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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昕孺

多年前，读谢宗玉写他老家
“瑶村”的散文，惊讶于他书写中
国乡村那特有的笔调：在万物葳
蕤繁茂的地方，他看到死亡的阴
影；在腐朽霉烂、不为人知的角
落，他窥探美艳的生长；在田野、
滩涂和山林里，他能进入每一样
事物的灵魂……

在我认识的作家中，谢宗玉
是最具忧郁气质的一位。我始终
没弄明白，他是因为身上的孩子
气才显得忧郁，还是因为身上的
忧郁才显得孩子气。他是我结交
的朋友中，最适合去演《石头记》
里面那个主角的，外形像一块被
风雨磨蚀却淡定自守的石头，内
心温润如玉，有着源源不绝的光
华。那光华像一团紧紧裹住自己
的小小火焰，不伸出火舌去灼伤
别人，更不冲向半天，以炫耀自
己的超人之姿。它一味紧紧地裹
住， 有时不留神灼伤了自己，但
伤了也就伤了， 自己舔舔伤口，
从不迁怒于人。

一些作家写出名来，就会不
知不觉地发生一些变化。以前可
能只会写文章， 但写着写着，写
到名篇簇拥、“粉丝” 成群的时
候， 慢慢就学会了经纶世务，学
会了见风使舵， 学会了官商通
吃，就不再是如鱼饮水而是如鱼
得水，不再是左支右绌而是左右
逢源，不再是忧心忡忡而是野心
哄哄。 但宗玉，即便当上了……
他那个职务我至今叫不准名字，
依然拙于政务，疏于人谋，不会
说中听的话，不会做中看的事。

某些作家是一身名士气，甚
至大师气，宗玉不同，他一身都
是孩子气，因此并不合时宜。 他
痴迷于文字， 对朋友肝胆相照，
毫无保留，但除此之外，他有时
像一只小刺猬，拼着自己的几根
嫩刺，要去扎那世俗的脓包。 他
略带羞涩，不很擅言辞，遇到陌
生人几不发声，但他时常胀红着
脸，要在朋友面前对某些看不惯
的人事发表意见，以致弄得自己
结结巴巴。我们性格上最大的不
同在于，我很少得罪人，以所谓
的“亲和”赢得一个较为广泛的
朋友圈； 宗玉则绝不与俗客为

伍，以其坚守的原则保证自己周
边人文环境的清洁。 所以，当他
在报纸上开专门与孩子谈性的
“与子书”专栏，我是一点也不奇
怪的———内心干净的人才可与
孩子谈性，他配，而且一定能谈
得别开生面。果然，专栏一出，清
流渐渐汇成巨澜，其旖旎景致立
马引起广泛关注。《与子书》结集
出版，一时热评四起，成为那一
年度出版和读书界的一件大事。

宗玉是一位执意将忧郁进
行到底的作家。忧郁是他探讨人
性的武器，也是他自我保护的盔
甲。 他的忧郁，不像杜甫老爷子
那样怀百世之忧，更不像范仲淹
将军那样忧乐关乎整个天下；他
的忧郁有点法国作家普鲁斯特
忧时伤逝的意思，但更多的是三
闾大夫屈原那种“其志洁，故其
称物芳”的本能的、天然的悲悯。
宗玉的忧郁，是一种不自觉却又
最自觉不过的审美，由此，他毫
不做作却又一如既往地缔造着
自己，在忧郁和洁净的土壤上生
长出“美”的人格。 宗玉有文采，
有识见，有情怀，但有时少了点
狠劲。 他的文章往往过于内敛，
情感浓缩有如重拳，刀刀剑剑往
自己身上抹，读来让人心疼。

可喜的是，谢宗玉散文里的
忧郁气质， 那种湿漉漉的感性、
深陷其间的困顿，在其电影随笔

中一扫殆尽。他最新出版的电影
随笔集《时光的盛宴》，让我们看
到一个冷静、理性、睿智的旁观
者：双眼犹如一道X光线，光影声
色中的尘世万象纷纷委地，藏在
电影深处的、本质的东西尽显无
遗。谢宗玉电影随笔中那些力量
充盈、思辨骀荡的文字，让他拥
有了一个真正思想者的身份。

