡扶”的理想

世界。 

柔美与温情，颂扬与感恩，都是冰心母爱的主旋律。它体现了作者观照世界、审视现实的

方法与过程。冰心由母爱联想到人类之爱与宇宙之爱，同时探寻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她在对母

爱无限的讴歌中，放入了自身心灵与情感深处最真实的体验，用优美的语句描绘出鲜活的艺术

形象，将对母爱的感性体验升华成对人类之爱和宇宙之爱的无限向往与憧憬。茅盾对此有很高

的评价，他认为“既然是‘爱’创作了宇宙，调整着万象，引导了人生，那么，对于那不得一

见的‘将来’女神的面目也就无所用其惴惴然了。这在冰心女士就好像是一颗‘定心丸’，而

这‘定心丸’，既是她个人生活产生的要求，也是她个人生活产生的果实。”[1]（P74） 

从冰心散文的字里行间，我们看到了作者对生命本质的思考与探索，看到了冰心寄予的“有

了爱便有了一切”的社会理想。独特的人生经验给了作品细腻的情感，真挚的感动，带给读者

独特的精神震撼。 

三、 母爱映照的人性力量 

为此我透彻的觉悟，我死心塌地的肯定了我们居住的世界是极乐的。“母亲的爱”打

千百转身，在世上幻出人和人来，人和万物种种的一切的互助和同情。这如火如荼的爱

力，使这疲缓的人世，一步一步的移向光明！……我只愿这一生一念，永住永存，尽我

在世的光阴，来讴歌颂扬这种神圣无边的爱！ (《寄小读者·通讯十二》) 

女性主义理论认为，母爱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是父权制文化的牺牲者。另一方面，它

却总是无意识地以自己的身份延续着父权制度。冰心从中国传统文化出发，立足于时代，遵照

自身的生命体验，将深切的母爱颂歌作为几千年来父权制教条下长期被遮蔽的女性价值的肯

定，以母爱来对抗暴力与专制横行的父权社会。对于不同阶级之间的不平等，冰心总能敏感地

把握住，并试图用母爱去弥合这种不平等，为现实中苦闷与彷徨的青年人营造爱的保护壳。母

爱温情的展示消解了冰冷的父权文化，柔化了以父权至高无上为表征的社会现实，确立了女性

作为“人”的独立存在，体现出强大的人性力量。 

除了对父权制度的冲击与反扑，冰心笔下的母爱还是我们民族现实人生中人性和人情最美

的，也是最值得赞颂的部分，她完全是将母亲这一形象作为中华民族传统人格的理想典型来加

以再现的。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母亲就像大地，具有繁衍、滋育生命的功能和广大的包容性。“地

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说的就是母性犹如大地一样广博深厚、载育万物。母爱是人人都可

以感受得到的，是人类最普遍的爱。文学史上，写母爱的作品很多，如孟郊的《游子吟》、归

有光的《项脊轩志》，胡适等杰出学者和作家中也常有人写母爱，冰心却别具特色：她是那样

细致入微地描写母爱的无所不在，又以爱的哲思把它升华为生命的支柱和人间情爱的最高典

范。这其中包含了冰心作为女性独特的生命体验，她是通过亲身感受颂扬生生世世相传的母爱

精神，也是对人类中崇高人性的讴歌。 

冰心塑造的母亲，虽然并没有丰功伟业，但却满是脉脉温情，集中国女性传统美德于一身，

成为读者心中完美人性的象征。这样的母亲所给予的爱已经不再是黑暗时期世态炎凉下迫于生

存的世俗之爱，而是温暖的，是儿女的庇护，是无私的奉献与坚韧的自我牺牲。冰心散文中的

母爱成为现实人生中唯一一种不带任何功利性的爱，那样的真诚与永恒，脱离了生物性的变更，

                                                        
[1] 茅盾. 冰心论. 冰心论集（上）.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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唤醒了人们心中至真至诚的崇敬与爱戴，完成了道德上的净化与升华。 

童心的纯真 

歌咏和赞美童真，是冰心散文中的又一重要主题。冰心热爱生命，疼爱孩子，她以乐观开

朗的态度来对待生命，以通透豁达的情感来教育孩子。不仅如此，她更是热烈向往孩子般自由

的生活，在她的散文中，总是强烈地抒发着对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生活的向往。在她长达七

