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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波为他家的拉布拉多狗写
过很多诗。 这些诗有趣有味，好看
耐看。 但凡在报端见到，我总会找
来一睹为快。 眼下，作者又全新创
作了一本他家拉布拉多狗的诗集
《一根狗毛一首诗 》，说实话 ，还真
有点迫不及待想看。

我认识和熟悉的师长朋友中，

喜欢养猫养狗的不少。 严文井先生
爱和猫合影， 最多时养了七只猫。

林焕彰先生也养了好几只猫，称其
为“诗猫”。桂文亚女士养的猫很爱
思考，叫“思想猫”。

洪波喜欢狗，他家那只拉布拉
多，名气很大，大到 ，怎么说呢 ，干
脆就叫“大咖”。虽说此“大咖”非彼
“大咖”，不是当下社会流行的那个
高大上意思 ，但既叫 “大咖 ”，就免
不了被尊崇、被仰视、被高看。 唉，

谁让拉布拉多身上长着这个族群
少见的咖啡色毛呢。 大咖，大咖，自
自然然，顺理成章。 看来，“大咖”非
这位拉布拉多阁下莫属了。

我很早就知道洪波养了一只
拉布拉多狗，名曰大咖。 大咖给予
洪波源源不断的写作灵感，他为大
咖写了一首又一首诗。 每每文友聚
会，但凡谈及大咖 ，他总是侃侃而
谈，难以打住。 洪波喜欢狗，他对狗
的感情我有亲身体会。 两年前，我
们一同参加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
奖终评工作，接下来又一同观览上
海国际童书展。 童书展上，我们一
起参加海栖和之路新书发布会，这
两个发布会恰好地点和时间都紧
挨在一起。 谁知风云突变，他宠爱
有加的大咖走失了。洪波是中国作
协副主席，见过的大场面很多。 我
参加过一些文学会议，但凡他上台
致辞，总能由远而近 ，从宏观到微
观，最后又总能稳稳落到当下会议

的议题上。 毕竟，洪波本色是诗人。

可是这一次， 他神情凝重， 语调低
回。他隐忍良久，还是决定向大家通
报：很抱歉，刚刚得知我家大咖昨晚
不幸走失，至今杳无音信，心情有点
乱。不过，洪波终究是镇得住场面的
人，他很快恢复正常，完满结束了两
场发布会的致辞。次日，洪波悲喜交
加地在群里 （我们建了一个终评委
微信群）发了大咖失而复得的消息，

喜而上传诗文。群友纷纷回应。徐鲁
曰：“人狗情难了！ 应该有一本图画
书，为这只狗狗‘立传’。 ”

也因为此，我读洪波这本新作
时，很容易读出诗人对主人公大咖
一如家人般的情感。 读过不少叙述
动物的诗文，其中有不少人与动物
是分离的，在动物的身上感受不到
人的情感的注入。 洪波的诗，显然
不属此类。 他的诗不仅人与动物融
为一体，更葆有人对动物真挚的情
感。 《天地之间》叙述大咖来到户外
的心情，“草地草地草地/我奔跑在
你的怀抱/你的草香伴我长大/天
下最美的风景/藏在大咖的眼睛
里/小狗、白云、绿草地/大自然快
乐的神曲/大咖是跳动的音符/老
爸， 你捉不住我/狗绳没有在你手
里”。 最后这两句实在精妙。 你看，

“老爸，你捉不住我/狗绳没有在你
手里 ”，其间的顽皮 、任性 、欢快跃
然纸上 ，而重要的是 ，诗人与大咖
早已是自自然然的一家人了。

洪波很多时候是严肃的，顶真
的，特别是面对大是大非问题的时
候 。 可他终究又是个诙谐风趣的
人。 他的幽默感是固有的、内置的、

天生的， 只要遇有合适的土壤、气
候 、氛围 ，只要身心放空 、自由自
在 、灵感喷涌 ，无处不在的幽默感
就会不期而至。 这种幽默感在《一

根狗毛一首诗 》这本诗集中 ，俯拾
即是， 随处可见。 《求你让我咬一
口》作者这样写道：“我是一只活泼
的小狗/我最喜欢玩叼球/老爸把
皮球扔上草地/我箭一样冲上去一
口叼走。 ”可是，“我悄悄地冲过去/

