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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2 月 7 日，首次亮相湖南省第五届网络原创视听节目大赛的《散文诗》
（有声版）脱颖而出，荣获网络视听专题节目类三等奖。这标志
着《散文诗》杂志由纯文学期刊向“一本可以听的杂志”的融媒体转型再次得到了读者的认可。35 岁的《散文诗》是有故事的，由“一本小拖
车拉出来的刊物”成长为诗坛的圣殿、心中的绿洲，光环与传奇一直同在。她诞生于益阳，成长于益阳，但影响力辐射全国。本期，我们聚
焦《散文诗》，与读者一同品一品诗后的那些故事。

《散文诗》杂志转型记
——

华丽蝶变 ，
耀眼诗坛

陈旭明
让我们把时针回拨到 2019 年 12 月 25 日。
这天，散文诗杂志社公众号推出了一则消息：
“今天，
《散文诗》
（音频版）完美诞生！”从此，
“融
媒体，阅无界”，读者打开喜马拉雅 APP 即可收
听每期全本杂志，也可以从杂志纸本作品的二
维码进入该作品及有声专辑收听。网络及纸本
成功实现自如切换与共享，其立体、多元与交互
性彻底改变了阅读终端格局。
又是一年春色新。提质改版、转型升级后的
《散文诗》装帧精美大气、版式新颖独特、内容拓
展丰富。其成功改版，得到了读者的广泛关注和
盛赞：
“ 改版改得好，这才是我心目中一本刊物
理想的样子！”

“小地方干出大事业”

那个夏日深夜，卜寸丹流泪了。
她刚读完一封信。写信人是当代散文诗泰
斗、
“中国散文诗终身艺术成就奖”
获得者耿林莽
先生，在信中，年过九旬的耿老写道：
“我觉得刊
物办得很好，
很大气，
总体质量是高的，
推出了不
少新人和面貌一新的佳作，
这既反映了当代散文
诗可喜的进步，
也体现了刊物编者们的眼光和水
平。
”
老人对刊物、
后辈殷殷关爱之情跃然纸上。

守正创新，开拓荒地便是星辰大海。
《散文
诗》作为弘扬先进文化的前沿，一直坚守诗人是
时代的书写者，紧贴时代脉搏，导向明确，心中
有责任，双肩敢担当。
2 月 17 日，杂志社在官方微信公众平台推
出“‘抗击疫情，有我在场’散文诗征稿启事”；一
周内从数千来稿中审定 65 个作品，连夜对接主
播、连夜录制，完成全部音频制作，以“诗歌的力
量·
《散文诗》抗疫特辑”为总题，从 2 月 26 日起
至 4 月 7 日，在本社官方微信与喜马拉雅《散文
诗》专辑同步郑重推播，好评如潮。一些作者、听
众纷纷表示无论在路上，在枕边，都会听听《散
文诗》，享受视听盛宴！10 月初，
《散文诗》有声
版收听量突破十万大关。
加强互动，扩大影响，杂志社开展了“我与
《散文诗》”
“读书月系列读书”
“编辑课堂”
“我是
期刊领读者”等活动。诗教即美育，由主编带队，
与年轻编辑走进校园，开展讲座，把诗歌的种子
撒向稚嫩的心田。从小巧精致到高端大气，打开
一本杂志，赢得万众瞩目。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2020 年，在由中共中
央宣传部、北京市人民政府主办，中国图书进出
口（集团）总公司承办的第 27 届北京国际图书
博览会上，
《散文诗》入选 BlBF“2020 中国精品
期刊展”。10 月 15 日，获得了“我是期刊领读者”
期刊阅读推广大使荣誉证书。

