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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湖南知名女作家骆晓戈

让孩子成为诗人，这个外婆的方法真简单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张秋盈

天下雨了/ 伞洗了澡 / 我
也要洗澡 / 为什么妈妈不让
呢？

星星回家了/ 我也要回家
……

这样的句子是两岁小女
孩安元随口说出来的，当作
家的外婆却像拾珍珠一样一
一捡起来，串成串，变成了
一首一尘不染的童诗并收入
自己的新书——由湖南少年
儿童出版社出版的童诗集

《很黑与很白》。这个外婆就
是湖南知名女作家骆晓戈。

骆晓戈，上世纪 50 年
代长沙生人，湖南工商大学
教授，曾任湖南知名儿童文
学杂志《小溪流》主编，同
时长期从事女性研究以及江
永女书研究。然而，鲜为人
知的是，骆晓戈还有一个身
份是诗人，上世纪 80 年代
曾出版过诗集《乡村的风》

《鸽子花》《挎空篮子的主妇》
等。

让读者好奇的是，时隔
30 多年，在今天这个诗歌
式微的年代，骆晓戈为什么
又重操旧业写诗编诗呢？最
直接的原因是“当了外婆，
想给在美国长大的外孙女留
一些中文的东西”。然而，
作为一位有情怀的作家，在
她看来，更重要的是“中国
是一个有诗歌传统的国家，
对出生于移动互联网时代的
孩子来说，他们更需要诗的
滋养”。

11 月 24 日，湖南图书
馆，童诗集《很黑与很白》
品读会现场，骆晓戈与来自
长沙各小学的孩子以及他们
的家长一道品诗、读诗、谈
诗。在接受今日女报 / 凤网
记者专访时，骆晓戈更是透
过诗歌本身，畅谈了诗歌对
于孩子的审美培养等各个方
面的重要意义。

诗集《很黑很白》除了记录

骆晓戈的校园生活，同样记录

了她当了妈妈和外婆之后，与

女儿、外孙女相处的时光。

外孙女安元是个小话匣子，

她会指着地板上的蚂蚁高呼“蚂

蚁蚂蚁”，然后对蚂蚁说 ：“再

见蚂蚁”。如果叫安元回家，安

元会对着小溪说 ：“小溪小溪，

跟我回家。”周末，一家人开车

去爬山，安元看着车窗外的山

和小溪说 ：“活了活了。”“她的

意思是在图书上看到的山和水

是不动的，是死的，现在看到

的是活的。” 骆晓戈说。

在骆晓戈看来，这些孩子

的语言天然近“诗”，她因此判

定，儿童世界就是一个诗歌的

世界。“诗歌 就 藏在我们的日

常生活里，尤其藏在小朋友的

眼睛、耳朵、嘴巴里，藏在小

朋友的手指间和脚趾头缝里。”

骆晓戈认为，诗歌的美在孩子

身上无处不在，就看家长有没

有一双发现的眼睛。

后来安元去了美国，骆晓

戈和女儿通电话，女儿兴奋地

向她描述了如何与安元捉迷藏。

骆晓戈听得津津有味，放下电

话，一首《我和妈妈 捉 迷 藏》

的童诗就流淌出来——

……妈妈，妈妈 / 我变成了

一只羊 / 女儿 ,女儿 / 我就是那

青青草儿绿山冈 / 妈妈，妈妈

/ 我变成了一棵树 / 女儿，女儿 /

我就是那树梢上的蓝月亮/妈妈，

妈妈 / 我变成了一条小溪 / 女儿 ,

女儿 / 我就是那奔腾不息的大海

洋……

“孩子总会长大，天然的诗

性会随着成长被逐渐磨灭，而

阅读诗歌是一个凝固和保留的

过程。”因此，作为外婆的骆

晓戈很乐于从安元的话篓子里

捡诗，替她保存好。“当然，最

重要的是能促进她将来学好中

文。”骆晓戈笑着说。

常常有家长问骆晓戈，读

儿童诗到底有什么意义？“儿

童诗既包括专门为儿童创作的

诗歌，也包括儿童可以读的成

人诗。”对于儿童诗的定义，长

期从事儿童文学工作的骆晓戈

做了一个拓宽，“而读诗，可以

让孩子在童年时候就保有对美

的感悟力和语言感受力，进而

培育更高的情商”。

当然，不是每一个孩子都

像安元一样有一个当作家的外

婆，那么如何挖掘和保留孩子

诗性的一面自然就成为很多家

长关心的问题。对此，骆晓戈

的回答十分有操作性 ：“只要

家长愿意蹲下来和孩子平等对

话，尊重孩子异想天开的想法，

他们时刻会给你带来惊喜。但

是如果我们总觉得成人比孩子

懂得多，总说这个不好、那个

不现实，孩子慢慢地就不会随

心所欲地开口了。所以，我们

要做的无疑是释放他们的天性，

然后做一个勤快的记录者，并

引导孩子分享他们自己的语言，

这就是对他们最大的肯定。而

这个过程就是很好的语言审美

培养。”

