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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迹：
一本诗刊绽芳华

一处风景， 可能因一个美丽的传说或是
一篇绝妙诗文而全国知名；而改革开放之风，
却吹绽了《散文诗》刊这朵奇葩。 正如北大教
授、 著名文学评论家谢冕1999年来益阳时所
说：“文学界很少有人不知道益阳有个《散文
诗》的。 ”

而《散文诗》更深层的价值，还在于它是
全国第一家、 也是长期以来在发行量和影响
力方面均处于全国领先位置的散文诗期刊，
在中国散文诗发展史上占据着无可替代的重
要地位。

在2017年举办的“纪念中国新诗诞生百
年”的大型评奖活动中，《散文诗》创刊主编邹
岳汉获得“百年新诗贡献奖·编辑贡献奖”（获
此奖项的全国总共6人)。 邹岳汉获此殊荣，不
仅是对他个人开创性地从事散文诗编辑30余
年的表彰，也是作为新诗之一体的“散文诗”
和在湖南益阳诞生、全国知名的《散文诗》刊，
在中国新诗百年发展史上获得相应地位的一
个重要标志。

益阳籍著名作家、也是《散文诗》刊开创
时期见证者的叶梦，早在1994年发表的《邹岳
汉和他的散文诗梦》里说：“岳汉老师办《散文
诗》完全是作为一种事业，为此倾注了全部生
命。 ”

今天， 让我们一起去追寻诗人邹岳汉的
梦想之旅。

孕梦：
能否闯出一条路子来呢

1959年7月， 邹岳汉曾在他当时工作的
《益阳市报》副刊发表散文诗处女作《黎明的
前刻》，埋下了一颗希望的种子。“文革”开始，
他的文学梦被打断。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召开之后，文学艺术开始复苏。 这一年，
年过四十的邹岳汉在刚复刊不久的《人民文
学》第八期发表了杂文《寓言的魅力》，重新燃
起了压抑已久的文学梦， 狂热地开始新诗创
作。 他如饥似渴地阅读重新出版的泰戈尔、屠
格涅夫等人的散文诗经典，如坐春风，如沐夏
雨，精神为之一振。 1979年，他写成一部含有

100多个短章的散文诗集《涛声》投给北京一
家大型文学刊物，半年之后却被退回来。

邹岳汉觉得，散文诗不仅自己喜爱，还有
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都很喜爱， 但是全国却
没有一个专门的散文诗发表园地， 能否在这
方面闯出一条路子来呢？

一个梦想，开始在他心中孕育。

追梦：
“佳作如云，读之令人兴奋”

机会，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 1985年5月，
邹岳汉在原益阳市第三次文代会上当选为文
联专职副主席，同时兼任益阳文化馆馆长。 趁
住院治疗期间，他将压在箱底的《涛声》书稿
翻出修改。 几经反复掂量，一个大胆的想法诞
生了———另辟蹊径， 创办一个专门发表散文
诗的刊物。

他从市党史办调来徐烈军当首任责编。
1986年徐烈军被调走后， 他又打破体制条条
框框，从市床单厂调来文学青年冯明德接替。
没有经费，从办公经费中挤一点，想方设法筹
一点；没有稿子，就一边自己写作一边安排组
稿。 1985年12月，由邹岳汉主编的中国首家散
文诗试刊号面世了。

一石激起千层浪。 这寄托着一个远大梦
想、印数3000册的《散文诗》，在当时低俗的

“地摊文学”盛行的情况下，以其独特品位脱
颖而出，引起有关方面的高度关注和赞许。 著

名散文诗人、 中国散文诗学会会长柯蓝回长
沙看到《散文诗》试刊号后，特意借调邹岳汉
去广东协助他创办《散文诗报》，从1986年底
到次年初，邹岳汉在那里工作了一段时间。

1987年8月，邹岳汉主编的《散文诗》启动
“首届全国会龙散文诗大奖赛”。 在两个多月
时间里，收到来自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的
参赛作品2000多件，而且“佳作如云，读之令
人兴奋”（评委谢冕语）。 通过这次大奖赛，全
国一大批散文诗作者、 读者的注意力引向了
当时还是“地方内刊”的《散文诗》。

