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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语 ：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是 当下社会的热点 问题 ，“童蒙文化”概念是针 对“蒙学”而提 出 

的，从更广泛的文化视角探讨中国古代儿童的教育、养育、礼仪、劳作、游戏、才艺和选拔等问 

题，以扩大学界对儿童研究领域，吸引更多学科的学者参与对儿童的研究。时值中华文明伟大 

复兴之 际，传统文化的复兴和传承，离不开对 中国童 蒙文化 的挖掘和继承。 因此 ，国家社科基 

金重大项 目专 门设立“中国童蒙文化史研 究”(16ZDA121)的选题 ，来推动 中国童蒙文化 的研 

究。本期设置“中国童蒙文化笔谈”栏目，邀请海峡两岸不同学科的 7位知名专家和师友，除 

徐梓教授之外，均为本课题组成员，从不同角度撰写了7篇相关文章，就“童蒙文化”的概念、 

研究方法、理论和意义展开讨论 ，对中国儿童启蒙教育的演变与时代特点、蒙书的编撰 、童蒙文 

化的交流与传播等问题展开提纲 挈领的探讨，以期 引起 学界对 中国童蒙文化相 关问题的争鸣 

与探讨 ，推动童蒙文化研究的蓬勃发展 ，也展 示了本课题的阶段性研 究成果。(金滢坤 ) 

中国童蒙文化研究的思路 方法与创新 

金 滢坤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蒙学热”不断升温，越来越多的“蒙学”研究成果快速涌现，但良莠不齐， 

呈杂乱、无序的发展状态，急需整合学界力量，对“蒙学”与“童蒙文化”概念有个明确界定。“童蒙文化” 

概念是针对学界和社会流行的“蒙学⋯‘童蒙教育”，而提 出的一个新 的概念 ，旨在扩大对 中国古代“童 

蒙”研究的内容和视野，全面了解中国古代童蒙文化，强调多学科协同研究，避免“童蒙”研究囿于儿童 

教育的范畴，并对其研究目的、内容和方法都有明确的思考和认识，解决童蒙文化史研究的困境。“童 

蒙文化”的概念，不像“科举文化”已经被学者广泛接受，目前还是个新生名词。鉴于两者有很多的类似 

之处 ，“童蒙文化”的概念和研究方法 ，可以比照和参考学界研究 “科举文化”的成功经验②。2014年， 

笔者与张希清先生 、徐勇教授一起商议在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 下筹划成立一个有关童蒙教育的二级学 

会 ，几经讨论 ，比照“科举文化专业委员会”，成立“童蒙文化专业委员会 ”。2015年 ，笔者在起草学会成 

立章程的时候，大致拟定了一个童蒙文化的概念，但比较含糊，尚不能概括“童蒙文化”的含义。因此， 

2016年9月，笔者在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申报书中重新提出了“童蒙文化”概念，并请各子项 

目负责人修正 ，最终正式的表述为： 

重蒙文化 ，是指 以儿童启蒙教育为核心的一切物质和精神文明的总和 ，主要 包括儿童养育、启 

蒙、教育、生活、健康、心理、文学、艺术 、服饰 、游戏、交友 、礼俗 、劳作和选拔等一切与儿童相关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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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活动、制度和文化传统，以及相关文化 、思想、风俗和文物遗存等。 

值此笔谈机会，笔者进一步阐释童蒙文化的含义、对象、内容和研究范畴，阐述研究童蒙文化的理论和研 

究方法 ，推动学科体系建设 ，探讨童蒙文化研究与历史 、教育 、经学 、文学 以及科举文化等学科领域的关 

系 ，勾勒童蒙文化核心价值 ，论述研究童蒙文化对传承传统文化 的价值 ，为弘扬传统文化提供学术支持 

和指导。笔者主持的 2016年度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 目“中国童蒙文化史研究”，就是组织历 史学、教育 