卜寸丹
我对纸本媒体抑或传统文学期刊
充满迷恋、期待与信心。
做杂志，我们是把它作为一个文
化产品来做的，是把它作为一个产业
集团来做的，是把它作为一种理想的
生活方式来享受与建设的。
2020 年，第一本有声诗歌杂志完
美诞生，
《散文诗》杂志获得了全新媒
介身份，开启了传播共同体与多元构
建的端口，不断拓展与定义全新文化
视野、文学语境与阅读价值，重组媒介
联动新秩序。
“这才是一本期刊理想中
的样子”——由衷地感谢我们的读者
与诗友如此嘉许改版后的新刊。因为，
“做一本读者理想中的杂志”，正是我
和我的团队所追求的。
是的，捧读每一期《散文诗》都如
捧读一枚饱满圣洁的浆果，文字声色，
纸香触感，入眼入耳入心而来，其高
贵、典雅、现代、风尚为每一位诗爱者
所深深沉醉。尤其在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的人民战争中，每期《散文诗》的有

声专辑在喜马拉雅、微信公众号等多
个平台及时免费开放，给万千读者带
去心灵的慰安与希望，体现了期刊的
道义与担当，彰显了文学的温暖 、在
场、尊严与价值。
2021 年，我们的关键词是“communion”( 共 融)。打 破 边 界 ，万 物 相
连，融合共生，一切静默之美在诗学
进化与技术革命中隐秘流转，圆满相
和；丰富的场景与体验，巨大的想象
力与创造力，人人参与，交互链接，从
来没有任何一个时代能像今天一样，
现实与虚拟、传统与未来能如此达成
高度的共识、共创、共利、共融，纸本
的精细化与媒介的人格化，将催生更
多新的不可思议的商业及文化形态，
也必将诞生更富于未来品质与先锋
理念的精神文化产品。为此，我们将
坚定不移地以传统品牌的优势，继续
打造独具新的公信力的媒介及媒介
产品。
而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终极目
标当然仍是为了能毫无保留地去发掘
与支持一切有品质的写作，并善于发

周庆荣
作为多年的散文诗作者，长期以来，我只看重
自己通过写作把我对我之外一切的态度表达出来
就好。但是，当同样的劳动必须一直承受所谓的文
体优劣论，并且又有切肤之痛时，那些散文诗写作
的坚持者、热爱者，难免会心有不平。
这样的不平，我第一次亲身感受的就是从邹
岳汉老师开始的。

《散文诗》三任主编的印象小记
——

“有情怀、
有品位、
有风范的文学
期刊精英”

守正创新，
开拓荒地便是星辰大海

我们终将在奋斗中遇见彼此

寸草能报三春晖

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益阳，
坐落湘北，这座被中国诗歌学会授予“诗歌之
乡”的小城，资江迂回跌宕，日夜江声下洞庭，千
年文脉源远流长，赓续有承。如此热土，仿佛它
的每一粒泥土都蕴藏诗的种子，每一缕波光都
富含歌的基因，全国第一家《散文诗》刊物在这
里应运而生，这不仅仅是缪斯的青睐，更是在这
个地域文化熏陶下的诗歌有志之士的贡献，成
为了“专以开风气”的湖湘精神的最佳注脚。
1985 年底，经过近一年的筹备，
《散文诗》
试刊号俨然带露春笋，破土而出，在当时遍地流
行的通俗文学、地摊读物中，尽管稍显“冷门”，
但以纯正的风格、高雅的品质，呈现出一本诗歌
刊物应有的独立之姿，卓尔不群，影响深远。
说起《散文诗》，有人说她是“一本小拖车拉
出来的刊物”，这个小故事至今仍广传不衰，其
主人公，就是前两任主编：邹岳汉，冯明德。1988
年，为了开辟外埠发行渠道，两人毅然开始了一
场
“说走就走”
的远行。
他俩用一辆行李小拖车装
着一千多册杂志，走遍三湘四水，逐一向当地邮
局报刊零售公司和火车站销书点联系寄销。
后来
还利用出差，小拖车陪伴他俩，辗转北京、保定、
石家庄送货上门。就这样，这本刊物占据了有限
的摊位，走进了读者心，更有人感慨：
“《散文诗》
被一辆小拖车拉进了中国当代文学史。”
是呀，精诚所至，金石为开，1992 年 5 月，国
家新闻出版署批准《散文诗》公开发行，其时单
期发行量最高达 7 万册，居当时全国诗刊前列。
消息传来，邹岳汉泪洒会场，几近哽咽。
梳理《散文诗》发展史，如果说邹岳汉走精
品化、大人化、礼品化的发展方略，展现了《散文
诗》的风骨，那么，冯明德在已有基础上推出的
一系列新举措，更是奠定了《散文诗》在当代诗
刊的地位。
2001 年，冯明德走马上任，首创一年一度
的“全国散文诗笔会”，影响至今。2004 年增加
《散文诗·校园文学》下半月版（后改版成《散文
诗·青年版》），扩大了刊物容量，发展了作者队
伍；2010 年设立“中国·散文诗大奖”，成为全国
散文诗最具影响力的奖项。在冯明德主编的努
力下，
《散文诗》相继获得“第二届国家期刊奖百
种重点期刊”
“第三届国家期刊奖提名奖”
“首届
湖南出版政府奖”等多项荣誉称号。