筑梦：
手拖肩扛与陈情申请

创业之路，充满艰辛。《散文诗》开始没有
发行渠道。 起初，邹岳汉骑着单车把刊物送到
市区几家小书店和报刊零售点代销。 为扩大影
响，1988年上半年， 他和冯明德用一辆行李小
拖车，拉着1000多册《散文诗》总第5期从益阳
出发，经长沙，坐火车到邵阳，再转车到衡阳、
株洲、湘潭等城市。 每到一地，他们就手拖肩扛
地带着一包包沉重的印刷品，穿街过巷，四处
寻找报刊门市部。 那些书商看到一个刊物的主
编带领责编满脸风尘、 一身汗水地送刊上门，
颇为感动，都破例地收下《散文诗》代销（当时
的书商一般不愿意接受纯文学刊物）。

皇天不负苦心人，半个月之后，邵阳邮电
报刊零售公司王心明经理专程来益阳， 要求

与编辑部合作———原来， 在他属下一个门市
部寄售的400册《散文诗》不到两周销售一空。
于是双方签订合同， 实行市场化运作，《散文
诗》单期发行量一举飙升到6万册，为建立全
国性的发行网络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1989年，全国报刊大整顿、大压缩，作为
内刊的《散文诗》在停办之列。 经向上级争取，
暂时得以豁免。 后经邹岳汉多次赴京陈情申
请，终于得到回报。 1992年5月，正值原益阳市
第四次文代会召开前夕，从北京传来消息：新
闻出版署正式批准《散文诗》公开出版发行。

增长：
精品战略与品牌效应

《散文诗》杂志能够获得读者的认可和有
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源于邹岳汉坚持正确的
办刊方向，同时实施“作品精短、设计精美、印
制精良、形成特色”的精品化战略，创出了全
国知名期刊品牌。

比如《散文诗》现在采用的大40开本，小
巧玲珑，与短小精悍的散文诗相匹配，在全国
所有文学期刊中独一无二，辨识度很高。 这个
格局是邹岳汉先后两次主持改版所形成的。
他主编《散文诗》每一期的头题作品，总是亲
自选定、润饰并精心作出点评，务求向读者推
出精品力作。 他还自己动手，设计诗、画交融
一体的铜版纸彩印插页， 隆重推介国内外散
文诗名家精品；他深入车间抓刊物印制质量，

并制定规矩：检出次品按比例扣款。 无论是主
编《散文诗》杂志或是后来主编《中国年度散
文诗》，数十年来，他坚持散文诗“诗”的本位，
努力从学理上、实践上与“散文诗是散文和诗
的混合体”一类模糊观念划清界限，在为散文
诗文体的健康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同时，形
成了独特的编辑风格和品牌效应。

在邹岳汉的主持下，《散文诗》 在当时自
负盈亏，办刊经费、人员编制都没有纳入地方
财政预算的情况下， 实现了社会效益与经济
效益的同步增长。 在当时纯文学刊物发行量
普遍滑坡的情况下，《散文诗》 单期发行量曾
高达7万份，在全国诗刊界是一个奇迹。 1998
至2000年，邹岳汉带领《散文诗》刊同仁发扬
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以自筹为主建立
起260余平方米（相当两套132平方米的住房
面积）的《散文诗》杂志社办公场地。《散文诗》
也先后荣获了湖南省和全国性的多个奖项。

续梦：
年过八旬，耕耘不已

2000年底，邹岳汉退休，他把《散文诗》主
编的岗位和刊物未来更大发展的重担交给了
继任者冯明德， 但他个人的散文诗之梦并没
有结束。

从2000年起，邹岳汉开始主编《中国年度
散文诗》，汇编全国各地每年发表的散文诗佳
作，交出版社出版发行，至今已连续18年出版
18册500余万字，蔚为大观，并以它的开拓性、
精粹性，成为全国散文诗界又一个知名品牌。

2007年邹岳汉获“纪念中国散文诗90年
重大贡献奖”。

他在长期的编辑生涯中注重提携后辈，
推介新人。 他用多年的亲身经历和一个著名
散文诗人、编辑家的独特视角，写下洋洋数万
言的《中国大陆近20年散文诗发展概观》（载
《散文诗世界》2006年第1期）；2012至2014
年，为《文学报·散文诗研究》撰写“中国散文
诗发展史话”18篇，搭建了中国散文诗发展史
初步框架，为中国散文诗发展史的梳理、研究
作出了重要贡献。