宗玉是沈从文笔下“白面长
身”的那种书生。 湖南人本就不
高，于是，超拔的宗玉便显得鹤
立鸡群， 他似乎没花多少工夫，
就在写作上同样做到了这一点。
有人羡慕宗玉的天分和机遇，而
我认为， 宗玉的成功是气质使
然。 我不是说他天生是一个作
家， 而是他一定会成为一个作
家， 他在生活中几乎别无选择。
宗玉的忧郁里，有一种难以察觉
又无往不胜的韧性。 他不合群，
却能与“群”共舞；他不合时宜，
也能与“时宜”并行；他独来独
往，却不回避同行人。

宗玉喜欢运动。 打羽毛球，
我是他的手下败将， 而打乒乓
球，我则技高一筹。 于是，他经常
在文友们面前称我“师傅”，其实
我只是一个还算不错的陪练而
已。宗玉忧郁气质里面的这种厚
道品质，让他的性格在激励中不
失温婉， 在直截中保持诚恳，在
孤独中充满了力量。

曾令娥

原来洞庭湖是这样子的：湘西北的澧水汇成
七里湖， 蜿蜒向南与湘西南的沅水汇成日平湖，
这是西洞庭；继续东流，与资水共同汇成眼前的
南洞庭；流至岳阳，湘江汇入，形成了最壮观的东
洞庭。 四水汇合浩浩汤汤注入长江。

小满。沅江南洞庭。到安澜阁时，正好上午十
点。

安澜阁，名字蕴含着沅江人民祈望风调雨顺
的心愿。 拾级而下，途中一铁牛，铁牛定水，和安
澜阁高低呼应。 码头港湾里，大大小小数十只游
艇安安静静地泊着。

我们坐的游艇， 在湖面激起子弹头似的浪
花。 湖面浩浩淼淼，水色浑黄，共长天一色。 大大
小小的湖洲，从淡青过渡到葱绿，休渔期间，打鱼
作业的大船杳无影踪，湖洲旁偶尔可见一两只乌
篷船，似乎有歌谣在耳边响起：芦苇高，芦苇长，
芦花似雪雪茫茫。 芦苇最知风儿暴，芦苇最知雨
儿狂。

来洞庭，少不了看芦苇。 芦苇在汉字里的称
呼有多个：篾、葭、蒹、莩、荻等等，《诗经》里的“秦
风”，芦苇就以“蒹葭”之名被人深情吟唱：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溯洄从之，道阻且长。 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
重章叠唱，一遍一遍，吟诵了两千余年。 此

时，芦苇正“萋萋”，是否有“伊人”在水之湄？
游艇慢了下来，停在一个小洲边。上岸，一座

石砖房子孤零零立在前头。主人不在，房门紧闭。
一小块菜地，黄瓜打着黄色的小花，袅娜地牵着
蔓儿。 菜地前一个高高的风车。 北面不远处是一
个七层楼的塔———凌云塔， 始建于1793年冬，竣
工于1797年春，塔基下打有松桩，填有煤炭，整个
宝塔用花岗岩砌成。两边的门联为：“文星磊落昭
银汉，笔阵嵯峨焕彩霞”。

本想登塔一览湖光水色，铁将军把门，奈何？
所幸，荡漾的芦苇足可慰藉人心。

芦苇正是长势最旺的时候， 足足有一人多
高，铺天盖地，汪洋恣肆，风来，露出蟹色的叶茎，
风过，又是青绿满眼。 人在高塔下，芦苇荡中，显
得那么渺小和微不足道。帕斯卡尔的句子猛然跳
入脑海：“人是一株会思想的芦苇。 ”这样一想，惆
怅皆散，毕竟，与芦苇，有了同出一源的绵绵情
意。

重新上船前行，岛上除了一望无垠的芦苇就
是一棵棵的速生杨，据说速生杨对湖区生态有一
定影响，因此限制其种植了。 一种植物要长久生
存壮大，也得不逾矩才是。

游艇在莲花坳渔村停留了半小时。村子就是
个围垸，渔民们靠水吃水，驾着乌篷船或小划船
打鱼，风里来雨里去。不过，现在专业的渔民很少
了，他们大都得到了安置，打鱼只是他们的业余
爱好。 村子不大，才十多户吧，荷塘里，小荷才露
尖尖角，铜钱般大的荷叶漂浮水面。 一两个老人
坐在木椅上，阳光的金丝引线映照着他们沟沟壑
壑的脸。 鸟类的交响乐开始了，珠颈斑鸠声若洪
钟的鸣唱远远传来，柳莺和棕头鸦雀的声音若有
若无，需要细听才能辨别，乌鸫过一会儿哼一首
小曲……