这个夜晚，因了散文诗，而美丽如斯。
综艺节目《乘风破浪的姐姐》屡创收视新
高，与荧屏上的女明星相比，作为诗人，作为编
者，作为新掌门人，正如在宁夏石嘴山召开的
“第 19 届全国散文诗笔会”上，卜寸丹《以舍我
其谁的担当，重建散文诗生态场域》的工作报
告，尽显了雄心和创见。而她的舞台，在诗坛，在
期刊界。
前贤曾言“六经责我开生面”，何尝不是丹
心最美唯精神。其实，对于刊物的走向、姿态，卜
寸丹早已在胸中勾画出了她的“理想的样子”。
2019 年 7 月 17 日，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 70 周年，
《散文诗》发布“壮丽 70 年，奋斗
新时代”主题征稿函，并精心遴选来稿，在 10 月
上半月版推出专栏，入选“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 70 周年精品期刊展”。
2019 年 7 月 28-30 日，22 位年轻嘉宾与 10
多位诗人、艺术家相聚益阳，烈日炎炎，紫荆花
开，围绕主题“艺术生活的当下语境及突围”，艺
术的光华在新老艺术家们的畅谈、交流中迸射
出激情之异彩。这是《散文诗》Baudelaire 青年
艺术家会客厅线下系列活动的开篇，是对于传
统文学刊物的创新举措。
2019 年 9 月 28 日，杂志社与上海证大喜马
拉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
同开发完成《散文诗》音频开发，一本可视听、可
交流，完全改变阅读方式与格局的融媒体新杂
志社将完美诞生。
今年 4 月 29 日，杂志社举行了“那些光辉
岁月里的诗章——向建国 70 周年献礼”首届全
国《散文诗》作品音视频再创作征集大赛，音视
频表现的均系刊物所发的作品，这不仅仅只是
一次回眸，更是诗歌的再度创作。这是《散文诗》
以“小众化诗歌，大众化推广”为原则与初心的
充分体现。
2020 年，
《散文诗》全新改版，
立足
“权威、
融
合、
探索”
的办刊宗旨，
从开本、
纸张、栏目设置及
整体设计上进行了全面升级改造，全本做成音
视频，
每个作品扫码即听，
使阅读更立体，
更先进
与科学，
“一本可以听的杂志”甫一面世，惊艳四
方。不仅如此，随刊赠送的小型张读本每期刊发
一位诗人的新作，
是杂志，
更像微型诗集，
圆了一
些青年诗人的出书梦，广受好评。年初，152 位诗
人相继发来寄语，诚挚祝福“新生儿”。

