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雪（同题诗）
来的时候， 请预先告知
以免猝不及防， 全白了头

———吴会军

飘落在河岸的芦苇丛
只记得你的美， 忘却了你的寒

———唐红兰

只因多看了你一眼
就这样化了

———三两清风

孕育一季温柔
只想对你轻轻诉说

———忘忧草

你看， 雪花开在了
梅的枝头， 又白又香

———刘忠於

季节的闹钟唤醒一个精灵
扑进母亲怀抱 倾诉

———甘志坚

热恋了三季， 天给地
披上了洁白的婚纱

———周小丽

月亮用羽毛的声音， 覆盖尘埃
入梦的蝴蝶抱一缕暗香， 奔向梨花

———肖来青
�
� 如产妇抖落的白纱

让大地更新再版
———卓玛

思念太轻了么
看不清白羽飞旋的颜容

———沉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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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家文

彼一时也， 我还蜗居在万山
丛中湘西的一个小县城。 没有火
车， 没有船只与外界交通。 有一
条简易公路， 却没有班车， 外面
的报纸杂志是偶有运输任务的货
车顺便捎来的， 一来就是一大
摞。 面前的四周都是座座高山，
可是我做着一个那个年代不安分
青年的文学梦。 思想常常飞过山
头， 任理想的翅膀穿越而去。

那时的沈从文还在蛛网罗织
的文物中埋头劳作， 他的作品与
他的名字一样也都在尘封中。 湘
西的文学青年有另外两个先行
者， 孙健忠与石太瑞， 可以作为
旗帜与鼓舞， 同时也是参照。 另
有诗人汪承栋， 但他太远， 在西
边的喜马拉雅山里哩。 当年纸媒
很少。《人民日报》就是天， 《湖南
日报》 比天小一点。 这二位发表
在报纸上的文章总会在当地文学
青年心中引起震荡。

我文学入门的时候， 学的是
写诗。 跟在石太瑞后面学写诗
的， 在湘西有一大帮人。

国庆15周年的时候， 我在
《人民日报》 副刊上读到了太瑞
的诗 《欢乐的节日欢乐的歌》，
那个年代讲究新诗得走民歌与古
典诗歌相结合的路子。 太瑞的这
首诗流畅、 顺口。 至今我还记得
18岁时读到的这首诗结尾的两

句： “锣停鼓停舞未停哎， 月落
星落歌不落！”

太瑞在北京和其他地区的报
刊上大量发表组诗时， 也不过就
二十出头的年纪。

这一组组的诗， 基本上都是
写湘西的， 是我们身边的题材。
苗岭、 峒河、 酉水、 湘鄂西苏
区、 木叶、 放排……这些都是我
们熟得不得了的东西， 自然读来
就亲切。

健忠很早就去了省里， 而那
时的太瑞还在州里工作。 有一回，
我去州里出差， 打探到他的办公
室地址， 竟然偷偷跑了过去， 也
不敢打搅， 只是从门口远远地很
崇拜地望了他一回。

后来， 因为诗歌， 我们打交
道多了。

也是为了一个重大的节日，
上面组织能创作的都写点东西。
我的一首诗得到他的热情指点，
后来被《人民日报》、《湖南日报》、
人民文学出版社选用， 还写进了
上世纪80年代出的一本 《当代文
学史》 中。

石太瑞在上个世纪的很长一
段时间， 让自己的作品四处飞
扬。 北京的、 省里的、 外省的，
好多报刊都印有他的名字。 省报
曾用一个版的篇幅登载过他的长
诗。 出版社为他出版长诗集子。
那时省里名噪一时的话剧、 电影
都请他写主题歌。 他出版了好多

诗集， 获得了全国和省级的好多
奖， 还代表中国诗人出访参加过
外国的诗歌节。

再后来， 太瑞调到了省里的
作家协会机关， 从事专业创作。

有一个阶段， 他以作协党组
成员、 副主席兼秘书长的身份主
持机关的日常工作， 凭着对文学
的热情与执着， 全身心地扑在工
作上。 那一个时期， 作协为省里
的文学作者做了许多好事， 作家
们也争得了一些该有的权益。 太
瑞这一代人骨子里有雷锋、 焦裕
禄的因子， 他主持工作时， 也十
分在乎自己形象。 机关的车子使
用是归秘书长管理的， 他却对自
己严格要求近乎苛刻。 那么多年，
他没让自己的家人享用过一回。

太瑞是苗族， 但出生的寨子
却是土家族居多。 其实， 在湘西，
千百年来各个民族杂居， 并在相
互融合。 过去口口相传的各族的
民间文学对这里的作家都有影响。
当然还有迥异于山外的民俗、 人
情、 民族心理， 都是好的写作源
泉。 太瑞从小生活在湘西酉水旁，
后来又在峒河边、 水边、 腊尔
山、 乌龙山一些土乡苗寨长期工
作， 足迹踏遍了湘西各县。 这里
丰富多彩的生活直接注入了他的
作品。

