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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旭峰要出第六本儿童诗集，嘱咐我写个序，
我毫不犹豫就答应了。答应的原因很简单：他是
我的朋友，我了解他这个人和他的作品，更何况，
他出版的是儿童诗集，作为同道中人，责无旁贷。

他出第六本儿童诗集，我是羡慕的。在当下，
出版的形势似乎不大乐观，换句话说，是很严峻。
就算形势大好，出一本儿童诗集也绝非易事。在
如此严峻的形势之下出一本儿童诗集，更值得羡
慕和庆贺了。其实，涌上我心头的第一个感觉是，
一声惊呼，感叹：旭峰好勤奋呀！一个出第六本儿
童诗集的诗人，不能不说他是一个勤奋的诗人。

在儿童文学作家中，尤其是儿童诗人，做教师
的不少，但在小学里做校长的，没有几个。我几次
去过他们的学校，这是一所百年名校，也是一个特
色学校。这些年旭峰引领着老师们把学校建设得
书香馥郁、诗意流淌，学校的荣誉墙上挂满了牌
匾，那些荣誉都是货真价实含金量极高的。他也
坚持在一线上课，一直给孩子们上诗歌课。如此
一来，我对他的人和诗，便格外增加了几分敬意。

旭峰的诗，大多数是从儿童本位视角出发的。
我个人理解的儿童本位，即：童心、童情、童趣。其
实，这也是儿童文学最重要的特征。儿童诗是诗
歌的一种，除了具备诗歌应有的特点之外，重要的
是在一个“童”字上。这是特定的服务对象，以便
和成人的诗区别开来。虽然说孩子们读什么诗是
孩子阅读的权利，但我一定得告诉孩子们一句话：
儿童诗是最贴近儿童心灵的。它用孩子的心灵去
感受世界、认识世界、观察世界，表达的是洁净的、
纯真的儿童式的情感，给予孩子们的是儿童的情
趣。这是一种平视，是一种对等的交流。

《我是长不大的孩子》是开篇之作，也是诗集
的书名，可以想象旭峰是极其推崇这一首儿童诗
的。童心、童情、童趣在这首诗歌里得到了几乎完
美的体现。我毫不怀疑这是一首极具口语化的儿
童诗，而且是极具生活化的儿童诗。诗句干净、洗
练、朴素，貌似没有使用任何优雅的修辞，实际上

作者巧妙地使用了排比，也可以说反复。诗句朗朗
上口，阅读起来很有力量感。这种修辞，几乎是一种
经典的叙述模式，在我们的《诗经》中被古人充分地
运用了。同样，旭峰的这首诗里，经典的叙述模式被
恰当地运用了。尤其是，在口语化的诗歌中，在表现
生活场景的口语化诗歌当中，这种经典的叙述模式
强化了作者的中心意思。它产生的力量犹如大海的
波浪一样，一波一波向我们涌来。它表达了一个儿
童（我）的不满和困惑。也可以说表达了主人公的好
奇和沮丧。现实和他的理想发生了冲突和矛盾，很
显然，他渴望长大，渴望自己左右自己，但他被限制，
被否定，被拒绝，当然，这就是大人所谓的爱，或者说
宠爱，是爱与被爱的错位。这种现象在现实生活中
极其普遍，所以说，旭峰选择的是极其有代表性的两
代人之间的冲突。极其细小的生活场景，一个，又一
个，然而却包含大大的意蕴。孩子天真的思维方式，
向我们活灵活现地展示了一个孩子的心灵世界的激
荡。在结尾中，孩子的委屈，不满，抗议，好奇，争辩，
倔强，都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