美 、青 春 、抒 情 和 思 想 性 ，是 他
对散文诗美学的实践
那是 2007 年的夏天，中国作家协会召开纪念
新诗九十周年大会，来北京参加会议的散文诗人
有海梦、邹岳汉、许琪、王幅明、宓月等，会议结束
后他们一起来我办公室相聚。我和灵焚的第一次
见面也是那个时候。
从这些散文诗园地辛勤耕耘者的谈话中，我
大概可以回忆起 13 年前散文诗写作者所面临的
处境。主流媒体和专业刊物似乎并没有真正接纳
散文诗作为中国新诗的有机构成，历届鲁迅文学
奖的诗歌作品参评一概把散文诗排除在外。后来，
当灵焚提起他在上世纪 80 年代末写过一篇文章，
谈到散文诗要寻求自身突围时，我有了震动。应该
说，那次所有的聚会者皆是几十年散文诗写作实
践的参与者和推动者。其中，以《散文诗》创刊主编
邹岳汉最具有代表性。
因为邹老师的女儿在北京工作，他每次来北
京时我们都会一起聚聚。他虽然退休多年，但是每
提及当初《散文诗》创刊时的诸多情形，就会抑制
不住内心的激动。美、青春、抒情和思想性，一直是
他作为主编时所坚持的办刊方向，也是他对散文
诗美学的具体实践。他用湘音说着散文诗这一文
体存在的重要性，也把多年来散文诗在诗歌范域
认知上的尴尬娓娓道来。有一次，灵焚、亚楠、我和
邹老师偶然相聚，我把自己对散文诗的态度初步
表达出来：不去过度介意外界暂时的不认同，散文
诗写作者只能进一步加强自省，除了传统的美、灵

梦想在美丽的文字里开花
名家寄语
一个城市叫益阳，一个刊物叫《散文诗》，城市
不大，刊物不厚，却天下闻名。
几位主编都是我的朋
友，他们都是敬业的园丁：浇水，培土，几十年如一
日，是令人敬重的护花使者。向《散文诗》和她的辛
勤园丁致敬！祝中国的散文诗繁荣发展！
——谢冕（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院长）
《散文诗》别开生面，敢为人先，大力改版，可
读，可视，可听，是音诗画合体的变形金刚，是诗与
散文撞击出的超声波。祝福《散文诗》新探索，新境
界，越办越好，走向世界！
——王跃文（湖南省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家
协会主席团委员）
散文诗让天下的作者心都不散。小刊物抒发
出读者的大情怀！
——梁尔源（湖南省诗歌学会会长）
《散文诗》，
一颗晶莹的盐粒营养着我诗的生命！
——谢克强（当代诗人）

动和抒情外，我们要更加注重散文诗对本质的揭
示，在场、对现实生活的能动、思想性建设等，这些
应该成为我们今后需要注意的散文诗写作意义的
要素构成。此外，不必因为散文诗文体独立地位争
议的历史惯性而继续心存阴影，我们可否明确散
文诗的根部属性是诗，要有“大诗歌”的意识。邹老
师听后非常赞同，他也因而成为日后“我们”散文
诗群美学态度的坚定支持者，并在他主编的“年度
散文诗选”里始终单辟出一个专辑，选发“我们”推
荐的作品。
邹老师对散文诗的另一个贡献是，他这些年
来和王幅明先生分别用不同的方式为散文诗建立
年度档案，将散文诗年度重要文本及评论、散文诗
各地的笔会和其他的活动，都逐一记录下来，以资
未来散文诗历史“回眸”之用。

他豪迈，他喝酒，他抒情，但决不
丢弃诗人的尊严
邹老师从《散文诗》主编岗位退休后，接替他
的是冯明德兄。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灵焚主持的
一个晚宴上，他生有异相，一口湖南话更加能够凸
显辣椒那样的激情。他酒量奇大，与朋友们在一起
又极易燃烧，所以我们谈论诗歌时仿佛身临沙场。
不是敌我对抗的那种，而是战友式的互动。
那次聚会我们议定每年举办一次以中青年散
文诗人为对象的散文诗大奖，与每年的散文诗笔
会同时进行。我们因此每年至少会聚会几次。有一
次，他酒后感叹：办刊不易。我没有过多地去询问
细节，相信每一个从事文学的人都感同身受。物
质丰富的过程，总有一些内容会被暂时忽视。我
同意他的坚持：为了把刊物办好，可以求人，但不
能丢弃诗人的尊严。所以，他就豪迈，他就喝酒，
他就抒情。他用这些方法去设立散文诗创作基地
并确定每年活动的地点。我感到歉疚的是，自己
曾经看不惯他的江湖作风，认为他潜心读书做得
不够。现在看来，他的江湖气只是表面上的。如同
他笔下的水墨蚂蚁，他的散文诗也是粗中有细，一
个有才气的人，即使醉眼蒙眬，也能对书写目标进
行别样的观察。