现在，年过八旬的邹岳汉，仍然在主编着
每年出版一本的中国散文诗年度选， 同时着
手整理、扩充他从前出版的《启明星》《青春树
下》 等个人作品集， 继续着他的散文诗梦之
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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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屈艳 张脱冬

我们去巡湖吧
一直把岳阳（汨罗）当作第二故乡的著名

作家韩少功， 听说岳阳市江豚保护协会成立，
便第一时间加入协会、当志愿者，还常给协会
秘书处打电话：“何时通知我下洞庭湖巡逻
哦？ ”11月1日，他和中国作协副主席、山东省作
协主席张炜，黑龙江省作协主席迟子建造访湖
南理工学院，看到江豚协会志愿者，就欢喜地
对张炜、迟子建说：“这是我的好兄弟、保护江
豚的志愿者。 我们去巡湖吧。 ”

当日上午，张炜、韩少功、迟子建，随江豚
保护协会巡逻队员飞舟洞庭，开始了一场寻访
江豚之旅。

初冬入洞庭，周览无不极。 烟波浩渺，水鸟
翔集，青山、岛屿隐约其中。 一到湖边，许是被
湖光吸引，张炜、韩少功驻足欣赏；迟子建连忙
掏出翻盖手机拍照。

9时许，大伙来到飘尾码头。 江豚保护协会
巡逻队员江科明、徐沐辉、徐立君、龚秋明等已
在码头等候。 大伙穿好救生衣、登上冲锋舟下
水，开始巡湖。

“韩花”，江豚保护协会第一个
作家志愿者

冲锋舟掀起滚滚浪花，银鸥在湖面翩翩起
舞。 迟子建高兴地喊道：“这是从北方飞回来的
候鸟吧？ ”“对，是刚从北方迁徙回来的银鸥。 ”
江科明对洞庭湖候鸟了然于心。 一遇知音，迟
子建更加欢喜，大家酣谈起来。

“快看!江豚！ ”徐沐辉手指前方，只见不到
100米的地方， 一头江豚跃出水面，3位作家喜
出望外。

“左边也有江豚！ ”顺着志愿者指引的方
向，大伙看到江豚夫妇正带着宝宝围猎呢。 船
只停了下来，江豚家族们在冲锋舟周围此起彼
伏，令人目不暇接。 大家纷纷掏出手机、相机记
录这美丽的瞬间。

“一下湖就看到了江豚，真是幸运！ ”韩少
功高兴地笑成一朵花。 对，他就是“韩花”，汨
罗天井人民念念在心的“韩花”。 50年前，15岁
的韩少功落户汨罗县天井公社茶场， 他在那
批知青中年龄最小， 乡亲们亲切地称他“韩
花”。

对汨水洞庭， 韩少功有着非凡的热爱，他

不仅在这里度过了无忧的少年时光，深厚的文
化底蕴更激发了他创作的灵感，所以，他是第
一个加入岳阳市江豚保护协会的作家志愿者。

永远留住江豚的微笑
江豚在暖阳下纵情而舞，韩少功露出少年

般欣喜的目光：“它们在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
哩。 ”

张炜惊叹道：“大自然真是太神奇、太有魅
力了！ ”

“江豚知道客人来了，这也是一种感应。 ”
迟子建深情地说，“万物皆有灵。 作家应该在平
凡生活中、大自然中寻找创作动力，这样才能
保持良好的写作状态。 此刻，我就真实地身处
其中了。 ”

“江豚又叫‘江猪’，是高智慧野生动物，它
有三四岁小孩的智力……” 徐立君向3位作家
介绍，“江豚属于胎生哺乳动物，每胎只生一个
宝宝。 ”在志愿者心中，江豚有家庭观、家政观
和团队精神，它们面带微笑，憨态可掬，是洞庭
湖的精灵，是美的化身。

在志愿者的讲述中，首次见到江豚的张炜
好奇地问：“江豚体型大小和人一样吗？ 它和海
豚有什么区别？ ”徐沐辉回答说：“成年江豚有
100多公斤，比人类体型大，也比海豚进化更完
美，江豚的嘴巴呈‘W'型，永远都是微笑着的。
所以，我们江豚保护协会的口号就是：永远留
住江豚的微笑！ ”

江豚保护志愿者是洞庭湖的光荣
迟子建突然忆起某事，问志愿者：“我曾在

央视看过一部关于江豚保护志愿者的纪录片，
那应该是报道的我们江豚保护协会吧。 ”