十年的创作生涯中，我们不仅深切感受到了她的淡泊与从容、温柔与优雅的艺术风格，更是在

这样的外在表征下，发现了她那颗永远跳动的热情洋溢、纯真自然的童心。 

由于孩童的生活依旧处在天真烂漫的童话世界之中，成人社会的种种恶心还未能熏染他们

纯真无知的心灵。因此，冰心借助这个角度进一步深入开掘与讴歌，给当时那个道德沦丧、人

格分裂的污浊社会注入了一股理想之光，她的许多作品都呈现出以“童心”去体悟世界，展现

世界温情的特点。 

一、 童心的真实与纯洁 

一个成人不可能再次变成儿童，正如人类无法再回归童年时代，然而，儿童世界始终是成

人世界最深的精神记忆。早在古时候，东方文化就有对童心的深刻认识，推崇过这种弥足珍贵

的“童心”。对于冰心来说，她不仅仅只是被这样的美学观点深深吸引，同时她也渴望以自身

的生活实践作为其散文作品最直接最真切的素材，坚决地从事着“人类童年的艺术”创作，以

自然本真的“童子之心”进行散文写作，认真体察现实的情感，最真切地表露她与孩童天性天

然的接近，最独特地表达她对童心的尊重与崇敬之情，为饥渴的读者们输送丰富的精神食粮。 

海霞是她的扇旗，海鸟是她的随从，夜里她拽着白衣蓝裳，头上插着新月的梳子，

胸前挂着明月的璎珞；翩翩的飞行在海波之上。（《往事(十四)》） 

在这里，冰心借助小朋友的话语，将大海想象成一位女神，这种想象美丽而奇特，充满了

童趣。童心成为沟通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桥梁，同时也成为开启小读者思想和心灵世界的钥匙。 

我写儿童通讯的时节，我似乎看得到那天真纯洁的对象。我行云流水似的，不造作，

不矜持，说我心中所要说的话。 

《寄小读者》中，冰心把天真的孩童作为自己谈心的对象，希望他们能与自己“畅胆的谈

谈笑笑”。她善于捕捉儿童心灵世界独特的天真与趣味，通过对童年的追忆，对花朵般美丽童

趣的描述来反衬与改造黑暗的现实。 

在冰心许多的篇章中，儿童被描绘成天使，是“爱的哲学”中纯真的天使。她将爱的实现

寄望在孩子身上，从孩子的童真美妙中得到开解与领悟。散文《笑》就很自然地表达了从天使

到儿童的转化，并传达了冰心本人的思想。这样包含在爱意中的童心纯洁真实，安顿了一颗颗

烦闷却又向上的年轻人的心，成为知识分子寻求出路时迫不及待开出的一贴治愈人生苦闷的良

药。 

《笑》最早刊于 1921 年 1 月 10日的《小说月报》，是冰心早期散文的成名作。这篇散文

不足 800 字，却是一篇不折不扣的美文，经历了 80 多年的岁月磨砺后更是散发无尽魅力，每

每读来，都不禁让人生出一份感动。 

凉云散了，树叶上的残滴，映着月儿，好似荧光千点，闪闪烁烁的动着。 

《笑》描写了冰心在一个雨夜的所见所感。平常的月夜里，雨声渐小，清光透过窗帘照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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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作者推开窗一看，上文那样一番美景便跃然眼前。这样动人的画面看在孤独的作者眼中，