湖边的一个低洼处， 一棵老桑树挂满果子，
忽然记起“小满节气，结茧缫丝”的俗语。 桑葚果
熟透了，红得发紫带黑，树下自然掉落了好多。桑
葚毛毛虫样，摘一颗尝一尝，清甜可口。 边摘边
吃，手上，唇边，都是紫红的汁水。

撂刀口，曾是宋朝杨幺活动的中心区域。 杨
幺与宋军水战落难后，洞庭人民将他的每一处活
动地点都依情命名，总共有80余处。 这一带主要
有撂刀口、更鼓台、炮台、水师八卦阵、血湖场、天
鹅凼、半边甲、金盆桥、杨幺庙遗址、杨幺墓遗址
等。渔民的住宅一栋挨着一栋，一字儿排过去。家
家都晒着鱼干，户户门前都少不了晒簟、渔网、鱼
箱等器具。 撂刀口渔村比莲花坳要气派，房子出
现了两层的楼房，还有两家渔家乐。 各家柴房堆
满了墩块的劈柴。 孩子们满地追着肥壮的鸡鸭，
孩子笑，鸡鸭跑。村子里炊烟袅袅，是难得一见的
景致。湖湾里，小划船像一片叶子飘在湖面，湖水
绿油油的，缆绳就闲闲系在岸边垂柳下。

芦苇高，芦苇长，隔山隔水遥相望。芦苇这边
是故乡， 芦苇那边是汪洋。 舒缓而深郁的歌调
从《诗经》里一路飘飏，织成了密密匝匝的芦苇
荡。

归航了。 不知啥时候下雨了，雨点打在了湖
面上，迷迷蒙蒙一片。“小满大满，江河水满”，大
自然本非传奇， 它只是按照自然的规律时序接
替。靠岸的时候，雨止日出。旷阔的，安静的，经由
风雨阳光细细抚摩过的世界里。“草在结它的种
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
美好。”顾城对自然、对生命的理解如芦苇般郁郁
苍苍，让我刹那间热泪盈眶。

喊你只需要两个字
懂你却用了我一生

———宋小铭

把泥土的颜色和阡陌的纹理印在脸上
对我对世界释放出太阳的光辉

———杨汉立

巍峨如山，额上垒起的层层叠叠
成了儿孙摘星的云梯

———罗海涛

黄土下的父亲，你是我眼里噙着的一滴泪
心底不愈的一道伤

———喻辉

曾经的梦，今夜重逢，脚步轻盈
时光又推演了一番，还是华发披霜

———两斤白菜

被父亲锄了一辈子的草
又长在了，他的坟头

———九龙堰

宁愿隔千山万水
不愿隔一层无情的木

———钟曙光

扛着锄头的背影成了夕照
挂在时光的墙上

———无弦

你用扁担挑着日月，牵着我
追赶一缕炊烟。 从前世，到今生

———梅兰竹菊

从前，我骑在你的肩上看日出
而今，你靠在我的肩上看夕阳

———一片冰心

耀星

继演员、 作家当导演后，
诗人们也开始拍电影了。

据报道，由著名诗人翟永
明 、韩东 、杨黎 、周亚平 、吉木
狼格 、王敏 、石光华 、乌青 、何
小竹等组成的 “十诗人电影”
公司 6月中旬在成都正式成
立。

作家将自己的小说拍成
电影，那么诗人会不会把他们
的诗歌也拍成电影？ 兼任公司
营运总监的诗人何小竹介绍
说 ，“当然不排除将我们自己
的小说、诗歌拍成电影”，但还
要邀请和吸纳更多中国诗人
加盟 ，拍不一样的电影 ，以实
际行动改变中国的电影生态。
“拍不一样的电影 ”， 成为这
“十诗人电影” 核心创作团队
的文化精神口号。

何谓“不一样的电影”？ 就
是具有艺术创新精神的电影，
直指人心的电影 ，“即我们心
目中的好电影”。

即将进行电影艺术创作
的这“十位诗人”，都是在当代
诗坛有一定的影响力，尤其是
对诗歌艺术的信仰成为他们
不懈的追求，记得翟永明曾这
样说 ，“诗歌永远都是一部分
人读的， 全世界都是这样，有
一部分人对诗歌很热爱，但永
远都是一小部分。 相对大众来
说 ，它永远都是小众 ，诗歌不
可能成为畅销书……诗歌没
有多大的商业价值，诗歌永远

