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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实

跟谭谈很久没有见过面了，很久没有说过话了，很久
了，多少年了，30多年了吧，虽然住在同一个城市。

好像也曾见过三次，就我此刻的印象而言：一次是他
在开车，停在十字路口叫我，那是无法说话的，只能招了一
下手。 第二次是在一个晚上，我正遛着我的大狗，他打住脚
喊我一声，但我们也无法说话，因为狗正拽着我走。 三是在
一次画展上，人太多，无法说，我也只是去看一下，看完也
就飞快走了。而以前，也就是30多年的以前，我们是经常说
话的。 那是在文艺部，湖南日报文艺部，后来改成了文化新
闻部。那时，我正奔向而立，他也大约近不惑吧。后来，他就
调走了，大概是1984年，调到省作协去当专业作家了。那时
的谭谈什么样呢？ 前不久，我翻旧书，发现了他的一封信，
1985年写的。 重读他的这封信，我的眼前也重现出我们曾
经的那些日子。 下面就是他的信：

周实：
下来改长篇，没有带书，“饿”得慌。 昨天晚饭后跑到书

店去，想买本书来看。 没想到书店关门了，于是来到邮局的
报刊零售处来买杂志。 无意中看到有新到的 《文化生活》
报，顺手买了一张。 上床睡觉时，躺在床上，把这张报纸一
字不漏地看完了。 这恐怕是我近几年来，看得最“彻底”的
一张报纸。 现在，将一些看法，感受，如实写来，和你交换一
下看法。

我首先看叶蔚林的自传。 文笔深沉，且注意写了人物，
把一个祖父写活了。 那篇艺林飞鸿，提出了新观念，发人深
省。 《虾》大概是出自阁下的手笔吧？ 不敢恭维。 这是摄取
日常生活中一个平淡无奇的镜头。 给人的印象，似乎也平
淡无奇。 是不是我没看懂？ 如果能够让读者从中得到一点
什么就好了。 因是老朋友，话说得不太“婉转”呵！

《我不是草包》印象好。 好像那位32岁的车间主任，就
坐在我的面前， 随和地和我拉着心里话。 《蒋大为的男子
气》，题目引人，但读完以后，没有看到蒋的多少男子气，颇
觉失望。 《她们向往深圳》，说出了三位女性在今天的追求。
这是从新生活中来的。写得也还活。杨泽皇的《不惑之年逛
大街》写了他的业余生活的一个侧面，可谓是凡人小事，但
不乏味。 最使我叫好的，要算这篇《无记名投票》，它把一个
真实的、妙不可言的心灵捧到了我的面前。 生活中真不乏
这样的《无记名投票》呵！

也许是和我的爱好有关， 第四版我是留在最后看的。
三篇文章中，首篇要好一些。 可见“英雄所见略同”，或者是
我们“气味相投”？ 《郁钧剑印象》，话虽然“土”些，但，作为
一个湖南人看来，颇有一种亲切、清新之感。

今天动笔改长篇之前，把这些读报感受先写给你。
长篇改完一半了，还有三四天就可以搞完。 叶梦原说

准备来写报告文学，不知还来不来？
敬礼！

谭谈
3.5.

安化招待所

这期的《文化生活》一共发了14篇文章，他提到的这9
篇不是我写的就是我组稿编发的。 竟然这样巧！ 真的奇怪
了！ 除了采访记《我不是草包》我用的是本名外，另外两篇
我写的，也就是他不敢恭维的和最使他叫好的，我用的是
两个笔名（那个时候为了补白我准备了十多个笔名）。 其他
我组稿编发的并没有署我的名字。 报纸的编辑那时发稿是
不署自己的名字的。