旭峰是一个对现实具有强烈关怀意识的儿童诗
人，也许，这和他的职业有关。责任，使命，担当，忧
患，在他的现实主义题材的诗作中有充分的体现。
他的《我是长不大的孩子》是一种姿态，统领全部诗
作，是他关怀儿童成长的意识的具体表现。有代表
性，又有典型性。我们一向对文学中的教育作用持
有敌意，或者说我们在强调文学性的时候很容易把
文学的教育性忽略。这是极端错误的。我们只不过
是排斥那种缺乏文学性的单纯的道德说教的文学作
品而已。在这一点上，旭峰秉承的理念与凯斯特纳
的理念不谋而合，也许，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那就
是：强调儿童的独立性。与一般的儿童诗人相比，他
的儿童诗更有校园的气息，和儿童的现实生活关系
更密切。这种得天独厚的优势，与他的职业大有关
系。比如：《分身术》《不争气的眼泪》《叹息》《我是风
筝》《如果》《喜欢》《橡皮》《脑子进水了》《多想美美睡
一觉》等等，这些诗作都具有强烈的现实性，是儿童
在成长过程中遇到的具体问题，无论是心里的苦闷，
还是对现实的不解和困惑，都被诗人敏锐地捕捉到
了。诗人用形象化的语言，充满情趣的表达，来展示
现实生活中儿童所处的精神状态以及心灵状态。而
另一部分诗作，都是他用儿童的视角、用童心的柔软
来观察大自然，和大自然进行交流、对话。语言活
泼，欢快，形象而又生动。比如《等雨停的时候》《按
自己的样子堆个雪人》《静静地听》《小脚丫》《都是风
走漏了消息》等等，都属于此类诗作。非常有趣的
是，诗人在许多讴歌大自然的诗篇中，有意无意地给
诗歌中添加了哲理的成分，正如古人所言的“诗言志”
一样，我个人以为，这便是诗歌的教育作用，或者说诗
歌中的教育因素。我承认，这是一种循循善诱的方
式，他像一个导游一样，给孩子们介绍大自然，介绍社
会和人生。不能否认，诗歌是一种对孩子们进行教育
的高雅的方式。无论是传播知识，还是介绍人生和社
会经验，哪怕是体察自我的情绪与心灵的变化，都是
一种令人愉悦的、充满想象和情趣的好方式。

旭峰对于诗歌，对于他的教育事业，都是虔诚
的，勤奋的。正因为这种相互的作用，相互的滋润，
才有了诗歌的灵感，才有了丰厚的底蕴，才有了一本
本诗集的诞生。

于他的学生而言，旭峰是老师、校长，但我觉得
他更像一个大孩子，始终葆有一颗清澈、纯真、美好
的童心。相信他会带着他的学生，在追寻诗意的人
生道路上越走越远。

追逐诗意的大孩子
□ 安武林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柴桥
供销社有个地产品销售门市
部（简称地产部），专门为农民
代销各种地产品，比如西瓜、
冬瓜、南瓜、带豆、茄子、芋艿
等，也是当地部队的食品军需
站。

地产部在柴桥老街北侧，
傍芦江河。店面占地面积约
300 平方米，老式木结构两层
楼，楼下两间店面无腰壁统间
敞开，堆放着一筐筐刚上市的
各种地产货，供各地商贾自由
选择，每天上午人声嘈杂买卖
兴隆。

“八一”建军节到了。地
产部经理张惠琪和心算如神
的老会计胡才章，为采购“拥
军西瓜”忙坏了。张经理根据
柴桥和郭巨等地解放军海军
部队驻军情况，早在清明节前
后就与附近村民签订了西瓜
种植计划。柴桥街道洪岙、上
史、洪溪、红光以及原紫石乡
各生产队，历年都有种植西瓜
习惯。为了能列入“拥军西
瓜”计划，特地到地产部与张
经理套近乎。可张经理秉公
办事，从不讲私情，定下规矩：

“拥军西瓜，主要是增强军民
团结，质量一定要保证。小西
瓜 5 斤以下不收、瓜瓤未熟不
收、瓜皮开裂不收。”

七月中下旬，各地西瓜“瓜

熟蒂落”络绎上市。天刚蒙蒙
亮，浩瀚的芦江河，碧波潋滟、
轻雾婆娑、万籁俱寂。一艘艘
农船装载着圆滚滚、翠绿色、瓜
皮略带瓜霜的大西瓜，往柴桥
地产部方向像赛龙舟似地竞
摇，橹声由远而近。