学、文献学、文学、心理学、社会学、儿童学等多个学科专家参加课题的讨论和编撰任务，准备通过对大量 

有关童蒙文化 的史料 、文物遗存和风俗 的调查分析 ，归纳其特点和规律 ，总结研究童蒙文化 的理论和方 

法 ，探讨童蒙文化研究与历史 、教育、经学 、文学 、科举学等学科的关系 ，进而推进构建 中国童蒙文化的学 

科体系的建设 。笔者将从 以下几个角度阐述研究中国童蒙文化的思路、方法 、视角和突破点。 

一

、 中国童蒙文化总体研究的思路和构架 

中国童蒙文化有个起源、形成和发展的历程，全面梳理其每一时段发展的历史特点和内涵，为构建 

中国童蒙文化学科提供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是首当其冲。因此，研究中国童蒙文化必须以历史学 、教 

育学和社会学作为主要 的研究方法和视角 ，将其置于 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之中，从社会变迁的视角考察 和 

探讨历代童蒙文化的特点 、发展和变化。笔者认为大体要把握 以下几条主线 ： 

其一 ，从中华民族的形成和演变 的角度 ，考察 中国童蒙文化的多元性 、延续性和一致性 。一是 多元 

性。中国自古以来幅员广阔，民族众多 ，东西南北文化差异较大。夏商周以来 ，在中国大地上历经无数 

次民族冲突与融合、外族入侵与文化交流，多种文化元素交汇融合，尤其是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竞相争鸣， 

造就了中国文化博大开放 、海纳百川的多元性特征。中国童蒙文化孕育其 中，作为 中国文化 的重要组成 

部分 ，也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多元性的这一特征。童蒙文化作为中国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样也具有 

多元化的特点 ，不仅表现在民族 、地域文化 的多元性 ，更表现在不 同观念 、不 同派别 、不 同时代对童蒙文 

化认识的不 同。二是延续性 。从夏商周至清末 ，4000多年来 ，中国历经 了封建社会 等多种社会形态 的 

演变 ，其间不仅经历 了秦 、两汉 、隋 、唐 、元 、明、清等大一统的王朝 ，也经历 了春秋战国、三国、两晋 、南北 

朝、五代、宋辽金等分裂割据时期，中华文明多次面临崩塌断裂、无以为继的险境，但最终均能依靠其深 

厚文化 内在的先进性 、开放性 ，而重新焕发勃勃生机。中国童蒙文化便也在 此历程 中艰难成长 ，延续发 

展。 是一致性 。西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使儒家思想成为中国文化的主 

流。无论是历代 中原王朝的更迭 ，还是少数民族偏安一隅或入主中原 ，大都 以尊崇儒 家思想为治 国理 

念。儒家文化是历代童蒙文化的思想灵魂。《论语》《孝经》是历代童蒙教育的最核心内容。延绵2000 

多年，基本没有大的改变。因此，研究中国童蒙文化必须首先考虑中国文化起源的多元性，同时又有很 

强的延续性和一致性 ，这样才能抓住童蒙文化的主要特点 ，充分发掘童蒙文化的时代特点及地域特征 。 

其二，着重从社会历史变迁的角度，考察童蒙文化的起源、发展和演进。中国历史上无数次社会变 

迁都建立在社会意识形态的转变 、政治制度的变革 、经济基础的改变之上 ，社会变迁不仅影响政治、经济 

和文化领域的变革 ，而且直接带动童蒙文化紧随社会变革而改变。尤其在隋唐科举制度创立后 ，童蒙文 

化很快转 向为科举服务 ，表现为明显 的科举应试特征 。① 因此 ，研究中国童蒙文化 ，要充分考虑历朝官 

僚制度 、选举制度等政治和典章制度的变革对其的影响 ，也要深入分析经学 、文学 、教育 、思想文化等 因 

素的变革对童蒙文化的具体影响 ，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对童蒙文化 向社会下层普及过程 的影响。 