想叼起大球给老爸/大球碰上我的
牙/砰地一声响，让我好害怕/哎哟
哟！ 大球大球不见啦”。 这下可好，

大咖一口把人家宝宝的蓝气球给
咬破了。 生气的老爸，把大咖好一
顿敲打。 “你的祸，闯得大/大咖是
个大傻瓜。 ”然而，妙的是接来大咖
的回应：“每个调皮的小狗/见到气
球，都会央求/求你让我咬一口/说
我傻，我就傻/谁叫我是笨大咖。 ”

读洪波这本童诗集，一个突出
的感受是纯粹。 一本童诗集是否纯
粹， 并不取决于作者主观愿望，从
根本上说，取决于作品是否有精准
的儿童心理把握和儿童思维方式
的把握。 而这，恰恰是衡量优秀童
诗的关键。 《咬竹棍》说的是这样一
件事 ： 大咖咬坏了主人的皮鞋后
跟，主人气得用竹棍儿打大咖的屁
股，大咖乘家里没人把竹棍儿咬成
了一堆小竹粉儿。 “细长细长的竹

棍棍/打得大咖躲不开身/我没犯
什么错啊/只是咬坏了皮鞋。 ”“趁
家里没有一个人/我气哼哼叼起坏
竹棍/张开我的小狗牙/把竹棍使
劲儿地又咬又啃∥坏蛋小竹棍儿/

被我咬得乱纷纷/小小竹棍儿不吭
声/变成一堆小竹粉儿。 ” 最绝的
是：“尽管竹棍不好啃/还刺破了我
的牙龈/可我仍然很骄傲/因为报
了大仇雪了恨。 ”这是大咖的逻辑，

其实是儿童的逻辑，作者深谙个中
三味。

《一根狗毛一首诗》这本诗集，

作者采用的是他者 （狗 ）的叙述视
角。 采用这种视角，有诸多限定，你
完全不能用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
进行叙述。 而采用他者（狗）视角叙
述 ，必定会有一个前提 ，诗人是不
可以越俎代庖进行直接主观价值
评判的，只能客观呈现。 也就是说，

欲将文字背后的寓意有效地传递
给读者，欲使作品拥有真正的艺术
品质 ，就必须善于寻找 、甄别和发
现那些拥有隐喻性的呈现物 。 显
然，这是对诗人艺术功力的极大考
验。 《谁把咖啡泼了我一身》以大咖
（狗） 的视角进行叙述， 讲述的是
“大咖”名字的由来及其感触。 “谁
把咖啡泼了我一身？ /从耳朵尖到
尾巴根。 ∥谁把咖啡泼了我一身？