更是情绪涌动。 

凭窗站了一会儿，微微的觉得凉意侵人。转过身来，忽然眼花缭乱，屋子里的别的

东西，都隐在光云里；一片幽辉，只浸着墙上画中的安琪儿。——这白衣的安琪儿，抱

着花儿，扬着翅儿，向着我微微的笑。（《笑》） 

通过这样的微笑，作者打开了紧闭的心门，涌现出五年前的一个画面。 

一边走着，似乎道旁有一个小孩子，抱着一堆灿白的东西。驴儿过去了，无意中回

头一看。——他抱着花儿，赤着脚儿，向着我微微的笑。 

“抱着花儿，赤着脚儿，向着我微微的笑”的路边的孩童，有着让人感动的笑容。他的脸

上色彩鲜明，线条柔和，神采飞扬，想象中的世界和美化的现实都统一到“笑”这一点上。在

《笑》中，虽然没有五四文学中那种直接的揭露，更没有犀利的批判，但作者却在不断追求着

爱和美的世界，追求童心的纯洁。同时，这也表达了对黑暗社会与污浊现实的一种不满与摒弃，

是一种间接的斗争。在文中，冰心所崇尚的童心，所标榜的真善美，无疑是人类心灵有力的净

化剂，引导人们正确的人生方向。 

冰心的童心蕴含了丰富的意义。童趣的常驻心田，意味着对世俗、对现世枷锁的抵抗，意

味着真实纯粹的人性不失。她将童心世界以极其鲜明的个性作为主导，并融入了许多文化的成

分，形成了独特的风格，体现了其在精神意蕴和审美意识上不懈的追求，表现了冰心作为现代

女作家对人的现代意义的积极探索。 

二、 童心展现的真挚情感 

真挚情感的展现是冰心坚持了一生的文学观。她曾提出：“这其中只有一个字‘真’。所

以能表现自己的文学，就是‘真’的文学。”[1]（P193）因此，在冰心的散文中，其童心的

描写正是为了展现这一份“真”，展现这真挚的情感。真诚是她的人生态度，更是她的创作态

度。童心的纯真与美好正是为了追求真实，讲真话，抒发真情，表现真实。 

应该说，情感的真挚对于所有散文来说，都应该是其生命所在，灵魂所系。冰心的散文就

是她那童真的内心世界中流淌出的心泉，她能在作品中肆无忌惮地抒发自己的童真，表达自己

的真情，倾吐衷肠，抒写性情。 

病重不必装大人，自然不妨重做小孩子！ (《山中杂记》) 

在《山中杂记》里，冰心饶有兴致地描写小鸟破壳而出的过程，包括那些美丽的蝴蝶，负

重爬行的蜗牛，嗡嗡叫唤的蜜蜂，还有那些聒噪的青蛙，都是一片色彩斑斓的童真与童趣。读

着冰心的散文，总能看到一个个天真烂漫、纯洁无暇的孩童形象跃然纸上，而只有借着孩童未

经污染的双眼打量这个世界，才能有这般形象生动，远离世俗的描述。这样的描述温柔而雅致，

情真而意切。 

冰心通过展现儿童质朴稚嫩的童心美，主要是想告诫人们：“要了解他们的自尊心，把他

们当做一个人来对待，而不是玩具，也不是随便和孩子们开无意义的玩笑。只有这样，他们才

愿意接近你，做你的朋友，向你交心，向你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2](P213)讴歌童心，赞

美孩童，给予他们特殊的地位，这不仅仅是美好人格力量的展现，也具有一定的反封建意义。

                                                        
[1] 冰心. 文艺丛谈[A]. 卓如编. 冰心全集(第一卷)[C].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 

[2] 冰心. 寄小读者 通讯一[C]/冰心文集第 3 卷.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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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孩童没有因为社会的熏染失去自由，他们纯洁无暇，真挚热情，所以她总是真实地尊