其三，探讨社会结构变化与童蒙文化 的关 系。中国历史上社会结构 、阶层和组织 的变化跨度非 常 

大，从三代到清代，社会结构和组织发生了巨大变化，有部落、诸侯国、郡国、家庭、家族、世族、宗族等各 

① 金滢坤：《唐五代科举制度对童蒙教育的影响》，《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 1期，第 l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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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社会结构的组织和单位 ，也有诸侯 、卿、士 、大夫、平民、奴隶 、女婢 、工 、商 、士 、农等各种社会 阶层。国 

家有大小、强弱之分 ，人有贵贱 、士庶之辨 ，不 同时期社会的结构、阶层和组织差异非常大 ，不 同的社会阶 

层和组织对童蒙文化 的需求也各不相同。研究中国童蒙文化必须在充分考虑童蒙文化多样性 的同时， 

从历代社会阶层和组织的变化、城乡居民结构的改变等社会学视角，探讨不同社会阶层和组织对童蒙文 

化的认知及其所形成 的童蒙文化的特质和差异 ，更加准确 、切实地把握童蒙文化的时代特点 。 

其 四，考察中国童蒙文化对周边 民族和国家的影响。中国自古 以来在东亚世界处于文化领先地位 ， 

在文化输 出方面一直 占据优势 。朝鲜 、日本 、越南 、琉球以及东南亚等 国家或地区都深受 中国文化 、典 

章、制度的影响，中国童蒙文化也伴随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远播周边国家和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传 

播内容和形式都有很大差别 。从现有资料来看，在中 国文化 向外传播的同时，也输出了大量 的童蒙读 

物、教材等童蒙文化载体。因此，若从国内外发现的双语童蒙教材人手，考察中国童蒙文化外播的具体 

情况；以H本历代童蒙教育中所使用的《孝经》《蒙求》《干字文》等中国蒙书为线索，来探讨中华童蒙文 

化与外国本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 ，更能客观 、立体地深入研究中国童蒙文化对周边国家和民族 的影响。 

其五，总结中国童蒙文化的基本特点和核心价值观。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文化为核 D，包含了儒、 

道 、墨、法等诸子百家思想 ，汉代 以来 又融入 了佛教 内容 ，汇通了世俗伦理道德 、风俗 民情 ，内容包罗万 

象 ，凝练了成人世界的精华 ，进而将其传输到儿童 的世界。研究 中国童蒙文化 的终极 目的，就是要总结 

其时代特点、基本内容和核心价值，探讨童蒙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与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的关系。 

二、研究的方法和视角 

中国童蒙文化 的内容跨越历史学 、教育学 、文学、语言学 、文献学 、文化学 、儿童心理学 、人类学 、社会 

学和儿童学等多学科，这就决定了研究中国童蒙文化必须借助多学科的研究手段，跨学科、多角度来观 

察、探讨，将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相互补充，取长补短，丰富和深化童蒙文化的研究方法和手段。 

有鉴于此 ，对 中国童蒙文化的相关问题展开讨论 ，须要多学科协同研究 ，兹按各学科 的相关性大小依次 

说明其与童蒙文化研究 的关系和作用 。 

其一 ，历史学研究方法与视角。中国童蒙文化研究首先是个历史选题 ，历史学的研究方法是本项 目 

最基本的研究方法之一 。借助唯物主义史观 ，结合童蒙文化史发展的历史背景 ，确定 中国童蒙文化史研 

究的重点问题 ，找出突破点 ，探讨核心 问题 ，避免研究走向误区 ，确保相关研究顺利进行。用历史学的方 

法，分析中国童蒙文化的时代性 ，理清童蒙文化发展规律 ，深入分析问题起因、发展变化与影响 。特别是 

把童蒙文化的相关问题，放在社会变迁的历史长河中，厘清其时代特点和本质，拓展问题研究的广度与 

深度。用历史学考据法 ，从基本史料人手 ，鉴别史料真伪 ，为其他学科视角的介入奠定坚实的基础。 

其二，文献学研究方法与视角。中国童蒙文化的史料类型与文献分布纷繁复杂、杂乱无章，必须利 

用文献学的研究方法将收集来的有关史料进行归类、考订和整理，甄别真伪，考订讹误，判定其学术价 

值，为利用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视角进行观照提供保障。考虑到有关中国童蒙文化的史料，除蒙书比 