那篇《虾》到底怎么样呢？ 是不是像谭谈说的“似乎也
平淡无奇”呢？ 我这里也录入一下，再听一听读者的意见：

虾
礼拜六早晨，妻子买了二两活虾。 中午下班做饭时，她

特意拣出12只养在那个一直派不上用场的大白饭盆里，说
是留给宝宝玩，让宝宝和大自然亲近亲近。

宝宝当然十分新奇，眼睛瞪得溜圆溜圆，还翘起小胖
指头点来点去。 他点得最多的是那只大黑虾，黑黝黝的，俨
然是个将军。 其余的都很小，肚子透明，背呈褐色。

傍晚，我和妻子照例带着宝宝去外婆家度周末。 待到
晚上回家，妻子抱着宝宝数虾虾时，那只大黑虾却僵卧在
盆底了。 “盆太小了，水太少了。 ”妻子惋惜地捞出大黑虾的
尸体，丢到了簸箕里。 然后，又教宝宝数起虾来。

“一 、二 、三 、四……”妻子突然哑了声 ，马上又惊呼 ，
“有两只跳出来了，死了，有一只已经变红了。 ”我走拢去。

那只变红了的，离盆不太远，大约
半尺多。另一只离盆就远多了，大
约有两尺左右吧。

“它俩太不安分了。 ”我感叹道。
“它俩的生命力太强了。 ”妻子也不无感慨。
它俩的尸体旁， 其余九只虾仍旧活泼泼地弹来弹去，

互相嬉戏，在那个雪白的大饭盆里，像一幅齐白石的画。
《无记名投票》又如何呢？

无记名投票
画圈，投票。
两行名字像楼梯台阶似的排列下来。
画不画呢？ 这三个人？ 很明显是自己的“劲敌”！ 画一

个圈，他们就多一票，记功，评奖，加工资……无数的念头
像12月的穿堂风从胸前掠过，冷飕飕的，使人全身骤起鸡
皮疙瘩。

不画吧，良心上过不去。 按照标准，他们都可以记功，
应该评奖，必须加工资。 可是，画吧，名额有限，结果便很难
设想了。 有时候往往一票之差，自己就……按标准自己也
评得上呀。

或者，干脆横下一条心，自己投上自己一票，反正不记
名，谁知道？

然而……毕竟……
也许这一票还是一个最不负责任的人投的呢，也许这

一票还是一个最自私的人投的呢？
天晓得！

这两篇文字都很短，一篇四百字，一篇不到三百字，都
是补白的文字。

【中吕·满庭芳】

憨老头
听十九大报告

萧博文

天刚破晓， 候听报告， 电视盯瞄。 唤声老
伴茶儿泡， 且解心焦。 有时候哈哈大笑， 长时
间拍手伸腰。 真个是心魂醉了， 喜乐挂眉梢。

【中吕·喜春来】

九十老爸看直播
杨小兵

近平台上滔滔讲， 老父机前喜泪汪， 晚年
幸福保安康。 心里想， 书记应他当。

【正宫·塞鸿秋】

十月颂
刘建平

金秋十月清风送， 神州万里青云动。 人民
共筑中华梦 ， 城乡劲舞钗头凤 。 扶贫号角吹 ，
致富琴弦弄， 田间地里真情奉。

【仙吕·游四门】

党是领航舟
何放吟

中华有梦醉无休， 好景在神州。 今逢盛会
华章奏， 欲上更高楼。 牛！ 党是领航舟。

【正宫·醉太平】

贺十九大胜利召开
蒙海涛

京畿沸扬 ， 禹甸流觞 ， 三千国士聚中央 ，
计谋共商。 蓝图绘就群芳放， 目标既定雄心壮，
英才理政暖风彰， 寰球敬仰。

【双调 新时令】

牢记靠了谁
朱小武

美滋滋， 门前坐飞机， 咱老太， 思潮把云
追。 上北京瞧： 红墙焕彩旗， 万里关山， 长城
更虎威。 乡村喜事菲， 金黄稻子鸭鱼嘻， 青山
绿水依， 旧风陋习移。 越是殷实， 人心越要齐。
紧握朝夕， 牢记靠了谁。

罗鹿鸣

铺开翠竹， 铺开漫山遍野的绿
翡翠玉的光芒， 从北京城里长出
绿向雀跃的大地， 绿向深情的天空
蓝天欢欣， 白云也大受鼓舞
以温柔的姿势光顾田园与楼舍
阳光蹲下来， 雨水也蹲下来
在茂林修竹里， 实现大度与宽容
此时的土地， 自觉地放牧着绿

