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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诗首先应该是最好的诗
■蓝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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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烟火气的真切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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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生活轻吟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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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童诗的写作，都意味着一个
成年人要复活记忆中的童年。人人都拥
有属于自己的记忆，拥有有限的生命时
光，同时也拥有自己的语言。这就如同
一个囚徒手心里握着打开镣铐的一把秘
密钥匙，我们说话，写诗，使用语言：这一
既属于我们自己又同时属于他者、并在
自我与他者之间建立起伦理关系的、人
类最伟大的创造。当一个孩子在这个世
界上开始说话、识字、阅读，她将如诗人
惠特曼所言：“有一个孩子每天向前走
去，/他看见最初的东西，他就变成那东
西，/那东西就变成他的一部分，在那一
天，或那一天的一部分/或者连绵很多
年。”时光在一个人身上聚集并流逝，赋
予她所经历的一切成为意义。她的语言
向她要求着那种让时间停滞的不可思议
的力量，即便是失败的力量，也让书写和
诗篇成为一次拯救。这样的冲动曾无数
次支撑一个写作者度过人生的危难时
刻，同样也支撑我这样一个普通人度过
2020年突然爆发的、席卷全球的一场恐
怖疫情。

《我和毛毛》这本童诗集，由发表在
《十月少年文学》的一组童诗《礼物》衍生
而来。“礼物”这个题目，来自本雅明的一
句话：“礼物必须是令人震惊的东西。”也
来自巴乌斯托夫斯基的随笔《一篮枞
果》。这篇随笔里，他记录了作曲家格里
格和一个捡枞果的小姑娘的故事。彼
时，口袋空荡荡的音乐家，对着充满期待
的小姑娘许诺，等她长到18岁，他将送给
她一件礼物。十年后，她收到了这件珍
贵的礼物——一部深情动人的乐曲。在
2020年疫情封闭在家的半年时间中，我
将这组包含了 16首童诗的“礼物”，扩展
成一本六十余首诗的童诗集，它是对所
有馈赠于我生命和心灵滋养的人与事及
大自然的一次小小回赠和敬礼。它帮助
我抵御了病毒和死亡带来的恐惧焦虑，
这不仅仅是因为童年、亲人、友谊和大自
然的启示，用他们（它们）的爱赋予我这
终有一死的生命以意义和勇气，还因为

一个人可以使用语言的自由和欢乐，这
也是一个诗人终极的欢乐。诗歌并非要
为世界增加某样东西，而是拂去覆盖在
真实生活、真实情感之上一切的遮蔽之
物，呈现出它本来的样子，一个人亲眼看
见、亲身经历的生活：穷孩子的歌，一只
小狗的忠诚，死于愚昧的冤魂，智障者闪
光的人性良知、老祖母温暖的怀抱、老树
的庇佑、漏雨的屋顶下锅碗瓢盆奏响的
贫苦人家的交响曲……而我期待着，在
此之中，在诗的言语显影剂里，生命的意
义慢慢显现。作为常年写抒情诗的人，
在《我和毛毛》这本童诗集中，我增加了
叙事性以便孩子们理解，有相当多的篇
幅采用对话的方式，并力求保持一种内
在的节奏感，再现我童年时代真实的生
活情景。

我深深知道，时间是人类的悲伤之
源，复活逝去的时间，大概是所有人的梦
想。在一个年过半百之人身上，复活一
个曾经的孩子，那样的时刻，就是写童诗
和童话的时刻。我也知道，复原童年记
忆并非回到时间的河流之中，没有人能
做到这样的事情——而是用灼热的心解
冻那些被遗忘冰封的瞬间，将它们变成
一个个节日，变成让时间消失的存在，没
有过去和未来，只有无限的此刻与现在。

尽管我并非专事童诗和童话的写作
者，但在三十多年的写作历程中，我曾经
写过五本童话、两本童诗集，以及一部七
幕童话剧；我还编写过一部童话解析读
本《童话里的世界》和一部《给孩子的100
堂童诗课》，并为喜马拉雅平台录制了
100条讲解童诗的音频。为孩子们写作，
在我的工作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甚
至更为认真和谨慎。因为我大多数时间
所写的作品，都曾经由我的诗人同行和
批评家、成年读者审阅，这使我在写童诗
的时候，会多一个角度审视自己笔下的
童诗。我时常在想，好的童诗应该有一
个什么样的标准？在编写《给孩子的100
堂童诗课》的时候，我翻阅了大量古今中
外的童诗，我的大女儿因为翻译过一些