重童心，保护童心，号召“万千的天使”都应该一起来歌颂小孩子，展现情感的真挚，体现人

生的真味。 

对童心的赞美是人类意识觉醒一个重要的部分，更是在中国文学中开掘出一个未曾有过的

与现实相对抗的理想范畴，让读者能够分享到一种人类相通的精神现象，即童真是“真我”的

表现。因为“真我”的存在，所以人们才能继续期盼人生如童真般温馨可爱，没有瞒骗。有人

曾指出：“冰心以为文学作品贵在真诚地表现她自己，我们只能就人论人，还她一个客观的价

值，不参以批判者主观的成分。冰心只是冰心，不是其他人”[1]（P37）。 

自然的壮美 

大自然绚丽缤纷、奇光异彩，总能引起无数文人争相赞叹与膜拜。在冰心的散文中，我们

可以看到山河的瑰丽，树木的苍茫，人生的热情，青春的永远，字里行间满是对自然的赞美，

对生活的赞美。在文中，冰心常以“造物者”来称呼大自然，认为自然是有意识、有情感的神

灵，是万物的创造者，将其当做审美的、哲学的对象进行鉴赏和体验。 

一、 瑰丽的景致 

在冰心的笔下，自然无疑是美的象征。无论是座座山峰，还是方方湖泊，甚至是一片沼泽，

都是远离尘世纷扰与争执的美好事物，是如此地永恒而宁静，柔美而天然，带给读者无限的情

趣和美的陶冶。她总是力图赞美祖国最壮美的山河，颂扬最富于创作力的人民。 

松林是一片浓黑的，天空是莹白的，无边的雪地，竟是浅蓝色的了。这三色衬成的

宇宙，充满了凝静，超逸与庄严。    （《往事》） 

大自然是冰心童年时代就储存、蓄积的最富有的宝藏之一。她成长在福建长乐和山东烟台

的山陬海隅，如一个纯真的自然之子，从小便养成了亲近和热爱大自然的天性。她觉得“我们

都是自然的婴儿，卧在宇宙的摇篮里”。后来，泰戈尔的“宇宙和个人的心灵中间有一大调和”

的思想，又启发了她的自然爱意识，斯宾诺莎的泛神论和卢梭的回归自然、崇尚自然和童真等

哲学也都对冰心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冰心以女儿感恩母亲般的心情投入大自然的怀抱，留心捕

捉各种景观，体察万物之间的关联谐调，凝神感悟物我灵性的默契和交流，把自然万物生命化、

性灵化。 

如《通讯·二十六》写道：“绮色佳真美!美处在深幽。喻人如隐士，喻季候如秋，喻花

如菊。”她生病住入青山沙穰疗养院，不以之为苦，而是感激造物主善解人意的安排，让她“抛

撇一切，游泛于自然海中”，心与物游。她还受到中国古代诗文托物言志传统的影响，潜心发

现自然的哲理昭示。 

如《通讯·十七》从雏菊和蒲公英中“悟到万物相衬托的理”，确信“世上一物有一物的

长处，一人有一人的价值”。 

我沐着微暖的阳光，在树根下坐地，举目望着无际的耀眼生花的银海。我想天地何

其大，人类何其小。当归途中冰湖在我足下溜走的时候，清风过耳，我欣然超然，如有

所得。          （《寄小读者·通讯十四》） 

                                                        
[1] 李希同. 冰心论·序. 北京：北新书局，1932 年影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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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我们都做个“海化”的青年。……海是温柔而沉静。……海是超绝而威严。……

海是神秘而有容，也是虚怀，也是广博。   （《往事》） 

大海是冰心最爱的具有象征意义的自然景物。在她的笔下，海或者“海的女儿”湖，具有

“温柔而沉静”，“超绝而威严”，“神秘而有容，也是虚怀，也是广博”的特性，像一位慈

母，又像一位女神。她至诚地追求“我在母亲的怀里，母亲在小舟里，小舟在月明的大海里”