让骆晓戈开心的是，为了

让 诗更 好看，更 适 应于孩子，

出版社为《很黑与很白》这本

书找来了优秀的儿童插画师，

根据每一首诗做了精美的插画，

还配备了音乐、朗诵。“我出过

的诗集里，这一本绝对是最漂

亮的。”关于这本书，在上市之

前，骆晓戈就已为读者勾画了

一个最有诗意的阅读场景：大

人和孩子一起看，大人读给小

孩子，小孩子再读给大人。“我

相信，能做到这一步的家长，

在这个过程中，一定会得到意

想不到的收获。”

在“白衣飘飘的年代”落

幕后，骆晓戈更多转入了研究

和教学工作，文学创作退居其

次。2002 年 到 2012 年 之 间，

她作为湖南工商大学（当时的

湖南商学院——编者注）新闻

系教授，常常带学生走访农村

留守儿童。湘潭市小霞山菱角

村曾是学校的一个定点支教单

位，她刚去时，看到小孩子们

的手脏兮兮，一个个嘴巴上起

了很厚的皮，但作业本却干干

净净。她问其中一个孩子最想

要什么，孩子的回答让她十分

揪心：“希望穿一双不进水的

鞋子。”

孩子一句话，瞬间又勾起

了骆晓戈作为诗人的悲悯情怀，

《很黑与很白》就此诞生——

他们的小手很黑 / 作业贴

在墙上 / 一页一页 / 格外整洁

清白，他们的嘴唇格外厚 / 好

像有很多童年的笑声 / 都在嘴

边 / 凝成干干的痂皮

我问他们的心里话 / 他们

说不知道 / 什么是心里话 / 光

知道上课不说小话 / 光知道要

做听话的孩子 / 光知道要好好

读书 / 光知道走路来上学很远

/ 回家也很累很累。

此后，她每年都会带大学

生们来一次村小，搞联欢、做

游戏、写作业。“村小就好像

一 个 乡 村 的 文 化 中 心 一 样。”

骆晓戈说，后来小学被拆，孩

子们要走更远的路去上学，或

者离开爷爷奶奶去县城寄宿，

支教也不得不停掉了，但是关

于孩子的诗歌却在她笔下不断

诞生。

骆晓戈与诗歌的缘分得从

她的父亲说起。

“父亲 5 岁启蒙，从《诗经》

开始，背过很多诗，那年月背

不出来是要打手板的。可也正

是这样严厉的传统教育，打下

了我父亲的中国诗基础。”到了

骆晓戈小时候，父母经常下放

劳动，但父亲总会从单位的文

献室借来《水浒传》《鲁迅全集》

等书给她看。每逢下雨有闲的

时候，父亲就念诗给孩子们听。

骆晓戈读初二时准备插队下乡，

临走前，正在接受审查的父亲

把手抄的《离骚》悄悄送给她。

手抄本一边是原文，一边是父

亲做的翻译，套在《毛主席语

录》的红色封皮里，看上去就

像是一本小小的“语录”。就是

这样东西，让骆晓戈在人人热

衷举报、批判、当“进步青年”

的农场里坚守了文人的气节和

底线。

骆晓戈记得很清楚，在那

段插队的日子里，因为年龄太

小，又有近视，在农场干活的

她总让领导不满意。无奈之下，

领导就安排她当职工幼儿园的

老师，她带 着小朋友唱儿歌，

有时也会编儿歌唱给孩子们听。

后来，十里八乡的人都知道生

产队有一个会编儿歌的女孩子。

6 年后，骆晓戈回到长沙，

成为流水线上的工人，日子很无

聊，幸运的是可以和热爱诗歌的

父亲在一起生活。那段日子，父

亲写古诗，骆晓戈押韵相和，功

夫又进了一层。1976 年，北京许

多出版社到长沙来组稿，要创作

纪念秋收起义的诗歌，骆晓戈

作为工农兵文艺青年一连发表了

20 首现代诗。这在当时的文艺

圈里一度掀起了不小的波澜。

1977 年恢复高考，骆晓戈

考入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开

始系统学习古典诗、现代 诗。

有一次，湘潭大学诗社一同学

拿来了一本外国诗集，是湖南

大学新闻系教授彭燕郊的手抄

本，被学生们争相传阅。那也

是骆晓戈第一次读外国诗。也

正是这次阅读体验，让她感受

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审美，对

诗歌的兴趣也变得更加浓郁。

直到现在，这个手抄本和父亲

的“离骚本”都还保存在骆晓

戈的书柜里。

那时的校园是诗意盎然的，

课余时间大家都在忙着念诗、

作诗。夜间的教室里，点两根

蜡烛，就是诗歌朗诵会。“一个

外地来的同学总是非常激情地

用方言朗诵，我们也很激情地

听，其实啥也没听懂。”骆晓戈

笑着回忆道，“可见那是一种怎

样的热爱。”

毕业后很长一段时间，骆

晓戈一直 从事儿童文学创作，

也出版了一系列诗集，既有儿

童文学之童真，又有乡土文学

之质朴，在两者之外还常有女

性思考，这在当时让很多同道

对她刮目相看。比如，她创作

的《一盏高角油灯》就在浓郁

的亲情与静谧的乡村生活之外，

流露出对乡村女性劳作之苦的

思考——骆晓戈后来在女性研

究领域所表现出来的独特的理

性思辨大概也就从那时候开始

逐渐萌芽的。

《毛主席语录》里藏着的秘密

孩子的一句话，她的一首诗

每一个孩子都是天然的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