较集中之外 ，其他相关资料特别分散 ，即正史、典籍中记载甚少 ，而在笔记小说 、墓志碑刻及其他野史 中 

的记载反而较多。此类记载的可靠性相对较差，史料价值有限，因此，需要借助文献学的方法，辨伪存 

真 ，谨慎利用。敦煌吐鲁番文献、黑水城文献 、太行 山文书 中新发现的不少蒙书 ，多是些残破废弃 的文 

书，抄写杂乱 ，普遍缺乏纪年 ，需要依靠文献学 、敦煌学等学科的研究手段 ，确定其历史年代 ，对文字进行 

释读、校订和整理，方可作为史料来使用。此外，传世典籍中流传下来的中国古代蒙书数量巨大、种类繁 

多 ，同一本书有很多来源和版本 ，它们或为名家私刻 ，或为书商所印，或为学郎抄写 ，或为儿童习字 ，其 内 

容精美程度与外形的完整性都存在差异，需要用文献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进行 比对 、分类 、整理和校订 ， 

以便用于学术研究，或整理出版后提供给当代青少年儿童阅读、学习。 

其三，教育学研究方法与视角。中国童蒙文化的核心问题是儿童启蒙教育问题，童蒙文化包含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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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史 、教育思想 、教育制度 、童蒙教材 、教学方法 、品德教育 、识字教育 、音乐教育等内容 ，基本上属于教育 

学范畴。由于童蒙文化“以儿童启蒙教育为核心”，就离不开教育学的研究方法 ，须借助学前教育 、幼儿 

教育 、小学教育等学科方 向的教育学 的研究方法和视角 ，秉承儿童教育 由家庭教育 、学校教育和社会教 

育组成 的理念 ，解构 、分析古代童蒙文化中的相关教育 问题 ，厘清中国古代童蒙教育 的发展轨迹 ，进而确 

保本课题的专业水平和研究深度 。 

其四，社会学研究方法与视角。儿童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 ，其养育 、教育和成长都离不开家庭 、 

学校 、政府等社会力量的参与。研究 中国童蒙文化史 ，必须借助社会学 的研究方法 和视角。一方面 ，通 

过社会构成的理论，分析童蒙教育过程中儿童与家庭、学校、政府等社会组织的关系，分析家庭和社会组 

织 、社会团体等在童蒙文化 中所承担的角色 ，并深入探讨儿童的生活 、游戏 、劳作和交友等问题。另一方 

面，通过社会分层理论 ，对影响儿童成长 、社会阶层流动的诸多社会 因素进行分析 ，其中尤其关注历代人 

才选拔 、选官制度等对童蒙教育的 目的和内容的直接影响。 

其五 ，儿童学研究方法与视角。“儿童学”是 以儿童教育为主线 ，整合不同视角 ，对儿童及其发展进 

行整体研究的一门学科 。广义的“儿童学”概念包括儿童哲学 、儿童社会学 、儿童史学 、儿童心理学 、儿 

童教育学、儿童医学等学科领域，是当下流行的儿童教育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借助这一新兴学科的研究 

方法与视角 ，可以拓展 中国童蒙文化史的研究视野 ，既从宏观上关注童蒙与文化 、童蒙与社会等问题 ，又 

从微观上关注儿童的注意 、记忆 、想象 、思维 、语言、情绪 、意志、自我意识 、气质 、性格 、能力 、社会行为 、品 

德等具体问题 ，从而深化童蒙文化研究的内涵。 

其六 ，语言文字学研究方法 。中国童蒙文化包含 了多民族的童蒙文化 ，离不开多民族的语言 、文字 ， 

因此 ，必须借助语言文字学来进行相关问题研究 。童蒙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蒙书，而蒙书多以字书 