他的诗就像湘西这片土地一
样秀美、 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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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芳芳

我家狗狗叫来福，很土的一个名字，遛狗时
遇到的名贵狗， 都有一个时髦的名儿： 杰克，约
翰，咪咪，皮皮，小白，妖妖等等。家里孩子们说我
们家狗狗的名字实在土得掉渣， 强烈要求改名
字，事实上，一条狗的名字是否时尚，与身价有一
毛钱关系吗？ 没有！ 都是一种心理作怪。 名儿时
尚了，连同狗一起时尚了吗？ 时尚的内涵远远不
止这些吧。 我们家来福是串串，博美与吉娃娃的
杂交品种，就是串串罢了。名字上，我用沉默抵抗
了改名的声浪。 这也是对抗孩子的一次胜利，颇
为得意呢！ 现在，一次次叫唤来福，没有任何不
妥。

来福， 源自俗语： 狗来福， 猫来穷。
本人很懒， 就叫来福好了。
还有一点中国的习俗， 孩子也好， 家里的

家禽也罢， 取一个低贱的名字更好养大养壮实。
家里曾经有个孩子每天傍晚时分鸡儿进鸡笼时
候， 开始大哭， 往往要哭几个小时， 家人无奈， 只好找来八字
先生问缘由， 先生只说： 这个孩子有灾难， 必须寄名！ 就叫鸡
生。

鸡生， 名字寄了， 哭声渐行渐远去。 一个孩子终于长大
了， 还得过急性脑膜炎， 发高烧， 差一点死去， 但因为有一个
寄名， 存活下来了， 并且成才了。 家里的长辈都这么说。 我也
这么听进去了。

来福是串串， 没有什么可羞耻的， 我仍然是喜欢。 一个小
时候的邻居，以前与我很要好，她的狗狗是柯基，英国女皇最喜
欢的名狗，每天遛狗都相遇。 她看见我，没有任何表情，我只是
笑，不在乎，但两只狗狗很热情，互相打招呼，互相亲热，闻闻，舔
舔，亲亲。 而且那狗喜欢往我怀里钻。 但它主人的疏远，令我沉
默。 都过得好时，一直沉默在小城；都过得不好时，也沉默在相
逢。 相逢一笑泯恩仇，是一种浪漫的美好的愿望。 我与她几十年
没有来往，她参加工作时与我有过一次亲密接触，临走时，她说：
你还在读大学，我已经参加工作，我很复杂了，以后我们不再玩
了。当时，虽很震惊，但我同意了。复杂指什么？没有问。但知道，
她有放下与我这段友谊的意思。 现在的重逢不可能亲热， 因为
早已经埋下了伏笔。 只是我没有放下而已。

沉默即疏远。 场景很奇特，她的狗狗还在与我亲热，她假装
跑远了。 有时很不耐烦呼唤狗狗，狗狗不理会她，继续与我们家
来福亲热如故。 她家就在马路对面，狗狗蹲在家门口，见来福经
过，跑过来了，两只狗狗打闹欢喜不已。

她在走远， 完全是一个陌生女人了。 也好， 她不会虚假，
惺惺作态也让人不快。 看来， 她在自己的世界幸福着， 不需要
任何过往的友谊了。 也许， 重情重义只是感性的女人的通病，
她在一种赌博生活中已经浸染太久， 不需要虚假的东西， 哪怕
是礼貌性的打招呼都可以省略。 我这样想， 也是一种病， 叫意
淫！ 很滑稽的！

风中，芝麻节节高了，青菜长势喜人，洣水清澈，白鹭不时掠
过水面，来福走走，停停，闻闻，撒尿尿，追蝴蝶，逐蚊虫，刨泥土，
不带走任何的情绪，来了一条名贵狗，它打招呼，不是名贵的狗
狗，它也热情似火，名字没有任何关系，来福不懂什么名贵与低
贱，只知道生活在一个真正喜欢它的家庭里面，就足够了。