的“极乐”境界。在这里，冰心通过“海”的意象，把母爱的深沉、童心的纯真和自然的秀美

融合在一起。 

海水竟似湖光，蓝极绿极，凝成一片。斜阳的金光，长蛇般自无边直接到栏旁人立

处。上自苍穹，下至船前的水，自浅至于深翠，幻成几十色，一层层，一片片的漾开了

来。……海好像我的母亲，湖是我的朋友，我和海亲近在童年，和湖亲近在现在。海是

深阔无际，不着一字，她的爱是神秘而伟大的。我对她的爱是归心低首的。 

（《寄小读者·通讯七》） 

《通讯七》中，冰心描绘了壮丽的海上风光。在因病来到青山疗养的七个月中，大自然成

为冰心形影不离的好朋友，甚至将自己融入到自然之中，成为大自然大家庭中的一员。 

在《往事》(二)之五中，真切地写出了冰心去美国的路上，坐船经过太平洋，在大海的期

待中反映出的感情世界。整篇文章巧妙地运用了渲染烘托的手法，通过描写周围人们对海浪的

态度和热闹的氛围，渲染了一种期待的心理，对海浪的期待，对陌生国家的期待，进而升华到

对人生的期待。通过描写大海的强盛威武，显现出了“我”乐于挑战的精神和坦然面对将来一

切挑战的心理。尤其是文章最后所写:“青年心中希冀惊笑的风浪，比海洋中的实况，大得多

了!”更是表明了作者准备好迎接前程中更大困难的决心和信心，烘托与渲染的手法将这种决

心和信心表现得更加的坚定，预示着未来人生道路的绚丽多姿。 

我沐着微暖的阳光，在树根下坐地，举目望着无际的耀眼生花的银海。我想天地何

其大，人类何其小。当归途中冰湖在我足下溜走的时候，清风过耳，我欣然超然，如有

所得。          (《寄小读者·通讯十四》) 

《寄小读者》是冰心 1923—1926 年旅美留学期间写给《晨报副刊·儿童世界》的通讯结

集。集中除了童年回忆、医院生活、学友交往之类题材外，很多是描述美国的风光景色，作者

的足迹涉及慰冰湖、玄妙湖、角地、银湖、伍岛、银湾、绮色佳等地。在此，冰心把通信的形

式引入散文，把人生感悟和自然景物以亲切的方式做出最为内心化的倾诉，创造了清淡与华采

结合的风格。虽然对象是“小读者”，但高品位的审美趣味以及高雅典丽的文采吸引了所有的

成年读者。其中，《寄小读者·十四》行文明白晓畅，细腻温柔中微带悲绪，代表了冰心早期

纤丽典雅的抒情文风。 

二、 情感的旨归 

对自然赞美在形式上的意义，指向了人类最本质的情感，是一种情感的旨归。巴金先生说：

“一代代的青少年读到了冰心的书，懂得了爱：爱星星，爱大海，爱祖国，爱一切美好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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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孩子们都读一点冰心的文字。”冰心一生步履遍及四方：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学院，日本的麻

布区，巴黎、开罗、莫斯科，还有云南的默庐，四川的潜庐。这些地方“偶尔也会在我梦中出

现，但都不是我的‘家’”，而“只有住着我的父母和弟弟们的中剪子巷才是我灵魂深处永久

的家”。祖国、家乡、家中的父母和手足同胞，是冰心与生俱来的永远无法真正“放下”的深

爱，这些深爱不是通过浮夸式的赞美来达成，而是通过对祖国家乡自然景观的描摹与绘写来表

达。爱是她身上流淌的血液，是冰心生命的根。爱国的主题在以自然为写作对象的散文中达到

了最强音。 

爱正如自然的规律性变迁一般，有欢乐也有痛苦，有喜也有忧。梦见中剪子巷的家，使她

浮想联翩：“不禁回溯起这 90 年走过的甜、酸、苦、辣的生命道路，真是‘万千恩怨集今朝’”。

这里又饱含着作者对人生穿透历史时空的思考，对世事沧桑不言自明的感悟。老作家萧乾读它

后写了一篇《大姐的梦》指出：“虽有时浸在回忆中，然而她那双炯炯有光的眼睛，更凛然地

盯着现实，什么尖锐的问题她都敢碰，什么不平她都要鸣。她说她一无所有，然而她拥有一腔

火热的正义感和一颗大无畏的心灵。”早在 30 年代，茅盾就深刻地指出：“在所有‘五四’

时期的作家中，只有冰心女士最最属于她自己。她的作品中，不反映社会，却反映了她自己。

她把自己反映得再清楚也没有。在这一点上，我们觉得她的散文的价值比小说高。” 