当代最活跃的外国诗人的童诗，也给我
提供了不少资料。在我看来，怎样为孩
子们提供最好的童诗和童话，才能尽到
写作者的责任，无愧于心，这是伴随创作
冲动而来的对自我的基本要求。

好童诗的参照，不仅仅是国内当下
的童诗创作，也应该具有世界范围内童
诗创作情况的视野，同样也应该了解当
代最前卫、最有成就的成人诗歌创作的
文体类型。纵观中国诗歌文体流变，自
古到今从二言诗开始，到三四言、五七
言，楚辞、乐府、大小赋，律诗、宋词等等，
直至“五四”之后的自由体诗——当代诗
的风格和形式也在不断地变化之中。诗
歌语言和形式的丰富多样，对于整个人
类文化和文明的生态大有裨益。白话诗
刚出现的时候，也曾遭到一些人激烈的
反对；七十年代末的“朦胧诗”同样也曾
被诟病，但随时间而来的文明教化不可
阻挡，创造即意味着旧有的观念和审美
禁锢被打破，而所谓传统也须创作者以
崭新的个人方式加入，才能真正具有活
力：一片宽容的文化土壤，有助于产生丰
富多彩的文学成果，对于儿童诗来说尤
是如此。

童诗写作分孩子们写的童诗和成年
人写的童诗两部分，孩子们的童诗由童
心童趣和无限的想象力生发，他们会在
诗中创造出不存在的事物，也会让存在
的事物变形。大多数的儿童写出诗后，
他们无从判断这些诗歌的好坏，好坏的
判断基本是由有文学修养的成年人给
定，他们中有专业批评家和诗人，受过很
好的语言写作训练。由此看来，儿童写
的诗歌更显得自由，没有太多内容和形
式的严格禁锢。但成年人却是要带着她
的全部经历、生活经验和美学价值判断
投入童诗写作，且要求这些作品能够让
儿童读懂，符合儿童的阅读心理，并理解
其中的含义。

安徒生曾强调：“每一个童话后面，
都隐藏着一个成年读者。”反过来说，腐
朽的观念和平庸的童诗语言亦是对儿童

心智的污染和贬低。写童诗并非易事，
盖因童诗不仅仅关涉童年，也因为童诗
首先是诗，一切对诗歌语言的严苛精确
的要求和衡量标准，毫无疑问也是对童
诗的要求和标准——对陈词滥调的反
抗，对真实和良知的追求，以及对语言
的创造和更新。这是一场在儿童理解
力之内的创造，是一次又一次对以往童
诗形式的突破和探索实践。并不是说，
给孩子们写童诗要“屈就”“降格以求”，
此大谬也。对于在人生的开端之年，初
次接触文字、接触诗歌的儿童，成年人
有责任给予他们最好的诗歌语言，因为
这些作品必将参与对一个生命和灵魂
的塑造。和所有重要的基础学科一样，
诗歌的教育影响着儿童对世界的认知
理解，影响着他们的思维方式和未来的
社会实践活动，它所带来的后果远远比
对一个成年读者的影响更为重要和深
远。因此，一个成熟的诗人如果能够为
儿童写作，一定是对人类文明最确切无
疑的建设。据我所知，日本著名诗人谷
川俊太郎就因写过大量童诗而被誉为

“国民诗人”，而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
更是以《天真与经验之歌》，成为英国文
学史上最重要的伟大诗人之一。至于
其他卓越的作家、思想家参与到儿童教
育之中，还能举几个例子，如哲学家维
特根斯坦曾到乡村担任小学教师，文学
大师托尔斯泰曾为孩子们编《启蒙课
本》。2017年我参加德国柏林首届儿童
诗国际诗歌节时，意外地遇到了大名鼎
鼎的卡罗尔·安·达菲，她是英国历史上
第一位女性桂冠诗人，那时我才知道，
她为儿童们写了很多童诗，并出版了很
多童诗集。

所有进入教科书的文字，都应该代
表着一个语种最优秀的文本，每一首童
诗，也首先应该是一首被“诗”所定义的
好诗，这是我对于好童诗标准的认定。
我期待有更多优秀的诗人加入童诗的写
作，为孩子们创作更多杰出的诗篇。