不可能赚钱”。
“十诗人”拍电影，是因为

诗坛寂寥， 诗歌写不下去了，
还是通过其他艺术样式来实
现自己的艺术梦想？ 尽管韩东
表明决心， 写过了诗和小说，
再拍电影等于是多活一辈子，
用拍电影的艺术形式延续自
我的艺术生命。 但还是很容易
让人和当下的诗坛联系起来
看。

这几年来，中国诗歌界应
该说不乏话题和热点。 比如，
诗坛的 “梨花体” “羊羔体”
“乌青体 ”，严格来说 ，它们不
是真正的诗，只是以诗为名义
炮制的一个网络笑点，是无关
文化的娱乐符号。 再比如诗人
余秀华网络爆红，人们很少关
注她诗歌的质感，感兴趣的多
是“脑瘫”“残疾”。

这些诗歌的话题可说是
够热闹 ，够喧嚣 ，但却鲜少关
注当今诗歌境遇问题，更多变
成了一种娱乐围观，未能触及
对诗歌本体 、 诗艺主体的评
判。 诗歌创作的现状、诗坛的
生态，仍是寂寥冷清的。 诗歌
艺术越来越边缘化。

今天 ，诗歌的时代 、美学
的时代，已经被一个物质的时
代 、消费的时代 、技术的时代
所取代。 但是，一个民族不论
在任何时期，都不会消失了诗
的本能的，也都是不能消泯了
诗歌心灵 ， 缺失了诗歌精神
的。 否则，这个民族的心灵就
会日趋浅薄、苍白……

小巷深处
小巷深处，有外婆叫我乳名的方言
多年了
门口的青石还在
像外婆，等我放学回家时
流淌的慈祥

这样一条微信，在朋友圈获赞无数
远不及外婆
倚门打望

瞧，时间磨光的鹅卵石
泛着共鸣的泪光

栽花引蝶
桂生

沈先生坐在家里,就能够
从容地欣赏蝴蝶。

小区里， 养宠物的人多
起来。 有人养猫养狗，也有人
用个笼和罐， 饲养纺织娘和
蟋蟀。 唯独色彩斑斓的蝴蝶，
不服饲养， 只能作为标本夹
在书中。 沈先生比蟋蟀玩家
高明多了，他只种两株花树，
就留住了美丽的蝴蝶。

沈家院子不大， 只能种
两株“月月瑰”，花很香，也很
美，是象征爱情的，不久就招
来了爱的使者蝴蝶。 这潇洒
的公子哥，是美的化身，总是
摇曳多姿，翩翩的忽东忽西，
上可到树梢，下可到草根。 它
永远不急不躁， 永远悠闲舞
蹈，永远姿态美妙。

沈家院墙上不封顶，下
不设关堵卡， 也无须递交过
境证，蝴蝶可以自由来往，营
造了一个蝴蝶交流市场。 它
们不是一成不变的一对，走
了白色的， 又飞来五彩斑斓
的，纷至沓来，生动了院子，
美化了环境，大饱了眼福。

亲朋戚友到家做客，它
欢迎；客人进客厅，它引领；
还要绕屋三匝， 表演它娴熟
的蝶舞。 或扶摇直上，或盘旋

而下， 或左右翻飞，
围着客人忽前忽后，
轻触软歇，谱出爱的
旋律， 拼出美的图
画。 客人们感慨地
说：“这蝴蝶有味啵，
像是你饲养的！ ”

老沈点头微笑 ,
算是作答。

南洞庭、
芦苇及其他 忧

郁
王
子
谢
宗
玉

（谢宗玉，70后，湖南安仁人，湖
南省作协毛泽东文学院副院长，中
国作协会员，一级作家。 出版过11部
书， 有40多篇散文和小说入选中国
年度文学年鉴， 有20多篇散文入选
中学语文课本和读本。 获得过湖南
青年文学奖、湖南首届文学艺术奖、
全国金盾文学奖等十余种奖项。 ）

管见集

诗人去拍电影了，
谁还来写诗？

微
叙
事

汉诗新韵

父亲
（同题诗）

喝一杯乡愁（外一首）

王家富

故乡对我知根知底
才特意空出酒瓶
让我喝一杯乡愁

往事一幕幕，电影式地倒带
让我不能自已
情愿沉入杯底
陪你再醉一回

梦，少女似的
美丽着我，仅有的一滴念想

谢宗玉 图/李珈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