秦牧说：“她望着繁星，对着大海，赞美自然，讴歌母爱，爱慕善良，在夜气如磐，大地

沉沉的当时，她告诉人们要追求真善美，憎恨假恶丑。”冰心反复描绘祖国的山川草木，歌唱

祖国的美好景色。她深情地赞美大自然，借助描述的景物抒发了爱国情怀。在冰心笔下，大自

然的春花秋月，暮光月夕，海浪湖波，丛林溪水，如诗歌般优雅，如名画一般色彩斑斓，生机

勃勃，让读者仿佛置身其中，目不暇接。祖国那般壮丽的河山，旖旎的风光，就在作家浸染深

情的笔墨中铺展开来，意蕴深沉，感人至深。 

爱情的缺席 

在“五四”影响下的文学创作之中，爱情题材是一个热门。而在冰心“爱的哲学”的散文

中,母亲、儿童、大自然的主题永恒回响,却很少出现男女两性之爱的影子。这一点在与冰心同

时代的女性作家中，几乎是没有的。冰心散文作品中爱情缺席的原因,很值得我们探索。 

在当时,作家郁达夫就曾提及这一现象“对父母之爱，对小弟小兄小朋友的爱，以及对异

国的弱小儿女,同病者之爱，使她的笔底有了温泉水似的柔情。她的写异性爱的文字不多，写

自己的两性间的苦闷的地方独少的原因，一半是因为中国传统的思想在那里束缚她，但一半也

因为她的思想纯洁，把她的爱宇宙化了秘密化了的缘故。”中国传统思想的束缚可以想见，是

一个共性因素，冰心“思想纯洁”也仅仅是根由中的一个方面。针对冰心个人的特殊性，其散

文爱情的缺席应有以下四方面原因。 

一、父性意识影响下的女儿身份 

很难想象语言温婉柔和，淑女气质浓厚的冰心小时候是一个“野”性、“丝毫没有少女的

气息”[1]（P25）的孩子。在冰心的回忆性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环境把童年的“我”，造

成一个“野孩子”。家附近是军兵营或海军学校。没有同年龄的女伴，没有玩过“娃娃”，没

有学过针线，没有搽过脂粉，没有穿过鲜艳的衣服，没有摘过花。母亲的病弱和家中的冷清，

使得“我”整天跟在父亲的身边“参加了他的种种工作与活动，得到了一般男子都得不到的经

验”[2]（P26）。虽然她在十岁以后回到家乡,开始“从父亲身边走到母亲的怀抱”，开始她

的少女时期,使得她的男性气质得以纠正，甚至因为对于女性形象的极度迫切认同，而更加显

得女性化。然而“恋父情结”已经深入她的潜意识之中，在她成年以后表现出来，并可以从她

                                                        
[1 ] 冰心. 冰心自传[M]. 江苏：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9. 

[2]  冰心. 冰心自传[M]. 江苏：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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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品中窥见一斑。 

最为明显的表现是她在二十一岁时写的一篇散文《梦》。在这篇自叙性质很强的散文中,

冰心抒发了一种不能身为男儿过戎马倥偬生活的遗憾和慨叹。在文章的开头部分，冰心写了父

亲在自己儿时着军装被人误解为男孩时说的一句话“他是我的儿子，但也是我的女儿。”[1]

（P190）这句话我们似乎可以反过来说，在冰心父亲眼里，冰心是女儿，也是儿子。另外，在

冰心二十三岁写的散文集《往事(其二)·八》中，记录了冰心同父亲谈论关于做守灯塔人的话，

父亲听到女儿的志向后赞赏道“你若是个男儿，是我的好儿子!”[2]（P219）冰心对于父亲这

样看待自己是骄傲的。然而在这两篇散文中，都渗透着梦想不能实现的遗憾和感伤情绪。同时

提到的“梦”，其实是儿时的理想，“想学父亲，学父亲的这些好友”，但无奈“我的‘性’