疏远去的是真正应该疏远的时光， 没有伤感和不好的情
绪， 反而高兴， 负担在一些虚假的招呼里， 也累人累己。

现在， 不再呼唤她家狗狗的名字了。 就像她不存在一样。
我带狗狗走过， 她家狗狗自会来找来福。 是的， 她不存在。 心
里终于抹去了一个人的痕迹。

人疏远了， 两条狗狗亲热起来。 实属可笑。
我该沉默， 还是意淫呢！
意淫她过去的一切， 是不道德的。 性格的形成是一个人的

历史， 也是时间最好的馈赠， 不在乎面子里子了， 超脱了。 极
好！

（谢芳芳： 省作家协会会员、 省散文学会会员。 上世纪九
十年代开始在报纸杂志发表诗歌散文小说， 2008年出版文集
《爱如空气》）

尕海湖， 已不是海。 亿万年
前的造山填海， 残留一滴咸涩的
泪， 涨潮落潮， 只是情绪的波动。

水草的睫毛， 试图掩饰什么？
只有时间知道。

在海边祭奠的藏民， 抛洒青
稞和马奶酒后， 骑着枣红马远牧，
让土黄色的住所， 灌满永不消逝

的涛声……
我张开飞机的翅膀， 从洞庭

湖来， 并不是来看湖。
湛蓝的水，染蓝我的想象———
我在尕海湖， 飞成一只鸟。 饮

一杯水， 醉成一壶酒。 青稞酒、 马
奶酒， 度数很低。 歌后酒， 酒是三
十度的柔情。 扎西、 卓玛， 热情很

高。 酒后歌， 歌是高八度的烈性。
喝酒令———一条牛， 三只羊，

八匹马， 从八九点钟的阳光， 放牧
到吴刚捧出月光杯。 “酒喝干， 再
斟满， 今夜不醉不还！”

酒嘛， 水嘛！ 酒壮胆， 水滋
润。 我在甘南草原， 饮一杯水， 醉
成一壶酒。

故土情
游碧竹

才采橘园里， 又游云水间，
这厢硕果红遍， 那边碧波漪澜。
壶瓶飞瀑布， 桃花舞翩跹，
花溪擂茶香， 水城乐满园。
访环球， 观宇宙， 更恋故乡一垂柳，
家乡美难收， 生生息息情长流。
岁岁春秋时节， 携来亲朋齐聚，
享天伦之乐， 共居家欢娱。
叙佳话， 赛牌艺， 当渔翁， 展厨技，
嬉儿孙笑声朗朗， 描书画情趣滴滴，
好一派和谐氛围， 好一幅人间美丽。
饮水思源颂党恩， 复兴华夏再给力，
国强家福无限好， 千秋万代永延续！

沉
默
即
疏
远

湖南作家写作家
投稿邮箱:539876330@qq.com

明朗的石太瑞

石太瑞 ， 湖南永顺人 ， 1937年出
生 ， 1954年毕业于湖南省永顺师范 ，
1956年开始发表作品， 1979年加入中国
作家协会 ， 文学创作一级 。 著有诗集
《玛 诺 江 嘎 》 《竹 哨 》 《木 叶 之 歌 》
《白色的刺果花 》 《五彩梦 》 《恋歌四
重唱 》 《黎明鸟 》 等 。 长诗 《竹哨 》 、
短诗 《鹰之歌 》、 诗集 《恋歌四重唱 》
分别获全国第一、 二、 四届少数民族文
学奖。

石太瑞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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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
和记者节撞了个正着
我一出门
被堵住
被采访

问我有何感想
冬天是一个爱的季节
我脱口而出

请举例说明
比如被子爱上床
火炉爱上膛
还比如左手搓右手
双手暖洋洋

能具体点吗
岳母娘赖上韩剧
老爷子抱上老酒壶
女儿女婿梦见长白山
雪橇滑向了东北的大热炕
老婆变成了猫
冰锥刺骨的爪子在胸口挠

还有什么期待吗
计划放开了
能开的莫放弃
该开的赶紧开
只要有了爱
什么人间奇迹都能造

�谢谢您
不客气 宝宝
跟阿姨说
春天再见

汉诗新韵

冬 至
卢宗仁

从一开始， 从此无限。
混沌，宿命的发祥地———天下

黄河第一弯，一滴水，有着怎样的
幅员广阔的灵魂之痛？ 不拘泥，即
自由，从此一生跌宕。 漫过篝火、帐
篷、苏鲁花、风马旗、鹰翼……横扫
沉舟的苔迹、动物的骨骸、畏葸的
目光……这条雄性的大河吞日吐
月，手提光阴的灯盏，一路而行，所
有生命的自由都裸裎偌大的蔚蓝，
幻化空旷的虹彩。

传说在上游 。 时间 ， 窈窕
着……

传奇在开始 。 激情 ， 奔涌
着……

谁说洪荒永世？ 黄是精魂的
结晶。 浊是血液的升华。 滔滔向
东， 朝向日出的地方， 或泼天而
下， 或九曲回环， 随物赋形的至
柔之物打破僵硬的模式， 纵然泥
沙俱下， 以抗争的姿态、 苦难的
美学昭示两岸的众生， 生命， 永

远拒绝用泪水止渴。
牦牛遍地。 马鞭挥响处， 以

十万长头、 一壶青稞酒、 传承千
年的牧歌壮行。 灵魂只有一个故
乡， 叫远方。 弯曲的河流， 校正我
们前行的路。 从此， 乡愁有了方
向。

蜿蜒千里。 一条东方之河 ，
在地不是虫。 在天即成龙。 黄河，
任意一弯， 都是一个民族腾空飞
翔的姿势。

玛曲草原
鸣 铎

我在尕海湖，飞成一只鸟
皇泯

玛曲草原（油画） 王永久

新锐

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