（据《光明日报》）

肖于的《世间味道》，装着作者浓密得
无法排解的乡愁。因为浓密，遇见一个读
者，就匀一些给人家。慢慢地匀仿如慢慢
地诉说，这才让这份愁有了娓娓道来的亲
和力。跟着肖于的笔触，尝过酸甜辣咸种
种味道的同时，仿佛到东北遛了一趟，目睹
东北小城里许多人家的命运波折。

一种味道的背后是一个至亲。至亲不
只是亲人，还包括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
人。那些镶嵌在记忆深处，从身边从心里
走过的人，早已被深深地认定为生命中重
要的人。至少，不是匆匆过客。至少，走过
之后还留下或浓或淡的痕迹。有些算不上
爱，却也有一份牵挂在。即便彼此早已走
散于天地间的某个角落。

与他们有关的一个个画面，如镜头一般
定格在字里行间，成为肖于永生难忘、永远
怀念的温馨与美好。冻豆腐背后是大表哥
多年不变的关心，鲇鱼炖茄子是心疼外甥女
的老舅的拿手菜，酸菜是妈妈的绝活——让
众亲戚夸赞不已的绝活，蘑菇酱里有和姥
姥一道采蘑菇吃点心的相伴相随，小小的
一叠花生米背后是富大舅。有说有笑的富
大舅、对孩子很有耐心的富大舅、心灵手巧
的富大舅、并不好酒的富大舅、白嫩细腻的
富大舅、把家里收拾得一尘不染的富大舅，
还住在东北小城的老房子里。久未谋面的
他，时常在作者的思念中。“没有我们这些

家里人，富大舅很寂寞吧，他也不会再帮人
削苹果了。富大舅现在有七十了吧，现在
家里炒了花生米，还有人陪他喝酒吗？”一
幢幢往事如一个个电影画面，在脑海中次
第闪过，富大舅在记忆里永远年轻。

“一碗开水，一把葱花，一点猪油，一滴
酱油，它们遇到一起，就叫珍珠翡翠白玉
汤。”汤虽淡、料虽贱，然《珍珠翡翠白玉汤》
却是整本书里情感最浓烈的一篇，没有之
一。只因它寄托的是对姥爷的深深怀念。
回首过去，姥爷一生中的往事历历在目。
他是铁路工人，因工伤成了瘸子，走路时一
瘸一拐。距新中国成立还有三年时，他就
成了共产党员。他总能找到合适的方法，
少花钱多办事，让家里人吃得饱、穿得暖、
过得好。他极有智慧，从广西进了一车皮
的橘子到小城贩卖，赚的时候比赔的时候
多。他爱干净、会拾掇，百来平方米的院子
里有小菜园也有小花园。他会享受，20世
纪80年代初就跑遍广州、厦门、桂林、贵阳，
每到一处景点，一定拍照留念。

《世间味道》是有具体面积的东北小城
的味道，也是广阔无边的生活的味道。时
光的流逝与往事的消散总是无情，想要抓
住任何一点总是不能，幸而有熟悉的味道
可以在不同的时空里可供品鉴，可供遥
想。说到底，世间的美味若没有倚靠着具
体、生动的人，美味便失去了现实的依托、

创造的可能、怀想的证据。
《世间味道》是一册饱含温情的回忆

录。它提醒人们，要珍惜过往的美好，更要
珍惜当下的美好。美好是生活中一条亮闪
闪的河流，只要阳光不熄，总有泛着光的时
刻。心存美好，贮藏美好，让美好发散出更
大的力量，是用心生活的人应该做到也可
以做到的。珍惜美好是一种态度，还是一
种能力。它让人在面对快捷、庸常、功利的
生活，对抗荆棘、坎坷的处境时，可以更加
淡定、从容。

当然，为种种味道支撑起怀旧背景的，
并不都是轻松、愉悦的往事。写到拔丝地
瓜与锅包肉这两道甜菜时，作者忍不住想
起家中艰难的那段岁月。“那是一些我不想
回忆的时段，爸妈脸上难得见到笑容。生
活像是拿着鞭子的恶霸，不停地抽打他们，
风刀霜剑，都刻在他们的脸上。”作者寄托
于这些美味散文中的是再也回不去东北故
乡、再也回不得旧日时光，只能在回忆里沉
浸、遐想中相遇的愁思万缕。美味只是这
本书的表象，其骨子里是人生的多重经历
与百般况味。