“是的。 从2012年开始，央视陆续拍摄了7
部关于江豚保护协会保护江豚的纪录片……”
江科明回应道。

飞鸟盘旋， 江豚嬉戏。 志愿者介绍说，以
前，洞庭湖布满了密密麻麻的迷魂阵，协会志
愿者协助当地渔政持续监督、清除，现在，迷魂
阵已荡然无存。 过去，东洞庭湖边有不少小造
纸企业，洞庭湖与长江水上咽喉要道被1200余
条大吨位运砂船堵死。 为了打通洞庭湖、长江
水生生物洄游通道，杜绝污染，江豚保护协会
向市委市政府上书建言，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
视，果断关停污染小造纸企业，搬迁了船舶锚
地。

“江豚保护协会真了不起！ 协会水上巡逻

队员是伟大的。 ”韩少功说，“他们是洞庭湖的
光荣。 ”

张炜赞道：“江豚保护志愿者这样有勇气、
有激情、有效而有力地影响一方山水，对环境
保护做出如此持久而巨大的贡献， 实属罕见！
他们是洞庭的功臣，也是湖南的骄傲！ ”

饱览洞庭风光后，志愿者提出上渔民家参
观，作家们欣然同意。 冲锋舟停靠在扁山西北
水域的一条趸船边， 船上盆栽的月季开得正
艳。

渔船主人不在。 龚秋明带领大家参观了一
番。“船只不过10来平方米的空间，渔民一家三
代人吃喝拉撒都在这。 ”

“他们的生活不容易啊！ ”韩少功心生怜
悯。 当来到船尾渔家的简陋厨房，他幽默地说：

“这厨房跟我们家的差不多。 ”

山川湖泊也是我们的“根”
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 冲锋

舟继续向前，远处小岛遥遥相望。 志愿者跟客
人介绍，君山岛有二妃墓、柳毅井等许多古迹
及美丽传说。

迟子建惊叹：“洞庭湖如此美丽壮观，我原
本没打算下湖，现在看来的确不虚此行。 ”

心旷神怡，3位作家滔滔不绝讨论着大美
洞庭，顺理成章地谈起文学写作。

“现在，即使用最简单、朴实的语句来记录
此情景，也能深感洞庭的壮美。 古人就擅长将
自身情感投射到自然万物上，对自然有真切的
体悟，值得我们现代人学习。 ”张炜说，“我要让
我的工作室的伙伴们来洞庭湖采风，采访江豚
协会志愿者。 这将是与万物共生、共长、共融的
难忘之旅，才可能产生真正的具备强大生命力
的作品。 ”

韩少功微微颔首：“山川湖泊也是优良传
统文化的一部分，需要我们继承，那是我们的

‘根’，写作不能全然照搬西方的东西；但是也
不要盲目以为所有问题都能从传统文化中找
到答案， 当下社会的问题， 需要新的解决办
法。 ”

“作家应在浮躁的社会环境下保持心灵的
安宁和独立； 在程序化的生活中返璞归真，亲
近大自然，从平凡生活中、大自然中寻找创作
动力，保持良好的写作状态。 ”迟子建笑意盈盈
地说：“此刻徜徉洞庭之上， 徘徊云梦之间，江
豚、飞鸟亲近我们，这是人与自然最美好的共
处。 ”

雷久相

中秋节前，老弟打电话来邀我回老
家过节。 我答应了，随即采购了辣酱鸭、
月饼、水果，决定节日当天回去。

我的老家在东安县最北端的一个
小山村，距离株洲市300多公里。 为赶中
饭，我早上7点半自驾出发，潭邵、邵永
高速一路畅通， 中午11点钟就到家了。
遥想1994年我从东安调来株洲时，搬家
货车颠簸蜗行了十几个小时，将一家三
口折腾得够呛！ 如今想来，那年搬家已
恍如隔世。

在村前禾场坪停好车， 卸东西时，
弟媳说：“这么远、这么重，哥哥你难得
搬呢，现在院子门口什么都有卖。 ”我笑
道：“醴陵辣酱鸭是侄儿最爱吃的，过节
了，就带了个辣酱鸭和几个月饼。 ”弟媳
说：“城里的月饼太贵了！ 院子卖的土月
饼也蛮好吃。 ”我说：“都试一下味咯。 ”

