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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运宪

我的文学师长中， 最愿意表达真性情
的作家就是谢璞。也不是愿意不愿意，他那
是与生俱来，从来不懂得如何掩饰自己。

在我最初忝列文坛的那个年代， 文学
师长们身体都还健康。 举目四望， 星光灿
烂，烁烁炫目，不胜景仰。作为文学青年，时
刻体会到一种被沐浴的幸福感， 自然也就
心生敬畏，高山仰止。

唯有谢璞兄从来不看重自己头上的光
环。他不知道著名作家应该端着什么身段，
不知道在崇拜者面前如何好为人师、 口吐
莲花，甚至不知道作为文艺界的领导者，应
该如何拿捏举止、装腔作势。在这些方面他
真的近乎无知，所以无知者无畏。无畏者方
为真君子，真君子才敢于真性情。

在文学圈子内， 但凡小有成就尤其是
占有了地位的作家，眼睛很容易失去光亮，
一般都不屑于肯定和抬举同行。 读别人的
作品，第一表现便故作矜持，批评的意见不
说，表扬的意见更不说，一副见人高一等的
神态，让对方惴惴不知所然。

谢璞却从来不那样， 看完每个作者的
稿子，他总能发现兴奋点，然后一点一滴地
拎出来，美味佳肴一般地品尝，并且赞不绝
口。当然也有一二指点，令狂喜之下的作者

心悦诚服。每每参加作品讨论会，谢璞兄对
于自己真心喜欢的篇章从来不吝溢美之
辞，甚至不惜夸赞到极致，引得与会者哄堂
大笑，无不被他那一腔赤诚所感染。

有一次参加文艺界团拜会， 谢璞兄目
不转睛地望着一名女子，禁不住连连感叹：
“哦！ 太漂亮了！ 她不就是蒙娜丽莎吗？ 真
美啊！ ”那女子确实很漂亮，却跟蒙娜丽莎
长得不是一个类型，他全然不管，固执地用
心中最美丽的模板予以形容， 可见他是真
心喜欢。 我相信当时还有其他人也真心喜
欢那女子，却没有一个人能像谢璞那样，敢
于把真心喜欢的话当众说出来。

真实的性情人人都有， 表达真实性情
的人却并不常有。 那是因为愿意真实表达
虽然是优点，却并非是必备的优点。不表达
真性情至少算不上太大的缺点， 于是世俗
便将美德屏蔽。 生存的环境在许多人的心
里多为险恶，于是乎见人且说三分话。而在
谢璞兄心中却遍地鲜花， 所以他不惜全抛
一片心。

心中有鲜花的人， 视野中必然充满了
美好。谢璞兄就是这样的人，他却悄悄地走
了。 走得令人扼腕痛惜。

好在他心中的鲜花从未枯萎， 所以我
相信，谢璞兄去到另外一个世界，仍然还会
邂逅无穷无尽的美好。

三月纸鸢
杨必军

每年春暖花开，草长莺飞之时，
三月的纸鸢在郊外的天空成了一道迷
人的风景。 如今，我已走过了拽着风筝在
草地上奔跑的年龄，可每到这个季节，我思
绪的天空犹如无数的风筝在迎风飞舞，飞到
那并不遥远的年代。

在我12岁那年，家里为了让我有一个好的
学习环境， 父亲陪着我从偏远的村小转学到了
小镇上的一所中心小学。我与父亲租住在镇电杆
厂背后一所民宅， 尽管住了没多久我就回到学校
寄宿了，但民宅那里环境很美，给我留下了很深的
印象。离民宅房子不远是一块桃树林，桃树林外边是
一片草地，草地外边是清清的 水河，河的对岸就是
320国道。 我每天放学后都会夹着书本一口气跑到
河边看书 ，累了 ，就躺在草地上憧憬着未来美好的生
活。

那年春天，放学后班上的同学喊我去河边放风筝。 我
因没钱买而没有去，回家后心里一直闷闷不乐，从外面收
破烂回来的父亲似乎早看出我的心思，要我安心读书，答应
明天到郊外给我捡一个风筝回来。

第二天放学后， 我早早地就倚在门前的枣树下眺望着
父亲归来的路。 天快黑的时候，我看到父亲挑着箩筐一拐一
拐地回来了，箩筐的一头果然挂着一个耷拉的风筝。 我飞跑
着迎了上去，一手解下挂在箩筐上的风筝，尽管风筝上的纸
破得不成样子， 但兴奋的我忘记了问父亲的脚为何被扭伤。
直到晚上，我与父亲在一起洗脚时，我才发现他的小腿划出
了一道伤痕。 我就问他风筝是在哪儿捡的，他说在河边的桃
树尖上。原来他在取风筝时脚踩到一枝快枯脆的树干就断了，
还算好，下边是草地，摔着不碍大事，只是脚被树枝划伤点皮。
可就是父亲的这点皮伤之痛， 却让我儿时的心灵对风筝有了
一种别样的怜惜。

