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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丽宏的儿童诗
老天的年龄

爸爸说：
天地年纪很老很老，
世界上所有人的年龄加起来，
也没有他老。

可我眼里的老天，
却常常是个婴儿。
他那么爱哭，
天上的雨水是他流不完的眼泪，
他那么爱叫，
狂风呼啸的声音，
远远大过婴儿的吵闹。

我眼里的老天，
是一个小姑娘。
她那么爱打扮，
早上用晨雾当围巾，
黄昏用晚霞当披肩，
雨后的彩虹，
是她头上的遮阳帽。

我眼里的老天，
也是一个老人。
空中乌云翻滚，
像他的满腹心事，
夏夜雷声隆隆，
是他梦中的鼾声，
冬天的漫天雪花，
是他的白发飘飘。

我告诉爸爸，
老天是个魔术师，
他会随时变换年龄，

有时候很小很小，
有时候很老很老。

流星雨

夜空像一块墨黑的镜子，
点缀着无数亮晶晶的星。
星星们一动也不动，
固定在它们的位置上。

流星雨来了，
流星雨来了，
那是一群亮光闪耀的飞鸟，
从遥远的天外飞过来，
那是一个个燃烧的火球，
把黑暗的天空照得晶莹剔透。
那是从固定的位置上逃脱的星星，
奋不顾身地扑向地球……

如果天天有流星雨，
那夜晚的天空有多热闹，
可惜，这样的景象，
难得才能看见一回。

雪花的秘密

雪花飘在我手心里，
我发现，
每朵雪花都有六个花瓣，
可是，没有一个花瓣会重复，
为什么，它们长得都不一样？

如果雪花是花，
天上一定有一棵大雪树，
才会撒下那么多雪花。

可是那棵树长在哪里呢，
为什么，我总是无法看见它？

天边在哪里

爸爸告诉我：
天很大很大，
大得没有边，
我使劲想：
没有边的天，
到底有多大？
却怎么也想不明白。

每个地方都有边，
走到尽头要拐弯。
天怎么会没有边？
走到一个天边，
前面还会有另一个天边？

总有最后一个天边吧？
天边到底在什么地方？
怎样才能走到那里？
我没有翅膀飞去寻找
只能使劲地想：
没有边的天边在哪里呢？
唉，我怎么也想不明白。

以上诗歌选自由人民文学
出版社·天天出版社出版（天天
出版社系人民文学出版社旗下
的出版社）的赵丽宏儿童诗集
《天空》。

赵丽宏，现居上海，著名诗
人，散文家，上海市作协副主
席。

◎诗选萃

作为一位著名的诗人，赵
丽宏先生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儿
童诗集。他当然会从自己大量
优秀的诗篇里，汲取丰盛的积
累和圆熟的技巧，他也不乏让
我们亲近的儒雅的诗人气质。
但是，当他专为儿童写诗的时
候，更重要的是他能够在心灵
上自由自在地回归童年。那种
儿童所特有的超拔的想象力，
非凡的狂欢天性，精致的气韵
流畅，浑然一体地融合于他的
这些儿童诗里。因此，我们有
理由期待和认定：他也是一位
专门为儿童写诗的优秀诗人。

我觉得，每一位作家在他
漫长的写作生涯里，都有可能
达到一种境界：他经常会想起
童年，经常会在某一瞬间，蕴蓄
在他心灵深处的记忆和感动被
唤醒。那似乎就是童年生命的
又一个黎明。一双炯炯有神的
眼睛与另一种目光相遇，我们
开始感觉到对自身童年的亲
近、喜悦和发现。这种感受的
持久，一定是发之于真心实意，
成之为自然而然。

于是，我读到了这本专门
为儿童创作的诗集《天空》。

翻开《天空》，我开始了飞
翔。“闪烁的星星，/是亮在河畔
的路灯。/飞驰的流星，/是河
上的快艇。”（《银河》）“像数不
清的丝线，/把大地和天空连在
一起。”（《天上的泪水》）还有

“大地被风吹到的地方，/就是

被风眼看到的地方。//风吹草
动时，/我能看见风的眼睛。”
（《风眼》）比宇宙更宏大的是孩
子的心，因为他们可以把宇宙
中的万般事物在瞬间饱览无
遗，并给予新奇的解释。我设
若看到了诗人在童年时代的仰
望星空的姿态和对于风雨的感
受。他敞开胸怀，接受那些形
象、色彩和声音。他所做的一
切答案都是轻松快乐的。

他们不仅有许多“快乐的
答案”，还有许多无尽无休的

“快乐的问题”：他问“谁最大”？
在思考中，他认定“太阳没有窗
户大”“一扇小窗，/就可以把太
阳全装下”；他认定“月亮没有池
塘大”，他认定“星星没有眼睛
大”。但是，“妈妈笑着凑近我，/
我在她的眼睛里，/看见了我自
己。/在妈妈的眼睛里，我小得
像粒芝麻。”他问“没有边的天边
在哪里呢？”他问“我能回到古代
去吗？”这无休止的天问，让我们
发现了儿童的全部身心就是处
在这茫茫广宇的奇境中。好奇
心是他们认识生活的动力，是滋
润心智的源泉。