此书读后颇感厚重的另一缘由是，在
梳理美食、勾勒人心之后，还有对地域性情
的挖掘。虽然只是有一搭没一搭提及，虽
然算不得整体上的有意勾勒。家常凉菜的
广受欢迎，体现的是东北人的随遇而安，有

几分钱办几分事儿，菜多就多放点儿，菜少
就少放点儿。不过分考究、计较，看似大大
咧咧，却是黑土地人们的生存智慧。与凉
菜相近的是白菜猪肉炖粉条。“猪肉切块、
白菜扯碎、粉条一把儿，搁点大葱、姜、蒜、
八角、花椒，加上水，盖上锅盖，炖就得了。”
这道菜里啥都有，下饭喝酒无不相宜。酒
是要喝的，东北的大老爷们能喝的很是不
少，多半有按斤来计算酒量的。天寒地冻
的日子里，一口酒、一杯酒下肚，那叫一个
爽。粗犷、豪放、随性、温热，尽在觥筹交错
之间流淌出来。

从这本书里，读者可以看见一个家庭
在寻常岁月里的艰难与突围，可以看见一
个小女孩的淘气与满足，可以看到东北人
家沉淀在锅碗瓢盆之中的知足与感恩，可
以看见众多平凡人在时代洪流中的无奈与
抗争，可以瞥见东北在过去二三十年间历
史变迁的某些侧面。由此可知，它写的人
间烟火事，却不是小书。

《世间味道》的书写对肖于来讲，是一
种深切、真切、迫切的怀念。“小时候我觉得
日子好长，未来好远，一切都望不到边。却
没想过，日子过得飞快，一转眼就是三十年
后的今天了。也到了现在我才发现，那些
时刻太过于珍贵，珍贵得我不敢去想，不敢
再想。”知来者之可追，书写即追寻，写下即
珍贵至极的留存。 （据《长春日报》）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
孙犁是一位有着独特风格的革
命文学家。他的文学创作包括
小说、散文、杂论和诗歌等，以
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浓郁的
乡土气息，充满真情著称。以
孙犁为代表的“荷花淀”文学流
派，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书
衣文录”是孙犁独具特色的一
种写作形式，这是一种奇特的
文体形式，它是将在书皮上题
写的文字整理刊录而成的。其
中所录，或可作书话读，或可作
日记读，还可作小品、杂文读，
历来受到研究界、出版界及读
者的重视和喜爱。

自 1979 年《书衣文录》出
版问世以来，为数众多的版本
所收录的均不是孙犁生前所创
作“书衣文录”的全部，盖因孙
犁在世时只把其中一部分篇什
拿出来发表，其余的都不为世
人所知。此次出版的《书衣文
录全编》（百花文艺出版社2021
年 6 月出版）全面系统地挖掘
整理出了全部“书衣文录”的手
稿，时间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
90年代初，许多篇“书衣文录”
均为首次面世，颇具史料价值
及文学研究价值。全书以手稿
影印的形式呈现并配以释文，
体现了原作品的本真风貌。同
时，书中还增加了附录，囊括了
未有手稿的“书衣文录”以及甲
戌理书记、理书续记、理书三
记、理书四记、耕堂题跋。展卷
细读，深受裨益，尤其孙犁与书
的不解情缘，更令人敬佩。

孙犁一生酷爱读书，对书
爱护备至，从童年时就养成了
给书包书皮的习惯，称之为“书
衣”，以防沾尘惹污和破损。即
使读过几遍，书籍还完好如
新。在那则令人拍案叫绝的《书箴》里，孙犁用诗意的语言写
道：“唯对于书，不能忘情。我之于书，爱护备至，污者净之，
折者平之，阅前沐手，阅后安置，温公惜书，不过如斯。”20世
纪 70年代初，孙犁在家里整理抄家后发还的旧书。他到处
收集废旧的包装纸，有同事赠送的牛皮纸，有从报社摄影部
要来的大信封，也有普通的出版社打包纸。他一本一本把破
烂、污损的书籍包裹上一件外衣，真如孙犁自己所言：“爱书
成癖，今包装又成癖，此魔症也。”

孙犁在很长时间里，通过包裹这些书籍“消磨时日，排遣
积郁”。他很享受包书的过程，每逢坐在桌前包裹书籍时，心
情就变得平静且愉快。他常常随翻随读随想，然后，在书衣
上标明作者、书目、卷数以及所思所想，这就是“书衣文录”。