/香喷喷地挺好闻。 ∥谁把咖啡泼
了我一身 ？ /让我拥有大咖的名
份。 ∥谁把咖啡泼了我一身？ /拉
布拉多族群罕见的基因。 ” 这里，

“大咖”的“咖”和“咖啡”的“咖”，两
两重叠，合而为一了。

愿人类与动物， 人类与狗，永
远和谐相处。

（《一根狗毛一首诗》 高洪波
著，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20 年 6

?版）

自由 谈

凭借好风，播撒种子
王 伟

任哥舒先生要我给《蒲公英》写篇寄

语，我感到有些忐忑。 因为每逢说到儿童

文学， 我的内心都会泛起一种酸涩的回

味，感到一种无法弥补的缺憾。

我的童年正逢荒芜年代 。 嗷嗷待哺

的我们， 常常只能从劫后余生的少量成

人书中去探寻世界。 记得我看的第一本

“儿童文学 ”是少儿版 《西游记 》，转借到

手时早已翻烂了封面封底， 一副逃过大

难、苟且偷生的样子。 就是那样，我还是

读得津津有味、 欲罢不能， 因为急着要

还、再借很难，我不得不动手在作业本上

抄了两三回，把猴王出世、大闹天宫的故

事，变成了属于自己的读本。后来又陆续

读到少儿版 、64 回的 《水浒传 》，充满革

命意蕴也少长咸宜的 《高玉宝 》和 《闪闪

的红星》。

就在这饥不择食的状态中，我和许多

同辈人跨越了童年。 很快，一大批儿童文

学刊物和书籍雨后春笋般冒出时，我们自

恃已摸到成年的门槛，早已不屑那些“小

儿科”———我们跟一个时代， 就这么毫不

留恋地挥别了。 至今我还常想，没有经历

过儿童文学滋养的我们这一代，是否真正

地长成了健全的人格和心理，是否有些美

好的东西，未能在最适宜的时间嵌入我们

的心灵。

我因此有些逝水如斯的喟叹，也因此

深切地感到儿童文学对于一个人成长、对

于一个灵魂塑形铸造的不可或缺。 我对儿

童文学和儿童文学作家们，常怀敬畏和敬

重之心。 那些写作者手中的笔，真的有千

钧重啊！

我觉得自己应该谨言慎语，但儿童文

学界的朋友们总是热情邀我参加活动，热

情要我表态发言。 如今，任哥舒先生的盛

情也却之不恭，我就借蒲公英这样一种秉

性特别的植物，有感而发说几句吧！

蒲公英借助风的力量，把自己的种子

播撒出去， 在新的土壤上孕育出新的生

命。 我想，我们的刊物，应该对得起“蒲公

英”这个名字赋予它的生命力，把播撒种

子作为自己始终如一的职责和担当。 《蒲

公英》的播撒，就是助力协会凝聚和培养

一批充满仁心、 仁爱的儿童文学作家，让

大家在同一面旗帜、同一个平台上，倾心

交流，悉心探求，精心磨砺，同心奉献 ，一

起承担好向广大的儿童文学读者播撒种

子的使命， 一起为新生命的心灵成长护

土、培根、浇水，一起为未来涂抹上一道明

丽的基色。

蒲公英是一种承载梦想的生命，欢悦

的小伞兵漫天飞舞，把探寻的触角伸展到

世界各个角落。 而梦想是创新的动力，作

为协会的重要园地，《蒲公英》应致力于为

加盟协会的儿童文学写作者和工作者，提

供创新的动力和辅助。 我一直以为，上海

是中国儿童文学的重镇，拥有阵容完整的

老中青三代儿童文学作家和薪火相传的

优良传统，诞生过一系列重要作品。 而在

变动不居的新时代， 只有传统的继承，耽

于厮守一块田园净土， 是难以行稳至远

的；同时，因为特殊的城市地位和影响，上

海在儿童文学领域，更有向世界展示中国

的使命。 从这些意义上说，我们的儿童文

学创新发展，具有更为广泛的意涵。 对于

少年儿童，梦想、幻想常常是同义词。 新时

代是一个充满幻想的时代，秦文君会长提

出要开掘幻想类的儿童文学，让幻想文学

和现实主义的创作形成双翼。 我觉得，这

就是创新发展的一个方向。

蒲公英是一位播种希望的使者，要在

新地方孕育新成长，就要能生根、发芽，而

孩子们的心灵就是我们扎根的土壤。 儿童

文学不应是一种裹着糖衣、单向灌输的说

教文字，不只是新时代的《千字文》和《幼

学琼林》。 它除了向孩子们传输知识，更要

滋润他们的心灵，给予他们成长的希望和

自信。 互联互通社会的少年儿童，其心灵

世界的瑰丽奇异，超乎我们的想象。 我们

和他们，其实是在同步跟进这个日新月异

的时代。 我想，如果《蒲公英》能够导引协

会的作家们，以一种平等的心态，更好地

走进孩子们的天地、 亲近他们的心灵，那

么刊物和协会的生命力，一定会得到有力

的接续和延展。

我翻阅前两期的《蒲公英》，在这个安

静的园地里，看见了一片繁花密枝。 许多

话题，显现了协会作家们的敏感 、敏锐和

思索、探索。 除了秦文君会长提到的幻想

与现实的双翼，还有文学与科普的结缘和

都市儿童的特有生态、童年体验的生命情

怀等等，这些都是值得上海儿童文学特别

关注的，一旦做出努力，其结果是可以让

上海儿童文学独树一帜的。 我觉得，作为

一个交流协会的会刊，《蒲公英》还可以多

些外来经验和跨界融合 （比如文学和美

术）的介绍，让协会的成员得到更多的学

习借鉴。

在巨鹿路爱神花园院内 ， 一面爬满

老藤的高墙边，悬挂着“中日儿童文学美

术交流协会 ”的铭牌 ，和诗词学会 、上海

文学基金会的铭牌排列在一起 。 每次抬

眼看到它，总让我感觉在提醒我 ：这个交

流协会是上海市作协大家庭中的一员 。

那块镀铜铭牌的表面 ， 有着点点滴滴的

锈斑，面貌显得苍老，但我知道它内里的

年轻态和绵延的生命力 。 协会集聚了那

么多上海的优秀儿童文学作家 ， 他们在

为上海儿童文学的参天大树持续浇灌 ；

协会还有《蒲公英》，只要有好风，就能让

生命的种子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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