不仅仅是花草、 树林、 竹海
还有耒水、 湘江、 洞庭湖的碧波
还有长江、 东海、 太平洋的合奏
未来的走向： 清澈、 清晰、 清明
从今往后， 万物沐浴的光芒
是一视同仁的， 阳光公平地照耀
正义的剑锋指向所有的歪门邪道

春夏秋冬， 天地是风清气正的
一杆杆竹子是正直的
一棵棵树木是自由生长的
青山绿水， 从蔡侯纸上走下来
在人间静坐， 充满炊烟的味道
而在四大洋的彼岸， 炎黄子孙
在日出东方里， 徜徉， 安居

敬畏雪山
瑞昇

西藏归来，在飞机上凭窗眺望，云海之中突然出现一大片
巍峨的雪山，高山耸峙、峰峦起伏、千山叠嶂、雄伟壮观。

看到这气势磅礴的景象，我不由得生出一种敬畏感，不仅
是敬畏雪山的巍峨和洁白，还有敬畏自然，敬畏历史，以及由雪
山延伸出的哲学———高度决定视野，角度决定态度，压力决定
成就，能力决定地位，时间决定一切。

高度决定视野。 站在山坡上就比站在平地上看得远；站在
高山就比站在小山上看得远；站在翱翔在蓝天上的飞机中就比
站在高山上看得远。 从山脚下，你看上面的山是白茫茫一片，从
飞机上，我看下面的山的全貌甚至群山的脉络一清二白。 推此
及彼，山有山的海拔高度，人生有人生的境界高度。 视野的宽阔
与否决定着对世界的认知程度，影响着个人的胸怀与志向。 高
度决定视野，视野决定境界。 人有了高度，才能高瞻远瞩，才能
胸有成竹，才能当时不迷、过往不恋、未来不迎，不会因暂时的
逆境和挫折面对未来丧失信心，能以一种居高临下的胆识应对
一切困难和挑战，储备势能，蓄势待发，时机一到便势如破竹突
破瓶颈阻碍。

角度决定态度。站在山脚下看，雪山如此巍峨高大。站在飞
机上看，雪山也不过是一片隆起的山丘。 站在银河看，地球不过
是一粒小弹珠。站在宇宙看，银河系也不过是恒河一沙。越宏大
的视角， 越能感受人的渺小和一时得失的浅薄。 这是“大”和

“高”的角度，还有“有”和“无”的角度。关注山还要看到谷。谷是
山和山之间的空间，是肉眼不太重视的区域，却真实存在。 溪谷
以其卑下成就了山的崇高，山则以巍峨成就了谷的深邃。 看到
山就要想到谷，这就是“无中生有”的视角吧。 自然规律和社会
规律包括个人成长规律，里面有看得见的力量，还有看不见的
力量。 人的格局和所处平台的大小决定了人的心量。 应当不断
提升自我思维格局，从平面的、片面的、静态的思维模式，逐渐
转移到立体的、系统的、动态的思维模式，才能看到别人看不见
的信息、提前预判事态的发展。

压力决定成就。高山是自然的杰作。一座雪山，是千万年来
不同力量相互碰撞、对抗的结果。 拔山超海的自然力量，不同的
压力形成了不同的结果。 顶住了压力，就可能成为高山；顶不住
压力，被压力碾碎挤压，就可能演变成为峡谷。 成就人生中的高
山、盆地还是峡谷，就看你能承受的压力。

能力决定地位。 飞机继续飞行，看着绵延的雪山，渐渐有点
审美疲劳。 金色的阳光突然照射在一座高耸的雪山上。
它的身姿高峻、巍峨、突兀、耸峙，是高山中的高山、巨人
中的巨人，是群山之巅。亿万年前的这座雪山，必定承受
了比其他雪山更大的压力， 才能在众峰中如此卓越、伟
岸，令人感到一种刚正不阿、力争上游的质朴的美。每个
人都是一座山，世界上最难超越的其实是自己，即便向
上走一小步，也有新高度。 特别是在人人皆优秀的“丛
林”里，只有提升了个人的素质能力、攀登了一座座事业
的高峰，才能有不一样的事业平台和地位，实现“登高而
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
者彰”。