阻止了我作他们的追随者”[3]（P26）。在她的潜意识中，她其实想做一个能够得到父亲认同

的儿子。这也就是说，冰心一直是作为父亲的女儿(更确切点说是“儿子”)的身份来出现的，

在父性意识的影响下，她更多地接受了男权社会的价值体系和看待世界的方式。 

二、婚姻爱情中的“诤友”、“畏友”身份 

冰心和吴文藻的结合几乎是风平浪静，顺理成章的。第一次在赴美留学的船上遇到吴文藻，

产生情愫。以后两人相互通信、表白心迹、父母首肯，到最后结婚，整个过程进行得相当顺利。

对于冰心来说，吴文藻初次给她的感觉是“诤友、畏友”，两人的书信往来，也是吴文藻指导

她看哪些书；两人之间的关系更像良师益友或兄妹，恋人之间的缠绵悱恻，风花雪月，倒难以

寻觅。虽然不能随意定义冰心和吴文藻的爱情性质，但两人对于爱情的态度是一致的：理性而

谦和有度。冰心绝不会有丁玲笔下莎菲女士式的灵与肉的痛苦挣扎，张爱玲对爱情撕破美妙幻

想的尖刻批判。她总是将感情置于理性的角度，隐晦地表达。在很大程度上，冰心更像是一个

朋友式或母亲式的妻子，而不是情人。冰心一生中给吴文藻写过两首情诗。一首是对吴文藻不

点名道姓的《相思》 

躲开相思， 披上裘儿。走出灯明人静的屋子。小径里明月相窥，枯枝———在雪地上  

又纵横的写遍了相思。 

这首诗的意境是很恬淡疏清的，浓而不烈。另一首感情最强烈，就是《我爱，归来，我爱！》,

诗里充满了激烈的呼唤： 

我爱，归来罢，我爱！我不用我自己的柔情─你听泰山的乱石惊鸣，你听东海的狂涛怒生！ 

 我爱，归来罢，我爱！我不用我自己的柔情，我爱，归来罢，我爱！我要你听母亲的哀音！ 

但通观此诗的意境,与其说是情诗,不如说是爱国情怀的一种升华。 

三、战胜与遮盖了爱情的母性身份 

冰心的“爱的哲学”的核心就是母爱。对母爱的依恋和赞颂，远不像对父亲的“恋父情结”

作为一种潜意识的存在，而是上升到一种信仰，一种摆脱痛苦和不幸的解救方式。在冰心那里，

母亲同时具有着神性和人性，既有关怀子女的浓的俗世情感，又有解救灵魂和世界的大召唤力

量。当感到失意时，冰心都可在母爱那里找到安慰。 

在冰心为数不多的表现婚姻爱情题材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母爱与婚姻力量的较量。《第

一次宴会》首辟冰心作品婚姻爱情题材新领域，主题却又自觉地向歌颂母爱偏移。《相片》中，

小孩淑贞在享受爱情的甜蜜时，她的养施女士却生出悲伤凄凉的心境。这个小说的主题很值得

                                                        
[1 ] 冰心. 冰心作品集[M]. 宁夏：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6. 

[2 ] 冰心. 冰心作品集[M]. 宁夏：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6. 

[3]  冰心. 冰心自传[M]. 江苏：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9. 



ศิลปศาสตร์ปริทัศน์ ปีที่ 7 ฉบับที่ 13 
 

13 
 

玩味。初看文本，对于女士的心情会疑惑不解，但仔细思索会明白，其实婚姻意味着母亲与嫁

作人妇的女儿的身分的疏离，冰心在对待选择爱情还是母爱的问题上，也表现了一丝困顿。但

从对施女士的悲悯和爱的态度上来看，母爱的力量仍是不可胜的。 

到了后来的《关于女人》,冰心以男性口吻，来说明男女两性之间在婚姻中的不公平，最

终使这位男性放弃进入婚姻之中，因为“我已经苦了一个我最敬爱的女人———我的母亲”。

冰心还曾直言不喜欢小说《伤痕》里那个与父母断绝关系的女孩，假如自己的孩子如此的与自

己断绝，“那么我希望她永远也不要回来”。所有这些都说明，在冰心眼里，母爱永远是最伟

大，最权威，最不可战胜的，一切或颠覆或超越母爱的情感,都是在她的接受范围之外的；一

切她所想表达的情感，也都可以进入她的有关母爱的阐释的范围之内。 

综上所述，冰心由母爱、童心、自然所构建的广阔的“爱的哲学”中，唯独缺乏爱情的成

分，从冰心自身的主观性方面来说，是因其受父性影响的女儿身份，“诤友”般的妻子身份以

及战胜爱情的母性身份这三重身份影响作用。这既可以说是冰心“爱的哲学”中的一个缺憾,

也可以说是冰心个人创作的特殊之处，值得深入探究和深思。 

 