天亮后是礼拜天，我做完作业就维修起那只风筝来。 父亲
没有外出，在房子里清理他的破烂，我则取出作业本弄了点冷
饭粘那只破风筝。

父亲干完活从房子里出来， 见我把作业本撕了在粘风筝，
就狠狠地批评我，他说：“你以为作业本比风筝便宜？ 早知你要
撕作业本做风筝，我还不去给你买一个呀！ ”见我不作声，父亲
就蹲下来也帮我捡拾那被撕下的作业本纸， 边捡边说：“你这
些纸粘上去也不起作用，纸张厚了压力大，风筝就飞不上天，
待会儿我去镇上给你买一个好看的。 ”我说：“你捡来了风筝骨
架，我只是想亲手做一次。 ”随后，父亲到镇上买了一瓶糨糊、
一张绵纸、 一个线圈， 所花的钱加起来还是比买一个风筝便
宜，也减轻了父亲的开支和压力。

风筝做好后，父亲陪我来到河边。我在草地上来回奔跑放
飞了几次，风筝就是飞不上天，父亲却很有耐心地帮我捡风
筝。 就在我坐在地上没力气跑的时候，父亲却把风筝徐徐地
放飞上了天空。 我拍着手叫着跑去拽线，一股力量顿觉牵引
着我的手。

我看着在天空迎风飞舞的风筝， 我对父亲说它好快活
自由。 父亲却说，风筝无论飞多高都受我的牵挂，对于风筝
来说，它的目的在于搏击雄风展示自我，而我拽线于手，在
风筝展示各种英姿飞舞时， 我同时也在放飞着一种快乐的
心情。 此时真正快活自由的是我，而不是风筝。

儿时父亲许多话中道理我不甚明了，而如今，我只身
在外，家人分居三地，父亲那番话却时常在我耳边响起。
尤其是现在， 另外一种体会也越来越深地撞击着我的心
灵：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如一只风筝，都有飞的愿望，但
都飞不出一个圈子，即使飞得再远，一种乡愁、一种思念
犹如风筝的线总会被自己的亲人拽在心里。 或许正是
这种牵挂，才产生了人世间的亲情、友情、爱情。这种情
感是人生中最宝贵、最值得回味和珍惜的，但世事纷
繁复杂，若不用心善待，不用心经营，这份情意亦会如
手中的线随时可以让飞上天的风筝变得脆弱。 明白
了这一点，我会尽力保护好自己手中的线。

邓跃东

先生：
我是24年前的春天里收到您的来信，

那时我20岁，您还在省文联执行主席的任
上。我备受鼓舞，又深感不安。这种复杂的
心情延续到了现在，以至于一直未能给您
回信。今天，我提笔给您写信，尽管您再也
看不到了，我还是决心把信写好。 这是春
天的回望，季节轮转，人驻春天！

收到您的来信时，我在陕西的黄土高
坡上行军。 我是一名通信兵，每天在野外
爬杆架线，夜里住窑洞，生活枯燥，我坚持
用写作来调剂日子，给青春装饰绿意。 我
写了很多稿子， 寄出后没有一点讯息，我
苦恼极了。 我想到了您。 您是家乡洞口县
的文星骄子，从小就听老师讲您的不凡经
历，从一个山乡小学教师写成全国著名作
家。我从未见过您，但我看到了光亮，就把
写出不久的中篇小说《回乡》寄给了您，当
然不敢期盼出现什么奇迹。 三个月后，本
以为灰飞烟灭了，却惊讶地收到了您的来
信，《小天使报》的信封，碳素墨水飞舞了
一页方格纸。 您告诉我，稿子看后转给了
《湖南文学》 杂志的编辑， 适当的时候问
问，到时再信函联系。不久，我收到了杂志
社的信件，编辑提出了几条修改意见。 我
觉得几乎推倒重来了， 可见我的基础之
差，也让我清醒了许多，不一定改得出来，
就放弃了。但是，我仍然高兴，我是远方的
无名小卒，您竟挤出时间关注了我，还是
亲笔信。 这足以让我引以自豪，后来我很
多次向文友炫耀，看，谢璞老师给我回信
了。