时间决定一切。 地壳的缩短和褶皱、地槽沉积物的
抬升，流水侵蚀，塑造出巍峨壮丽的山峰。每一座山峰的
矗立，不知道需要多少时间。沧海变桑田、“高岸成谷，深
谷为陵”又不知道多少年。“日月既往，不可复追。 ”世界
上最快而又最慢、最长而又最短、最平凡而又最珍贵、最
易被忽视而又最令人后悔的，就是时间。无限的过去，都
以现在为归宿；无限的未来，都以现在为起点。不为已消
尽之年华叹息，正视匆匆溜走的时光，保持正念，做好当
下每件事，才是正道。

许百经

走过沟沟坎坎
走过万水千山
来到这小路
来到这小院
就可以歇歇脚
就有茶、 有水、 有饭

狗摇着尾巴欢迎
尽管未曾带给一块骨头
鸡哼着小曲欢迎
虽然终将成为盘中餐
发乎本性的行为
源自内心的欢颜

老支书的家
是联村干部的家

根据地、 广播站、 信息源
老支书的家
是全体村民的家
投诉点、 发泄处、 联络店

老支书
广袤大地的基石
无垠苍穹的支点
背负着万千重担
也背负着不白的骂名
默默地守望河流山川
亘古不变

田土记得你
溪水暗自感叹
老支书
默默地躺在山间
山花悄然开放
阳光洒满你身边

谭谈的一封信

沐浴
未来的光芒

汉诗新韵

秋日感怀

梦圆2020征文

韩梅

清秋的潇湘，聆听一场场秋雨与时光同
步的淅淅沥沥。 殷殷切切的秋雨洗涤尘埃，
浩荡着三湘的江湖水域。 天放晴后，长空万
里澄澈，风轻云淡；三湘水面浩阔，波光粼
粼；大地万象清新，秋景静美。

追随秋雨阵阵的步伐，看时光渐渐的流
转，季节轮回中大地亦不断的变幻着，那些
属于秋天的重要角色便次第竞相繁盛。

初秋时节，徜徉于清秋的庭院，空气中
氲氤着舒柔的桂花馨香。 清逸高洁的桂花
树，仿若来自仙境，满心满眼倾洒着幽幽雅
韵的香芬，滋养身心，清新魂魄，带给人们幸
福祥瑞的秋讯。

驱车郊外， 成片的稻田泛着成熟的金
黄，饱满的柑橘挂在枝头，遍野、满园馨香温
润，洋溢着丰收的喜悦祥和。 村子里，粉墙黛
瓦散落，小桥流水人家，炊烟袅袅升起，一派
恬静安然。 村边的小山岗依然青色，不时可
听见小鸟儿的欢叫声。 农家池塘里水清见
底，鱼儿在水中悠闲地游荡着。 此时，你若置
身农家院落，便可尽情放松，体验一场场你
言我语的农家乐趣、令人垂涎的农家鲜美食

物。
路边的梧桐树下纷落的叶子,�提醒人们

季节的变更，会带来一丝萧瑟的意念。 然而，
清秋的湖畔，却有一树树芙蓉花朵儿在微风
中，随绿叶婆娑，摇曳着婀娜的芳姿，挥洒着
风情万种。

最喜，深秋时节，那一丛丛瑰丽多姿的
秋菊傲霜盛放，散发着馥郁的清芬。 那盛开
的菊花朵朵，倚着素枝旖旎莞尔，秀雅的花
瓣殷殷含情，静守一份清悠洒脱。 此情此景，
胜似春光，诡谲的美丽无与伦比。 艳阳高照
的深秋日，爱看那爱晚亭旁，满山岳麓的枫
叶历经岁月的风霜，以火热的激情燃烧出耀
眼的枫红。

如果可以， 我愿用神明赐予我的画笔，
绘制那一幕幕大自然馈赠的秋日绮丽景观。

追随清秋稳稳的脚步，看时光渐渐的流
转，细细品味季节变幻的曼妙神采、灵性深
远。 我愿以一份感恩的心情，静静体会大地
的丰盛庄重与从容安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