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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23日 星期六04太太做主 家里那点事 太太说了算

诗歌集结 分享有诗意的生活

WEEKEND

尴尬
姜二嫚

在图书馆
挑了一摞书

《生活小窍门》
《家居收纳》

还有些做菜做饭做甜点的
走在路上

突然觉得好尴尬
好尴尬

自己像个小媳妇一样
很贤惠的那种

何小竹：前面六行是纯客观的叙
述，七、八、九三行加进了主观情
绪，起过渡作用，最后两行点题，
释放出一种调侃加撒娇的意味。
考虑到作者仅是几岁的儿童，也
可以说这首诗是对成人生活的一
种戏仿。让我佩服的是，作为一个
儿童诗人，对诗的结构和节奏把
握得如此精准，语言也干净、自
然，是天生有好语感的诗人。

神探柯南
姜二嫚

神探柯南太不吉利了
到哪哪死人

何小竹：作为神探，自然是只有
死了人，有了案子才会出现。这
首诗不顾这个逻辑，反向推论，
得出神探走到哪里，哪里就会
死人的结论，给人一种陌生化
的效果，也算是和读者搞了一
个带有童稚趣味的恶作剧吧。

梦
姜二嫚

买了块猪皮
钉在墙上

用来练拳击
每当拳头打在猪皮上

很远的地方
就传来一声猪的惨叫

何小竹：这首诗的情景很调
皮，如果是成年人写的，那就
是一种很巧妙的构思，但姜二
嫚写这首诗，我相信是一种源
自本真的幽默。其实，成年人
失去了天真，想要这样构思也
几乎不可能。

图书馆的大屏幕
姜馨贺
图书馆

有个用来看
电子报刊的大屏幕
妹妹用它搜出了
长江日报报道

我们姐妹的文章
然后
放大

留在大屏幕上
背着手
走了

何小竹：这也是一首很好玩的
诗，就像一部动画短片，其中
的妙处我就不多言了，相信读
者看到最后都能会心一笑：背
着手，走了。哈哈。

写诗的和不写诗的
姜馨贺

我们一家4口
步行去图书馆

刚走出珠江公园
我

妹妹
爸爸

突然都有了灵感
停了下来

站在路边开始写诗
只有不写诗的妈妈

继续向图书馆
走去

何小竹：姜馨贺的这几
首诗都有一种幽默叙事
的特点，而且是偏冷的
幽默，这首诗显得更冷，
我读完之后是完全意会
到了的，但觉得它不像
前面几首那样明确，那
样单纯。我有点说不出
来，一下陷入了沉思。我
只想提示一下：这首诗
的重点是不写诗的妈
妈，虽然写到她的地方
只有三行、16个字。

孩子们的诗，让人会心一笑

灯把黑夜
烫了一个洞

要是笑过了头
你就会飞到天上去
要想回到地面
你必须做一件伤心事

还记得不久前在朋
友圈里流传的那些孩子
的诗么？这些精辟巧妙的
诗歌令不少诗人都为之
惊叹。有人说，小孩是天
生的诗人，他们能用最直
接的语言，无拘无束的想
象力，写出一首首触动人
心的诗歌。

姜馨贺（14岁）、姜二
嫚（10岁）姐妹，就是其中
几首流传很广的儿童诗
歌的作者。她们不但自己
写诗，也敢点评大人们写
的诗。比如最近，姐妹俩
就聊了聊何小竹和沈浩
波的诗。 (谢云霓)

成都商报：你是从什么时候
开始写诗的？

姜馨贺：我第一首诗的创作
年龄是一岁七个月。当时，我并
不知道我在“作诗”，是爸爸把我
说的话记在我的“成长笔记”里，
后来把它抄出来当成一首诗。
再往后，我的“创作量”越来越
大，爸妈从“成长笔记”里往前
查，查到了这首“诗”。没想到这
成了我诗歌创作的起点。

我的创作应该可以分为三
个阶段：最开始并没有意识到自
己在“作诗”，是父母认为有趣，
便记录了下来，并鼓励我表达；
然后，嗯，我已经知道自己在“写
诗”，但还不会写字，还是由父母
记录，一有灵感就说给他们听；
现在呢，我知道自己在写诗，也
能够自己写下来了。

写诗主要是受到爸妈的影
响，他们鼓励我表达，也引导我
大量地阅读。

姜二嫚：受姐姐的影响，差
不多从两岁半开始创作。我发现
姐姐写诗，爸爸妈妈很重视，我
有点受冷落，就也开始写。一开
始也是口述，让爸爸记下来。

姜爸爸：孩子是诗歌的原住
民。一个真正理解孩子的家长，
一定是一个有趣、有诗意的家
长，哪怕自己并不写诗。反之亦
然，一个真正有趣、有诗意的家
长，一定会理解孩子。理解是亲
子关系的基础，良好的亲子关系
又是孩子一生成长的基础。这些
年来，因为陪伴孩子，我们也跟
着一起接触了许多好诗。诗歌里
有太多美好的可能。写诗，让孩
子把漫无边际的快乐与思考，从
空中接到地上、心上。