早上 7 点钟左右，贯通老
街南北的柴桥，两侧的水面上
挤满了荡漾的瓜船。为收购
西瓜，地产部比其他商店提早
开门。船上岸上人群相互吆
喝，争先恐后，熙熙攘攘。河
埠头两旁西瓜一箩紧挨一箩，
很是壮观，路人无不惊讶！8
点左右，一辆辆草绿色的解放
牌军车，不约而至。芦江北
路，薪桥至柴桥约百米长路
段，依次停靠着来自大榭岛、
仰岛湾和峙头等地，待装西瓜
的军车。

西瓜从船上一只只像投篮
球一样，轻快地被传递上岸。
先装入箩筐，然后用落地磅过
秤，再轻手轻脚地搬上军车。

张惠琪经理，瘦长个子，是
柴桥供销社的资深员工，平时
与部队关系密切亲如家人。别
看他和颜悦色，言语不多，可挑
选西瓜经验丰富。看，在传递
西瓜中，凡经他的手一拍就知
道西瓜好坏。有些瓜农不信，
用刀切开心服口服。确保给部
队挑选的西瓜个个都好。

西 瓜 情
□ 孙兆钧

儿时家里的房子不够住，很长一段时
间，我和姐姐、爷爷奶奶同住在一处平房里。

平房有三大间，面积不小，墙是青砖，
有年头了。地坪是泥地，已经被踩得很光
滑了，但并不平整，梅雨季节会返潮，湿漉
漉的，怎么也干不了，角落里偶尔还会长
出蘑菇来。

老屋朝南，中间一间的后半部分是厨
房，有大灶和水缸，屋顶上有个玻璃天窗，
天窗使得厨房亮堂了许多，这样白天就不
用开灯了。前面是客厅或是堂屋，可惜除
了一张八仙桌当饭桌外，没有字画。记得
我临摹过一幅关公像，奶奶觉得不错，在
墙上挂着，让我高兴了很久。

门前有个大院子，也是泥地。奶奶种
了很多花，比如凤仙花、鸡冠花、太阳花、
紫茉莉，都是乡间常见的花，不值钱，但好
养。

鄞州人称凤仙花为满堂红，花开时如
火如荼，满堂红艳，煞是好看。凤仙花的
籽荚成熟后，只要轻轻一碰，就会弹射出
花籽来，像子弹一般。只要把花籽洒落在
墙角屋边即可，或者根本就不去管它，来
年就能长出新苗来。

记得凤仙花会长一种豆绿色的虫子，
据说是天蛾虫，很大一条，看着很吓人。
如果不捉掉这种虫子，就会被啃食掉叶片
和花朵，不几天全株就变得光秃秃的了。
于是奶奶让我和姐姐去捉虫，我俩忍着恶
心，用筷子夹或者剪刀剪，把虫子扔到鸡
面前。鸡倒是很喜欢吃这种虫子，吃完一
条后就定定地望着我们，翘首以待下一条
虫子。女孩子喜欢用凤仙花染指甲，姐姐
和她的小姐妹都喜欢。

鸡冠花玫色或大红色，因为花冠形似
公鸡的鸡冠而得名。它的籽藏在花冠中，
秋天时用指甲轻轻去拨动，籽就纷纷落在
掌心上了。籽黑色，很有光泽，但很小，比
凤仙花籽还要小。把籽随意撒在角落里，
第二年就会自己长出来，在没有泥土的石
缝里都能发芽。煎制花冠可以治疗腹泻，
记得奶奶用这个方法治好过我的腹泻。

太阳花种在一个破脸盆里，奶奶说这
种花喜欢太阳，越晒越好，所以把它放在
向阳的地方，也不大去浇水。太阳花夏天
开花，连绵不断。不久就结果，花籽躲在
帽子状的蒴果里，开裂后可以看到里面有
很多粒的花籽，很小，比鸡冠花籽还要
轻。捏爆各种花籽，是我愿意干的事情。

夜开花是一种蒲瓜的名称，是夏日的
蔬菜。宁波人把紫茉莉也叫做夜开花，因
为它总是在傍晚的时候开花。有人说有香
味，我很仔细地闻过，没有香气，就是一个
个细细长长的紫红色花瓣，开得很旺。它
的花籽很有意思，先是白色，慢慢变成青
色，等完全成熟时成了黑色。摘下一颗，花
籽圆圆的，外表凹凸不平，像是缩小版的地
雷。剥开它外层的表皮，可以看到里面的