她外表安静，感情内敛，腹藏智慧

读者心语
祝贺，文学的创新传播。
——读者陈洪留言
《散文诗》作为国内顶尖有散文诗品牌
刊物，她的仁慈、包容与良善是中华民族优
秀传统文化的再版。
——读者彭流萍留言
诗的意境通过音视频的再创作，画面感
强、美、鲜、悦，融合为多种元素的一次美的
享受！
——读者青海湖北岸留言
好激动，要哭了，高中时候就读的书刊，
多年后，我竟然有缘上刊。感恩！
——读者冬天懂得鱼留言
早就订着《散文诗》，
梦想在美丽的文字里
开花。
——读者张春生跑男留言

现与培养这样的作家与诗人，使他们
的写作更具价值与情怀。对于写作者，
对于语言，散文诗及散文诗式的审美
无疑是艺术之神献给他们的礼物。
我们坚信，我们所认知的一切新
的媒体，首先应是理念上的，而不是技
术上的。一切媒介都将服务于思想。而
我，信仰思想的力量。
未来的《散文诗》与散文诗杂志社
应是一个什么样子？
我想，它应是一个盛载理想的场
所，成为青年人创新的平台、分享的平
台；它是动态的，与未来胶着的；它不
仅仅是一本期刊，它更是一个承担更
多文化及生活功能的综合立体的发光
体；它本身既是新媒介的孵化器，也是
理想生活方式的倡导者，是极具良知、
正义的社会公器；它推崇文学的意义
与价值，捍卫诗歌的典雅、难度、审美
与尊贵，是文学进步的原动力。
亲爱的朋友们，新的时光永远令
人期待，新的时代亦将永不被辜负！相
信我们终将在诗歌中遇见自己，在奋
斗中遇见彼此！

《散文诗》Baudelaire 青年艺术家会客厅线下首期活动·湖南青年艺术家沙龙。

《散文诗》的第三任主编是卜寸丹。她外表安
静，感情内敛，腹藏智慧。
与她的两位前任主编相比，
她首先更是一位诗
人。大概因为年轻，她的文字里明显带有更多的西
方经验。
现代性的隐喻手法令她的散文诗文本具有
一般女性所缺少的思想的重量。见面时，她每每认
真地称我为哥哥，我也觉得这个妹妹格外亲切，既
有诗人的沉郁，又有真诚待人的真实。许多人会觉
得她挺像个弱弱的女子，我倒觉得她内心倔强，是
属于那种咬定青山不放松的人。
果然，她当主编的第一个做法就是把原来小
开本的《散文诗》扩容，而且，导入融媒体的手段，
使每篇作品可读也可听。视觉和听觉的加入，使散
文诗的魅力更加突出。她的魄力足以证明她内心
深处的隐忍与坚毅，事实上，似乎也只有内心坚定
的人才能让散文诗事业走得更远。
一本从地市级城市出发的刊物，几十年来，陪
伴着众多读者、写作者一起领略文字的美好，一起
拥抱生命的希望，一起对生活进行思考，甚至也可
以在无数个夜晚一起叹息，这样的刊物能够让人
在精神上告别小草的匍匐，长出向日葵的光芒。
我会记住上面的三张朴素的面孔，他们以寸
草之心，去报散文诗天地的三春之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