今天有点不高兴
何小竹

今天有点不高兴
我把它写下来

其实以后也应该这样
有一点不高兴
就要写下来
写在纸上

而不是搁在心里
姜二嫚：他写出了我想说的意思：
写诗就像写日记，把自己心里的话
写出来就可以了。
姜馨贺：发自内心的表达，颠覆了
一直以来的诗歌概念、套路！

花莲之夜
沈浩波
寂静的

海风吹拂的夜晚
宽阔

无人的马路
一只蜗牛

缓慢地爬行
一辆摩托车开来
在它的呼啸中

仍能听到
嘎嘣
一声

姜二嫚：我原来以为，他写的是什
么热闹的地方，没想到，他描写了
一个小蜗牛的悲惨。
姜馨贺：对骑摩托车的人来说，一
只蜗牛算不了什么；但对于蜗牛来
说，就是世界末日。
姜二嫚：假如有一辆比天还要高的
车朝你开过来，你跑得掉吗？
姜馨贺：我们永远无法知道那些蜗
牛在想什么……

孩子是
诗歌的原住民

对话对话：： 姜馨贺姐妹诗作
作为孩子的姜馨贺、

姜二嫚大胆点评早已闻名
的诗人诗作，诗歌集结号
也将两姐妹最近写的几首
诗发给诗人何小竹，看看
作为大人的何小竹，又怎
样评价孩子们的诗。

姜馨贺（左）与姜二嫚

护肤品、香皂和香水
原来还可以自己做啊

因为不想再用含有香精、防腐剂的普通护肤品，但是有机、天然的，却一
直没找到性价比合适的。于是身边的好奇宝宝们，决定亲自研发，从洗
面奶、唇膏、面霜，到香皂和香水，制作出了完全属于自己的产品。

他们说，对生活的态度应该是讲究，而不是将就。自从走上
DIY之路——产品里加了什么自己心里踏实，用上不含防腐
剂、香精和色素的东西放心，再也不用给化妆品公司当“小羔
羊”了！

自从开始了DIY
再也不愿花钱买现成了

一朝跌进DIY护肤品的坑，永远的“副作用”就
是：像我这么爱逛店，尤其爱浏览各种护肤品的人，
也再不愿意花钱去买了。那些漂亮包装上的诱人介
绍，在我眼里从此成了浮云。因为它们的基本有效
成分，真的就是那么简单。

比如润唇膏，最好做。只需要基础油+蜂蜡，
混合加热融化，倒进空的唇膏管就可以了。

就算是稍复杂的面霜，基本元素也就三
样：纯露或纯水、基础油、乳化蜡。水和油互不
融合，乳化蜡的作用就是让它们融为一体。再
加点儿甘油，就OK了。

只是这个比例确实不太好掌握。我自制面
霜好几年了，因为懒得仔细配比，多半都是凭感
觉加料，所以有时也会出现做出一杯“稀汤汤”的
现象，甚至还有油星浮在面上。对于这个问题，我自
有一套懒人办法：把市面上买的面霜当做增稠剂加
入，还顺便微量添加了防腐剂，一举两得。

说到护肤品里的防腐剂，其实是必需的。你的
皮肤喜欢营养，细菌也喜欢，天天用手指抠出来用，
如果没有防腐剂，尤其是天气热的时候，确实容易
变质。防腐剂说白了就是抗菌剂，只不过有个“腐”
字，大家看着不舒服。

最近“氨基酸洗面奶”比较火，说是区别于传统
的皂基洁面，更加温和，“可以睁着眼睛洗脸”。其实
成分就是氨基酸起泡剂加上甘油和水，简单极了。
爽肤水同样道理：纯露加上甘油和透明质酸原液。
有些品牌的透明质酸原液，一小瓶就要一两百元，
在专业的原料网店里，十几块钱能买到一样好的。

最后给有意尝试的朋友们送上一个省钱小贴
士：不论是面霜还是爽肤水，都要加一点帮助保湿
的甘油。你知道去哪儿买最纯净的医用级甘油吗？
随便哪家药店，一两元钱一小管的开塞露，甘油含
量60%。拿走不谢！ （奇奇卡）

做给亲朋好友，满足感爆棚

因为孩子，我开始对婴幼儿护肤产品的配方留
意，后来干脆报了“手作护肤品”的课程学习自己制
作。自从“毕业”，每周，我都会抽出半天时间，把孩
子们送到幼儿园后，自己在家捣鼓开来。先确定目
标功效，然后琢磨配方，一点点的调试、比对。

每次制作完成的新品，我都会分送给身边的亲
朋好友试用，然后焦急地等待她们的反馈。这个过
程其实很像家宴招待亲朋好友，从构思菜单，挑选
食材，到为大家做出一顿荤素搭配、美味又有格调
的晚餐一样。

能让大家都用上我怀着巧思，亲手用心制作的
护肤品，我的满足感爆棚。 （圈圈妈）

在我的淘宝收藏夹里，曾长期有两
家卖手工皂的店，好评相当高，价格也相
当贵。舍不得多买，但也忍不住买过好几
块。那些手工皂，每一块都好生诱人：沙
棘果油皂、玫瑰羊奶皂、蜂蜜橙花皂、红
酒凝脂皂、杏仁燕麦皂……啧啧，光看名
字，都感觉自己的脸滋润起来了呢！