“肉”，粉状，手指一抿，感觉很细腻。有人
说把这种粉擦在脸上，可以美容。

院子有围墙，忘了是谁在一人多高的
围墙上放了点泥土，把仙人掌插在上面。
仙人掌居然活了，两年后开花，黄色，在太
阳底下明晃晃地耀眼。仙人掌会结果，果
子掉落到地上，又能新长一棵出来。这植
物的生命力实在是太强了，平时根本不用
去浇水和施肥。只是它有细刺，其生长的
区域人畜不敢近。

奶奶在院子里还种了萱草，当作蔬菜
来种，为的是吃黄花菜。奶奶每次在清晨
时分采摘黄花，趁花还没盛开或是含苞欲
放的时候，她说这样摘下的黄花菜好吃。
摘下后，奶奶放在竹扁上晒干后备用，多
是在过年的时候炖蹄膀吃，炖鸡时也会放
一点。奶奶在初一和十五吃素，她做的四
喜烤麸里，也会放黄花菜。我奇怪为何不
在黄花菜新鲜的时候做菜吃。

南瓜、丝瓜，院子里也是每年都种。丝
瓜和榨菜或咸笋干一起做汤，如果是和鸡
蛋一起炒，那是有口福了。南瓜嫩的时候
炒菜吃，老了就和缸豆一起炖，也可以做南
瓜饼。奶奶做的南瓜饼，蒸熟的居多，若是
在油锅里煎一下，又软又糯，还香得要命，
是很好的解馋之物。角落里，奶奶种了几
种草药，以治疗腹泻的居多。每次我拉肚
子，奶奶都会给我熬制，即便放了很多糖，
也很苦，但效果还是不错，吃了几次就止泻
了。我还记得鸡冠花的苦味，比那种草药
要淡一点。

我从别处挖来一棵从桃核里长出的
小桃树，种在院子的西侧。桃苗还很孱
弱，我怕大风会吹折了它，在其四周垒了
砖块。这样也能做个记号，防止有人进
去踩到了它。桃树和我一起慢慢长大，
后来每年都开花结果，几年后，结的桃子
能超过半斤，很脆很硬，也很甜。奶奶总
是说留着最高最大的几个桃子吧，让它
慢慢成熟，最后等我爬上树去采摘时，桃
子已经发软，适合没了牙齿戴着牙套的
奶奶吃。

如今，老屋和小院早已不在，而奶奶
去世也快有二十六年了。

奶 奶 的 小 院
□ 仇赤斌

在夏天，风吹起的裙裾是种风情
一只侥幸逃脱的小螃蟹

也有自己的抒情。而那些贝壳
试图等下一个浪头来掩埋自己的一生

天空被大海濯洗得干干净净的时候
突然想起有你的夏天

那些铺陈的心情在波涛里起伏
荡在心尖上的涟漪开满浪花

我想和你去吹吹风
去红桥舒展的身姿里眺望梅山湾

白帆点点。海鸥翩翩。阳光照亮的笑脸能点燃夏天。
我想我可以

放下心里的兵荒马乱。去邂逅
一朵刚好路过的云

在红桥，流浪的眼神会游进一条鱼
风会把听到的情话偷偷告诉远方

你等的上弦月还在妆扮自己
而你翻飞的发梢，正在人海里

掀起一片夏日的浪花

直到日落。直到月出。直到月色
拉幵夜的序幕。小雏菊开始摇曳

浪花温柔地拍打着海岸
哦，这撩人的夏夜

连晚风也有了缱绻的心思

开满浪花的夏天
□ 余宋庆

七夕追光逐火萤，
人间点点是繁星。
有情何在银河隔，
处处时时双展翎。

中国情人节
□ 胡嘉翔

凉风明月年年。
水云间。

别梦幽芳疏影夜无眠。

多少爱，重遇醉，鹊桥仙。
银汉玉庭飞度诉清欢。

相见欢·七夕清欢
□ 刘雪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