诗人写宇宙，也写微小的
事物。他写“小蜘蛛，/拖着一
根细细的丝线，/飘飘悠悠，/在
我头顶荡秋千。”（《小蜘蛛》）他
写“天上没有指路牌，/你们会
不会迷失方向？天上没有宿营
地，/你们会在哪里休息？”（《问
大雁》）他写金龟子“轻轻停在

我手心里，/变成一枚金币，/闪
闪发光。”（《金龟子》）他写瓢虫

“它是那么小，/小得像一颗红
豆；/它又是那么大，/轻轻地飞
起来，/背起北斗七星，/背起一
个袖珍的天空。”（《七星瓢》）诗
人赋于每个小生命以关怀，赞
赏和交往中的乐趣。它们与儿
童的生活、生命以及生存的状
态融为一体。在儿童的天性
中，他与花鸟鱼虫是平等的，它
们是游戏的伙伴，是活的财富。

在这本诗集中，所表现的
儿童对于宇宙的解释，对于生
活的好奇心，对于生命的独特
的感受力，是儿童所特有的一
种浑朴未凿的想象力，是对于
儿童心灵的滋养。童年所追求
的灵魂生活，也是天性中的自
由生活。诗人能专门为儿童写
出这些诗的渊源，与其说是写
诗的技巧，不如说是发自童年
的记忆，发自对童年的不断感
受和认知。他倾听着童年的絮
语，他和自己的童年对话。我
仿佛看到了诗人为孩子写诗的
陶然忘我、爽心悦目的姿态。
因为他理解儿童天性中的自
由，他给予了他们泛灵心理的
满足，他把真正的童年还给了
儿童。

读完这本诗集，我在扉页
上写下了这样的心得体会：

“儿童诗所显示的不仅是
童年的魅力，还有诗人一生的
精神力量。”愿与诗人共勉。

天性中的自由生活
——读赵丽宏儿童诗集《天空》

七夕宝带桥
贡才兴（苏州）

就在这个夜晚 月上柳梢
你从桥的南风来 我从桥的
北面过

蝉声叫静了一腔澹台湖水
月色透明 透过柳丝与裙裾
我在桥心的时来运转石上
捻亮一盏呢喃的灯
相偎在幽微的星空下
仿佛已经是多少年了
你芳草般的气息已是我的呼吸
浩瀚运河水的气息已是这座
桥的呼吸

南风轻轻地漾过 拂过你鬓
际的白发

也摇曳过湖畔的朵朵荷花

把悲伤折弯
许霞（镇江）

释放掌心的火热
以一朵蔷薇，轻覆新痂
心声不要吐露给风
快乐可以夸张
心事务必独自消化

把悲伤折弯，就能直起头
颅。保持不屑

可以击溃，一文不值的
伤感。如果阳光和雨水
还不能让你饱满
请试着，把所有的灯打开

看不见的爸爸（外一首）
林传金（南京）

老屋的墙壁上还留着您的味道
扁担和箩筐焦急地等待
鞋子已奔波寻找

清晨薄雾飘渺
簸箕在秧田里撒着一粒粒的
希望

炎炎烈日
牛翻犁着一块块的田地
凉凉的风
吹来了秋
飘着谷物的芬香
一座座金灿灿的小山
堆积着喜悦和幸福
堂屋的炉火红彤彤
散发出温暖与快乐

雪掩盖了一切
炊烟飘向天空
没了踪影
锥刺的痛
血泪双眼
门前的水杉树
疯狂地摇曳

罩子灯

暖暖的光 安静祥和
摇篮曲
轻轻地抚摸
甜蜜的梦
幸福的笑脸

针线忙碌穿梭
千层底 万般爱
温暖的脚 感恩的心

剪刀和尺子已困倦
布成了各种形状
针引着线 快乐行走
笑容替代疲惫
阳光爬上窗台
身上衣 暖儿心
慈母线 牵挂情

罩子灯
慢慢老去
温情更浓

独语
朵云（南京）

从今往后
我将以自己的方式写我的诗
我将把旧时光丢弃在黑夜里
无论前言之后写到哪里
只要随心而往
款款而来是轻盈的步伐
水流处，午夜刚醒
梦呓中的你已走向远方
风肆意吹过
小桥已失去原来颜色
点滴中，种下叫深沉的树
原来，转身离开的地方叫冬季
却萌发着叫希望的种子

断章
顾耀东（南京）

一
在父亲眼里
儿子身上
总看见自己的影子
在儿子眼里
父亲身上
看不见未来的自己

二
每到这个时节
就会失眠
尤其五十岁以后
好在送别的亲人
会来到梦中
陪着熬夜

平凡（外一首）
木米（南京）

始终想远离喧嚣
不曾见喧嚣安心放过了谁

想放浪一把形骸
不曾见形骸甘心放浪过

世界已经住旧了
还不敢承认自己的平凡

命运早已注定
一粒沙子被风一会刮到东一
会刮到西

雨

只有雨敲打雨
落下来的深夜才能找到梦境

叶尖上滚落
亮晶晶珍珠耳钉

忽有好诗雨中曲
醒来句子已难寻

（组诗）

◎诗评

金波（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