不过商家趁着人们对手工皂的追
捧，拼命放大一块洗脸皂的功能未免过
了头。最让我无语的就是看到有名的高
冷护肤品牌，介绍自家价值300多元一块
的洗脸皂，竟然还“规定”了使用方法。

因为喜欢，所以研究。经过我的学
习，我知道了手工皂多是冷制皂，是用油
脂+碱（氢氧化钠或氢氧化钾）为基础做
的。让我自己鼓捣强碱，我不敢。况且，刚
做好的冷制皂还需要放置一段时间（最
短1个月，通常3个月），我哪里等得及？

直到我意外发现：原来还有“甘油皂
基”这个东西——相当于热制皂的半成
品，保留了较多的甘油成分，会更滋润。
最重要的是，可以直接在家用烧杯隔水
煮化，自己往里加点儿牛奶啊蜂蜜啊什
么的，然后倒进模具，冷却后马上就可以
用。店家把皂基原料切成一小块一小块
的，成袋售卖，一袋才十几元。

大喜过望的我，立刻下单，买来烧
杯、皂基和模具，开始制作。等到一块块

半透明的甘油皂基化成糊糊，我往烧杯
里倒进适当比例的鲜奶和蜂蜜，搅匀了
再倒进模具里。把鼻子凑近了闻闻，一股
淡淡的香甜味道，让人心情大好。近日天
气转冷，我的皂液也迅速成型。马上拿来
先洗个手，起泡不多，洗完皮肤一点儿不
紧绷，感觉都不用擦护手霜了。毕竟是自
己亲手做的香皂啊，蜂蜜和牛奶可都是
保质保量地往里添了呢！

会自己做香皂了，从今往后，想必就
要和那些名字如诗如画的手工皂们说拜
拜了。 （Vivian）

名字如诗如画的手工皂们

我不得不跟你们
说再见了

可能比买的还贵
但你知道
它是怎么来的

做手工皂考验的是耐
心，制作过程中需要绝对的
平静，一道工序没做好，就
会在最后的成品上直接地
呈现出来——诸如皂体硬
度不够、气泡过多、无法顺
利脱膜等等。

对我而言，做手工皂是
快节奏高压日常的平衡，某
种意义上，不需要高效的那
个部分才叫生活。自己做手
工皂的过程中，能带来幸福
的沉浸感，在那个时间段，
我可以什么都不用想。专注
一心地投入，会让人忘了烦
恼，真的很治愈。

现在流行的“匠人精
神”大概就是同样的感受。
其实自己做手工皂算下来
成本可能比买的还贵，但是
你知道自己用的东西是怎
么来的，这种安心感比较重
要。 （大白）

手工皂手工皂

制作的过程
可比买好玩多了
现在想购买任何一款知名不知

名的香水、唇膏或面霜，只要抓起手
机划会儿屏幕挑选下单，过不了两天
就能收到。因为工作的关系，我有很
多机会出国，买起这些东西来，比一
般人还更便利。再加上，我本来就爱
收藏各种品牌、味道的香水，收藏得
越多越觉得，即便拥有了再多的味

道，然而总还是差了点什么。
有天吃外卖时我突然醒悟，天

天喷“街香”，跟每顿点外卖有什
么区别？就这样，我从一个“疯狂
顾客”，变成了“制造商”。

香味就像音乐一样分高、中、
低音。高音是香味的第一道，抓人，

却持续时间短，比如清爽的莱姆、佛
手柑，让人一下就被吸引住；中音是
香味最主要的部分，很多花香都适合
做中调，比如玫瑰、茉莉，用来连接前
调和后调；但是我最喜欢发挥的还是
尾调，前面就算用再名贵、再好闻的
香味，缺少适合的低音就像缺少地基
的建筑，而且适合的尾调，会让前面
的香味更加持久和馥郁。

自己DIY制作香水的这个过程，
可是比单纯买买买好玩多了。

（AIKO）

反正都要用
不如自己做

先说明，我是男生，自己DIY香
薰产品跟性别没关系。

我就是喜欢香薰蜡烛。市面上的
蜡烛有几个大BUG：首先无法确定
是工业蜡还是植物蜡，而且很多所谓
的香薰蜡烛并没有采用天然精油，而
是用香精，对健康有害；其次，总是很
难遇到特别中意的味道，不是太甜腻
就是味道太杂，闻得人头晕；再就是，
品牌蜡烛太贵了，250g左右的蜡烛，
300元到500元不等，每个月随便买几
个就只剩吃土了。

反正都是要消耗又消费的，不如
自己试着做做好了。抱着这样的想
法，我走上了DIY的不归路。深入地
学了才知道，研发一款味道均衡的蜡
烛有多难，不过当成品接近自己的设
想，甚至创造出更美好的味道时，之
前累积试错的耗材，燃烧掉的经费
……真的就不算什么了。 （ROY）

护肤品护肤品

香水香水//香薰香薰

更多诗歌，请扫码关注“诗歌集结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