我沾沾自喜了一段时间，也想过给您
回一封信，表达对前辈的礼敬，但不久我
调离黄土地去了西安，把事情耽搁了。

想不到，这种怯弱和空虚持续了10多

年。我觉得犹在昨天，心心念念，好像落下
什么没做好。 其实，我惦念着心仪已久的
文学情人，于心不甘，却又无可奈何。在我
卸甲归乡时，很多伴随了我多年的书籍和
器物都没带， 却把先生的这封信带了回
来！ 那是我初心的见证、芳华的绽放和信
念的固胶！

转业后的这十年里，我一直在山乡修
建公路，业余写作散文。 我曾想过给先生
写信，谈谈想法，盼望赐教，但还是没有勇
气，觉得十年风尘微不足道，要走近，还是
去读先生的书吧！那本散文集《珍珠赋》是
上高中时购买、带去部队又带回的，我总
是婆娑了又婆娑；后来在旧书摊上淘得小
说集《血牡丹》、儿童文学集《芦芦》；去年
市里编邵阳文库，我也得到一本《谢璞的
文学世界》，由此进入一个绚丽的世界。

记得5年前，我到长沙出差，夜里路过
八一路227号，惊讶地看到省文联的牌子，
一下想起先生您就住在这个小院啊！我在
门口徘徊了很久， 却没有勇气进去探访，
最后悄悄地走开了。

2016年秋天，我在省文联《创作与评
论》 杂志上发表了一万多字的作品《捕
伏》，产生一些反响。 后来有朋友告诉我，
这篇稿子的责任编辑谢然子就是谢璞先
生的女儿。 啊，这么巧合，竟如此走近了！
我心起涟漪，试着与谢然子联系，并发去
了当年您来信的图片。 然子看了很会心，
想不到我会保留20多年。 后来她告知，回
家向您提过我，但您早没印象了，您翻看
了我的稿子，说故事精彩、人物语言活脱。

这天夜里，突然在微信上看到然子发
出的信息：“3月6日下午2点33分， 我最敬
重的父亲走了……”

我瘫倒在床头上， 半天才晃过神来。
我觉得，该写信了！

芳邻
王羡兰

年轻女孩
今早，在电梯里碰到那对住在顶层复式的

母女俩。
母亲约莫40来岁，衣着光鲜，妆容精致，面

容冷峻，一副高高在上贵妇的模样。 我走进电
梯，她的眼睛照旧盯着手机，眼皮抬都不抬一
下，对我简直是视而不见。我俩虽然近在咫尺，
中间却感觉隔着无法跨越的崇山峻岭。我当然
也不以为意。 这也难怪，我这副样子也确实不
讨喜，一身暗淡随意的家居服，素面朝天，手里
还提着一袋脏兮兮的垃圾。

站在旁边的女儿应该是二十出头，高挑靓
丽。 一头瀑布般的黑发倾泻在肩背，轻薄飘逸
的刘海随意地覆在额际，脸庞洁白无瑕，眉清
目秀，穿着短衫，一条阔腿牛仔裤愈发衬出两
条修长的腿，浑身上下无不散发着一种浓烈的
青春气息。看到她，我禁不住地在心里暗叹：青
春真好啊！

只是让我颇感意外的是，女儿看到我的举
动和那位母亲表现得截然不同。

我刚踏进电梯， 她便和我点头打招呼，美
丽的脸庞透露着笑意， 眼神满满的真诚和热
情。 看到我没有按一楼的楼层，马上善意地提
醒我她们是去负一层。我有点意外，如沐春风，
也微笑着向她点头问好，朝她投去友好和感激
的目光。 此时的她，浅笑盈盈、眉目如画，简直
就像那个在云端闪耀着七彩光芒的“仙女”，令
我不敢逼视……

美女往往是孤傲的， 尤其是年轻的美眉。
所以乍一看到美丽青春又热情有礼，还能温暖
人心的邻居美女， 真是令人发自内心的喜欢
啊！

老人
我们院子里有很多老人，我也见过各种各

样的老人。
唯有这位老人，独独让我印象深刻。
她应该有八旬多了，头发雪白耀眼，修剪

成利索、清爽的短发，每次都梳理得一丝不乱。
身材胖瘦适中， 经常穿着纯白或带浅花的、合
体素雅的衣服，一尘不染、赏心悦目。眉目依旧
清秀，几乎感觉不到皱纹的突兀，神态慈祥、安
宁。 走起路来目不斜视、腰板挺直、不疾不徐、
气定神闲，很具大家风范。 有时她还拄着一根
暗褐色精致的拐杖，戴着一副宽边墨镜。 不管
周围有没有人在，她脸上总是流露出爱意浓浓
的微笑，散发着圣母般慈爱的光辉……