为主，如《千字文》《碎金》《开蒙要训》《俗物要名林》等，新出土的一些蒙书多杂乱无章，需用语言文字 

学、文献学的方法 ，进行整理 、研究。 

其七 ，考古学研究方法 。中国文化起源 阶段 的童蒙文化研究 ，必须依靠文化人类学和考古学 的资 

料 ，了解早期 中国童蒙文化的基本情况 。中国古代儿童生活 、学习场所基本上都已消失 ，需要借助考古 

学的方法和成果 ，来研究和还原其历史原貌 。通过考古学 的方法 ，利用儿童墓葬了解古代儿童葬俗 、健 

康 、疾病 ，以及服饰、玩具 、游戏等。 

其八 ，民俗学和民族学研究方法。中国童蒙文化中的很多礼俗文化至今仍然保留在广大农村的乡 

土文化中，需要利用民俗学的研究方法 ，探讨童蒙文化 中有关儿童礼俗文化方面的问题 ，从而还原传统 

儿童礼俗 的历史原貌 ，改进当今培养儿童 、少年传统礼仪 的方法 。借用 民族学的研究方法 ，对 中国童蒙 

文化 中的民族文化元素交融问题进行探讨和梳理 ，还原各民族文化对中国童蒙文化的影响历程。 

其九 ，统计学 的学科方法 。在通 过利用历史学 、文献 学对史料考 订和鉴 别 的基 础上 ，运用 统计 

学的方法 和原理 ，对相关数据进 行编辑 、计算 。通 过数理统计 ，建立数据模 型 ，制成统计 图表 ，用数 

据和 曲线 变化 ，来进行量化分 析 ，归纳 、总结相 关 问题 的走 向和发展 趋势 。结合 史料 ，实 现历 史考 

证与数理 统计 的双重论证 ，有 助于弥补历 史学 语言 叙述 的模糊 性和不 确定 性 的缺 陷 ，提 高研 究论 

点 的科学性 与准确性 。 

此外 ，童蒙文化的研究还将利用美术 、音乐、舞蹈等专业的理论 和方法 ，对涉及儿童美术 、儿童音乐 

舞蹈 、儿童杂技等主题的童蒙文化 问题进行研究 ，丰富对中国古代儿童艺术世界 的认识。童蒙文化是一 

个综合性 的学科 ，需要不同学科学者发挥各 自学术专长，确保立足学术前沿 ，取得科学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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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资料的突破与创新 

鉴于中国童蒙文化相关研究资料 的特殊性 ，在文献资料的利用方面 ，应实现以下突破和创新 。 

其一 ，中国童蒙文化的长远发展 ，必须依靠国家支持 ，多设立诸 如笔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 



金滢坤 中国童蒙文化研究的思路、方法与创新 

目“中国童蒙文化史研究”，组建科研 团队，充分发挥研究团队多学科 、专业化 、国际化的优势 ，最大限度 

地搜集国内外有关中国童蒙文化的资料，通过文字录入、电脑扫描、数码摄影等方式实现数据化管理，建 

立中国童蒙文化史文献数据库 ，力争在资料 占有上实现“竭泽而渔”。 

其二 ，整理 、研究新 出土的敦煌吐鲁番文献 、黑水城文献、徽州文书 、太行山文书中发现 的唐五代 、西 

夏、元、明清的《百行章》《太公家教》《兔园策府》《开蒙要训》《士农工商买卖杂字》《买卖杂字》《绘图应 

时杂字》《妇女杂字》《传家杂字》《改良绘图幼学杂字》《便蒙六言》等早已散佚的蒙书，梳理其编著体 

例 、基本 内容和主要特征 ，利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 ，进行宏观与微观研究 。因此 ，有必要分门别类 的出版 