“书衣文录”一反传统藏书题跋的写法，保持了孙犁深刻、质
朴、简练的个人风格，内容涉及文学创作、文坛现状、作家交
往以及个人家庭生活琐事等诸多方面，其中亦不乏对世态人
情和文坛时弊的鞭挞，充满了忧国忧民的赤子之情。有学者
评论其为“孙犁在荆天棘地中为自己开辟的一条可致幽远、
休养生息的小径，也是为自己打造的一叶顶风破浪的扁舟，
还是他在浊世中独创的饱蕴文化意味的工作平台”。

1975年 4月 18日，孙犁在《小腆纪年》的书衣上写道：
“余中学同窗张砚方，雄县人，买书后即包装之。余今效之，
此人不知在何处。”1977年2月14日在《曹子建集》书衣上写
道：“又值岁暮。回忆一年之内，个人国家，天事人事，均系非
常。心情百感，虽易堂名为晚舒，然不知究可得舒与否。仍
应克励自重，戒轻戒易，安静读书，不以往事自伤，不以现景
自废。”

《书衣文录》虽然在形式上，不是杂文，也不是随笔，甚至
不成文，但却在事实上构成了孙犁的日记，是按时间顺序记
下的，每则都记下写作的日子，自有一种真切动人的魅力，为
我们了解时代、了解文学、了解孙犁提供了难得的视角。

孙犁与他的读书生活，为后人留下了一笔极其珍贵的财
富。通过读《书衣文录全编》，我们可以看到一代文学大师博
览群书的身影，也可真切地感受到一个爱书人对书籍的无限
热爱和别样的读书趣味。 （据《河北日报》）

著名作家梁晓声新作《人间清醒》，通
过自己七十余年的经历，讲述了人间百态
的清醒，谈孤独和压力，说成功与完满，话
怀旧和喜悦；深邃与优雅相间、严肃与幽
默同步、小情愫与大胸怀兼具，字里行间
透射出老师对人情世事、学术道德的公正
谨严、诙谐有趣的思考。

梁晓声把人生比作一块画布，大多数
的人生画布是小幅的，他自己的画布也属
于大多数人中的一例。《人间清醒》语言平
实、轻快易读，记录了梁老师内心深处难
忘的最初记忆，也是他心灵最终的归宿。

他用朴实的文字感恩生命中所有的相遇，
用温暖的笔触勾起我们每个人对温情的
回忆。《当爸的感觉》描绘了一个新手父亲
从无所适从到颇具责任感的过程；《母亲
的蜗牛》则讲述了一个有着中国传统美
德，一生为了家庭无私奉献的母亲。

为生活奔波忙碌的你，也许不止一次
思考：我真正需要的究竟是什么？如何在
工作中实现人生意义？

梁晓声说：“我不畏惧死亡，但是尚感
到生命承担的种种责任。人生的意义在
于承担。勇于担当的人，即使卑微，对于

爱我们的也被我们所爱的人而言，可谓大
矣！因为他尽到了自己的责任，他承担起
了属于自己的义务。这样的人，尽管平凡
渺小，但值得钦佩。”

作为一个老一辈的文人，梁老师骨子
里有乐天知命的豁达劲儿，所以在分享感
悟和快乐这件事儿上，他乐在其中，也充
满感激。最打动人心的，都是真诚的事
物。

在当今这个内卷的时代，怎样度过人
生的低潮期？

安静等待，好好睡觉；锻炼身体，无论

何时好的体魄都用得着；和知心的朋友谈
天，基本上不发牢骚，回忆快乐的时光；多
读书，看一些传记，增长知识，顺带还可瞧
瞧别人倒霉的时候是怎么挺过去的；趁机
做家务，把平时忙碌顾不上的活儿都干
完。

所以我们需要进入真正的生活，从家
庭、从工作、从儿时的回忆里。

懂生活，让人笃定踏实，不悬浮，既能
助人活在当下，又不会让人囿于当下，它
能帮你撑开一些信念，让你走向未来。

（据《北京晚报》）

本书是一部随笔集，源于央视知名导演、作者孙滨的工
作与日常生活感想。在作者的视野下，如果假设人的理想寿
命是100岁，那么50岁起，就意味着开始了人生的下半场，而
精彩也大都埋伏在玄机重重的下半场。作品是年过五十的
作者对人生上半场的回顾，以及对即将到来的下半场的思
索，内容分为“人生智慧感悟”“名人幕后故事”“生活逸闻趣
事”“家庭温情记录”四个单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