离吃中饭还早，我便爬到大弟家小
洋楼顶看风景。 远眺田垌，中稻一片金
黄，晚稻绿意蓬勃，一派丰收景象。 近观
村中新房越来越多，越建越好，老屋新
楼交错共存，别有韵味。 水泥路、自来水
早通了，有线电视、宽带也有了，摩托车
几乎家家有，小车也不少；安装了路灯，
添置了健身设施，还建了篮球场。 这生
我养我的小山村越来越有新农村的模
样了！

我正沉醉在小村这美景之中，弟媳
喊吃饭了。 我连忙下楼，满满一大桌子
菜，荤素搭配，色香味俱全。“青菜是自
己种的， 鸡是自己喂的， 鱼是自家养
的。 ”弟媳说，“今日村里有好几户都从
自家塘里捞鱼过节呢。 ”食材好，水好，
油好，菜的味道当然就好。 饭后吃月饼
时，乡里的土月饼果然比城里的洋月饼
还受欢迎。

在镇上、城里读书的学生以及一些
打工的年轻人回来了，村里就多了些节
日气氛。 下午，在村前禾场坪，我看见一
些人正围着镇上来的快递车领包裹。 身
怀六甲的堂侄媳拿到月饼后，正和在外
打工的老公手机视频通话。 几个老叔、
老哥或蹲或站围拢在一起谈天说地。 我
走上前去一一敬烟，听他们说今年的收
成，说冬天修谱，说院子一个贫困户今
天也吃了月饼……

禾场坪是村子的活动中心，村民们
在此休闲、聊天、健身。 吃过晚饭，路灯
亮起，音乐响起，大妈、大婶们准时聚集
到禾场坪跳广场舞， 个个笑容满面，跳

得像模像样， 孩子们在队伍里穿梭嬉
闹。 广场舞散场， 小村的夜顿时复归宁
静，偶然一二声狗吠，黑暗中一片静寂，
在老家宁静的秋夜里， 我睡得格外香
甜。

乡村的早晨从四五点开始， 鸡叫、
鸭叫，各种零售车及吆喝一大早就打破
了小山村的宁静。 每天清晨村口都有喧
闹的早市，卖早点，卖水果，卖豆腐，卖肉
卖鱼，豆腐冒热气，青菜有露珠，乡亲们
每天都过着新鲜滋润的日子。

从前， 老家院子距最近的217省道
也有2公里，乡亲们要买一包盐、一袋化
肥，或者卖几只鸡鸭、一担谷子，都要步
行到6公里外的东安花桥或8公里外的
邵阳五峰铺， 往返一个来回就得大半
天。 那种遥远的距离感和出行难一直困
扰着村民。搭帮“村村通”的好政策，水泥
路修到了村里，外面的售货车也跟到了
家门口。 如今， 乡亲们去花桥或五峰铺
买东西，骑个摩托车一飙，十来分钟就
到了。 便捷的交通让时空距离变小，让
村民生活圈扩大。 大弟在花桥镇开了个
小店，弟媳白天在镇上开店，晚上回老
家院子住宿，自称每天都在“走通学”。近
几天，身为村主任的大弟有点忙，过节
了电话也接个不停，正忙于增建村道会
车点、建村垃圾站等大事。“还准备申报
县里的美丽乡村呢。 ” 大弟拿出一份申
报草案，为老家描绘出了一幅文明乡村
的美好蓝图，听得我心里痒痒的。

许多年前， 我一心想离开村子，到
城里生活。 现在，在城市里住久了，我反
而向往乡村， 想回老家过村民的生活。
大弟说：“哥退休了就回院子来住嘛。”我
连道：“好、好!”

第二天下午返程时，弟媳送我一大
堆瓜果、蔬菜，还有一盒土月饼。 上高速
前，我又绕道芦洪市买了两盒“东安鸡”。
妻子就笑我：“你送你弟洋月饼， 你弟送
你土月饼；你从株洲带鸭回来，又从东
安带鸡回去！”呵呵，是有点搞笑！好在一
路畅通，车到株洲时，那两盒现炒现卖、
真空包装的“东安鸡”还有点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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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来家国

故乡， 新鲜滋润的日子 张炜“韩花”迟子建

巡护洞庭心依恋

邹岳汉：

人生因梦想而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