我几乎没有和老人单独说过话。但每次偶
遇， 我都会感受到老人带给我独有的温暖、平
和、优雅、大气，内心不由对她升腾起一种敬意
来，忍不住频频回头用目光追随她的身影。

在我看来， 这位老人独特的魅力和风度，
包含岁月沉淀下来的从容睿智，历尽千帆的荣
宠不惊，风雨过后的云淡风轻，世事洞明的豁
达博爱……

这样的老人不会让人感觉到“老”，苍苍白
发和脸上的皱褶是光阴赠与她最美的饰品。如
果说妙龄女郎是一朵娇艳欲滴、芳香四溢的花
儿，那么这样的老人就像一颗久经岁月磨砺的
珍珠，愈发得熠熠生辉。 她带给我的不仅仅是
视觉的享受，还有内心的沉思和震撼。 让我不
由自主想起杜拉斯的话：“你年轻时就很美，但
和以前的你比起来，我更爱看你现在备受摧残
的容颜。 ”

谁说美丽只是年轻人的专利？
朋友圈有一句流行的话是“愿我出走半

生，归来仍是少年”，但更令我钦羡、感动的是，
“我已走过一生，归来依然美丽，心怀爱意。 ”

我也想这样地老去。

你的名字
岳亦俊

橘红色的太阳
沉入银河
迷失在光与影交织的远方
我却迷失在你的眸子里
在那片星辰大海里流浪
随寒风飘荡
但我们未曾知道
那天盛开的花的名字

风吹花落
思念
化作雨水
在星空绽放
我在纯白的梦中
浅声低吟着
那串星光
还有你的名字

汉诗新韵

江南寒冬的春天畅想
苏亦薇

世上有一种痛，是江南冬天的冻。
虽然气温总能在零摄氏度以上挣扎， 但北风

挟着苦雨，湿冷的寒气能穿透一切厚厚的羽绒、羊
绒，直达骨髓。 而防护不到的脸颊、耳
朵和手背，先红、再肿，冻疮频频光顾。

天气总是那么冷， 树木没有一丁
点儿新芽， 柏油路依旧沾着漉湿的雨
水。 每天晚上钻进被窝和每天早晨掀
开被窝，都需要巨大的勇气。

但我却总是感觉，春天快来了。
我从隐藏在树叶里的那群漂亮莺

雀身上知道春天的讯息。 当它们扑翅
的声音开始变得轻盈的时候， 当它们

的歌唱开始变得清亮， 当它们开始高飞天际的时
候，我意识到，这是大地复苏的序曲。

无论是来自苏维埃大地的漂亮句子， 还是从
大不列颠漂洋过海的幽默风度， 抑或是来自美利
坚、来自法兰西的温柔词语，当我将那些经典著作
的名句烂熟于心的时候， 我也将那些作者们对自
然的感知灼热于心了———世界就是个立方体，也
许你看上去一片纯白，其实色彩隐藏在背面。轻推
一下，就会黑白炫彩转换，它一直存在，只是你不
知道。 造化瞬息万变，你抱有成见并且轻慢，只会
让自己困守失望的深渊。

有个故事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迹：
一个老太太有两个女儿，一个卖伞，一个卖香。 阴
雨天，老太太发愁大女儿的香受潮卖不出去；大晴
天， 老太太又担心二女儿的伞卖不出去……只到

有人对她说：“雨天你的女儿在挣钱， 晴天你也有
女儿在挣钱，你真该天天高高兴兴啊！ ”老太太这
才恍然大悟。我们不死盯着被关上的门，就一定能
找到此刻正在打开的窗。

惊喜啊！当把一切存在都视作神奇的时候，我
不再忽视身边妙趣横生的存在， 池水的颜色在变
化，清晨松枝上蜷曲成球的细叶，也许下一刻就会
舒展、绽放，就会繁密压枝、绿意葱茏。

那些存在于乌托邦中的风物变迁， 是生命不
断被翻开的一页又一页。立体看待世界、立体对待
生活，静观斗转星移、世事沧桑，以此感受生的喜
悦。

江南寒冬的春天畅想之于我，不是繁华灯火，
不是一蔬一饭，那是一种青春迸发的愿望，是疲惫
生活的英雄梦想。

心有鲜花
世界尽美

———追思谢璞兄

信之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