诸如《新出土中华蒙书集成》《中华经典蒙书》《中华蒙书集成》等不同类型的大部头童蒙文化丛书集 

成，以便不同学者、读者研究和学习之用。重点探讨其在儿童教育方面的价值和作用，从社会变迁的角 

度解读这些蒙书的编撰 ，与当时政治制度变革、选举制度的改革、科举考试的实行 、文学发展等因素的内 

在联系 ，从而说明蒙书编撰与社会变革的关系。同时对这些蒙书中的精 品加 以整理 、校注 ，为当今少年 、 

儿童的国学教育 、传统文化普及提供文化滋养。 

其三，通过搜集日本、朝鲜、韩国、越南等周边国家收藏的中国古代古本童蒙读物，及其注解、改编和 

撰写的相关古本童蒙读物，分析古代周边国家、部族在童蒙教育中使用《孝经》《论语》《千字文》《蒙求》 

《李峤杂咏》《孔子项橐相问书》《明心宝鉴》等中国儒家经典和蒙书的情况，来探讨中国童蒙文化对周 

边国家和民族 的传播和影响。目前 ，学界在这一方面的工作还未大量展开 ，它将成为中国童蒙文化研究 

突破和创新的一大亮点，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童蒙文化专业委员会应该发挥学会的优势 ，组织和引导中 

国学者关注中国童蒙文化在周边民族和国家的传播情况 ，并与 日本、韩 国、越南 的相关学者进行 国际合 

作 ，共同攻关 ，整理 、出版这些国家历史上传人 的不 同版本 的中国古代蒙书 ，以及对中 国蒙书注解和改 

编、改造后形成的本土化蒙书 ，进而探讨 中国童蒙文化对东亚世界的影响。 

其四，充分发掘考古文物、民间民俗遗物、博物馆图像、实物等资料的学术价值，通过实物形象学研 

究 ，还原古代童蒙教育的场所 、儿童形象 、儿童服饰 、儿童玩具、儿童神话等事物 的历史原型。如杨秀清 

先生利用敦煌壁画的图像资料来研究敦煌儿童教育、游戏方面已经取得 了很多成就①；王子今先生利用 

汉画像石砖儿童形象，深入分析了孔子拜项橐为师的故事和流传情况②；都是经典实例。利用古代书 

画、墓葬壁画、汉画像石砖、敦煌壁画、云冈石窟、洛门石窟等各种图像资料中的儿童形象来丰富中国童 

蒙文化的研究 。 

其五，运用民俗学的田野调查方法，掌握当下民间各地依然流行的有关养育、启蒙等童蒙礼俗资料， 

从而补充纸质文献记载的不足，为复原和理解中国古代童蒙礼俗提供借鉴。 

简而言之 ，当今 中国正处在“继往圣之绝学”的时代 ，国家正在大力弘扬 和发掘 中国传统文化 。童 

蒙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核心价值的体现，也是民众 日常行为规范体系的集中体 

现 ，始终承担着启蒙与传承传统文化的任务 ，肩负着士人和社会的教化及儒家伦理道德普及的使命 。明 

确研究 中国童蒙文化的方法和理论 ，有助于我们总结中国童蒙文化的核心内容和价值 ，理解中国传统文 

化的核心价值和文化特点，用中国古人最淳朴、最基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来认识、理解中国童蒙文 

化，普及国学和传统文化，树立国民自信、自强的精神，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大力推行弘扬传统文化、 

普及“国学”的政策 ，提供理论支持和文化滋养 ，为少年儿童学习国学和传统文化提供借鉴 。 

(责任编辑 ：仲平) 

① 杨秀清：《敦煌石窟壁画中的古代儿童生活研究(一)》《敦煌石窟壁画中的古代儿童生活(二)》《敦煌石窟壁画 

中的古代儿童生活(三)》，《敦煌学辑刊》，2013年第 l期 ，第 24—46页；2013年第 2期 ，第 4O一56页；2013年第 3期，第 

86—103页。 

② 王子今 ：《汉代儿童生活》，西安：三秦出版社 ，2012年版，第 170—1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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