结语 

冰心，是一颗巨星，在中国文坛和读者心头已经亮了七十多年，这位最富有诗情的散文大

家，其艺术成就曾得到许多作家的赞扬和肯定。清新婉丽，以情感人，是冰心散文的独特风格。

她善于撷取生活中的片断，编织在自己的情感之中，凭着敏锐的观察和细密的情思，将情与景

融合在一起，寓情于景，情景交融，给人以崇高真挚的审美感受。  

  冰心，作为历史的见证人，将近一个世纪，在这张人生的风雨表上，留下的生活脚印并不

在一条直线上，且有深有浅。她是正直的，是一位真正的爱国主义者！她那支多彩之笔，记下

了她的成长，她的观察，她的感受，她的爱憎，她的忧患…… 

  冰心，是诗人、小说家、散文家、翻译家，是中国新文学的第一代开拓者，在她七十多年

的文学创作中，真诚地展现了自己的时代。她那光彩夺目的作品，是给中国人民的最大奉献，

是留给人类的宝贵精神遗产。  

  冰心散文是一个真善美统一的艺术世界，她赞美自然，讴歌自然，爱慕贤良，探索真理。

她的前期作品如《寄小读者》、《山中杂记》等，正是她真的人格、美的灵性、善的箴言的结合

体，是自我真善美人格的写照，同时也寄托了她最高的真善美理想。五六十年代，她的主要精

力放在了儿童文学创作上，希望把儿童培养成更诚实、更勇敢、更高尚的孩子。80 年代以后，

她更以切近生活的热情与力度显示自我，回首历史，以她至诚至真的理念与希望，完成了整个

一个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史。晚年冰心常说自己"无官可免，无权可夺，无薪可降"。她以

这样一种背负十字架的献身品格和崇高的爱的理想，以一颗爱祖国爱人民坚如金石的心，表现

出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她以一颗“老而不死的心”，写下许许多多流血的“请求”、“呼吁”，

为教育请命，为国人奋争了一个世纪的科学、民主疾呼。敬佩之余，也不禁让人感叹万分。 

冰心作为一位独具风格的现代散文家，她的作品有着一种清新脱俗的魅力，在中国现代文

学史上占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位置。母亲之爱、儿童之爱、自然之爱是冰心散文的主要描写对

象。冰心没有局限于传统散文的单一手法，而是以一个现代知识女性的创造性，通过自己的人

生经验热情地观照每一个年轻而又平凡的生命，把对人类的爱、对世界的爱，播撒到每一个人

的心灵最深处。冰心执著地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营养和西方宗教文化的精髓，始终如一地坚持

以自己诚挚的、善良的心来感化她的每一个读者。冰心用细腻、敏感的感情思维对中国传统文

化的思想层面进行了挖掘，对西方基督教精神进行了吸收，她所关注的是人类内心深处的善良

本质，这是人类文明最大的财富。冰心通过对童年生活的追忆，对亲人朋友的怀念，向读者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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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一种仁爱、真实、纯净、圣洁的人类精神。冰心是将自己的人生体验和中国儒家文化、道

家思想、佛家理念以及西方基督教精神糅合在一起，但她并没有停留在人性表面的单纯、快乐

之上，而是将自己幸福快乐的人生经验与现实中人们的朴实、真诚融合在一起，把她的善良和

真诚的祝愿广泛地融进她笔下的每一个文字，去感化人们的心灵，去消解人们的苦闷、迷茫和

不幸。因此，冰心的散文所散发出的人性美和人情美是整个人类所向往的和平乐园的缩影。 

冰心说：“假如生命是乏味的，我怕有来生；假如生命是有趣的，今生已是满足的了！”

冰心的个性温婉，但是散文作品的风格却是突出的、独树一帜的。冰心的散文有女性作家婉约

的气质，却没有矫揉造作的妩媚格调，温柔、清新而明丽。她的散文作品自然、感性、清新、

明丽，不受时代、社会、大众的约定俗成的模式框架的影响。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基督教文

化那里汲取了丰富的营养，使她的散文作品彰显了浓厚的文化底蕴，同时也就具有了跨时代与

跨文化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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