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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萧三的诗名

可谓“墙内开花墙外香”。1939年，43

岁的他从苏联回国抵达延安，在此之前

他已经先后在国外生活了近16年，16

年的国外生活不仅让他习得了多门外

语，结识了很多国际共产主义友人，同

时也让他成为了一个在国际上小有名

气的诗人。在苏联生活的时期，他创作

了大量的诗歌，受到了一致好评，他的

部分诗歌曾被选入苏联的教科书，因

此，在今天的俄罗斯仍有一大批人熟知

“埃弥·萧”这个中国诗人。但是在中国

国内，很多人也许会熟知《革命烈士诗

抄》，熟知《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但对

其编著者萧三本人却并不熟悉。

按萧三自己的话说，他是1930年

正式走上文坛的，而且是被“捉住黄牛

当马骑”的一个意外事件。这当然是他

的自谦之词，但不得不承认，1930年在

苏联举行的第一次国际革命作家代表

大会对萧三来说的确是一个非同寻常

的人生机遇。因路途遥远，交通不便，

中国国内革命作家没能出席此次大会，

身处苏联的萧三便作为中国“左联”作

家的代表参会。萧三借此机会在大会

上向20多个国家的革命作家朗读了他

的诗作。会议结束后，“国际革命作家

联盟”成立，萧三负责远东部的工作，并

向其机关刊物《国际文学》组稿。由于通

信不便，国内很多优秀的作品很难寄到

萧三手中，紧急时萧三不得不拿出自己

的作品以应急，这些作品让他在国际诗

坛崭露头角，并获得了广泛的赞誉。这

个时期是萧三创作的高潮期，他借鉴当

时苏联的革命题材诗歌，汲取中国传统

诗歌技法，践行着民族化、大众化的诗歌

主张，创作出不少新诗佳作。这些创作

经验后来得到毛泽东的认同并影响了延

安时期诗歌的创作，因此萧三这一时期

的作品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被视为延安时

期诗歌的一个先声。只可惜，萧三在新

时期以来的文学史与文学研究中并不被

重视，他的诗歌究竟如何，我们将对其三

首东北抗战诗歌做简要分析如下：

《东北工农歌》

1931年，日本侵略者发动了“九·一

八”事变，随后又扶植了伪满洲国，水深

火热的东北各阶层人民在反抗日本侵

略时，谱写出无数可歌可泣的悲壮篇

章。当时身在苏联的萧三对祖国东北

的沦陷和东北人民的惨痛遭遇深表痛

心，创作了不少诗篇反映这段历史，《东

北工农歌》便是其中之一。萧三的《东

北工农歌》创作于1933年，这首诗在语

言、韵律、节奏等方面都具有中国传统

民歌的典型特征，萧三巧妙地将传统民

歌的形式赋予了新的内容，一改当时许

多新诗“矫揉造作”和“构造潦草”的风

格，以通俗朴拙的语言风格抒发着诗人

的激昂与雄豪，这首诗可以代表萧三民

歌类诗歌的最高成就。

《东北工农歌》由六小节组成，叙述

了日本侵略者侵占东三省前后的历史

事件。首节诗人用“任凭改朝又换帝”，

“我们一样交租纳税”来表达东北百姓

对于政治变动的态度。简单的两句陈

述却蕴含着多重的意义，一方面展现出

百姓对战乱的痛恨与无奈，另一方面指

出了百姓对改朝换代的麻木与冷漠，平

静的陈述为之后情绪的喷发埋下伏

笔。第二节写了军阀张作霖“弄得中国

太不安”，最终“一命归山”的可恨与可

悲，第三节欲扬先抑，简短地描述了日军

入侵东三省的经过，从第四节开始全诗

的情绪达到一次高潮，“绿的水呵/全给

血染红！/青山以外呵/多少尸骨堆成

山！”怒斥着日本侵略者在东三省的滔天

罪行。第五节是对伪满政府成立的“滑

稽戏”的讽刺，是对第四节悲情爆发的一

次平复，同时也是对第六节愤情的一次

缓冲。到第六节，全诗又一次进入了高

潮，诗人先用短句有力地痛斥日本侵略

者的罪恶，指责国民党反动派“杀工农，

围苏区”消极抗日的卖国行径，看似口号

式的呐喊在这个时候，在这样特殊的情

境中成为最有力的饱含激情的诗句，这

是对饱受国民党压迫、日本侵略者欺辱

的工农的呐喊，这也是觉醒的广大工农

对革命斗争的雄壮誓言。

形式的灵活多变是萧三诗歌的一

个主要特征。《东北工农歌》中各节长短

不一，句式各异，充分发挥了新诗形式

上的自由。起兴是中国传统民歌中一

种主要的表现手法，在这首诗中，萧三

以“青的山，绿的水”作为全诗的起兴，

但在之后的各节中又有变化，第二、三、

六节则改为“绿的水，青的山”作为起兴，

第五节则又变回“青的山，绿的水”的顺

序，为避免形式的死板，第四节索性不用

起兴，直接进行叙事抒情。诗人对起兴

句的变动并不是随意的，他传承了古典

格律诗偶句入韵原则，根据起兴句的变

化而调整了整节诗的韵脚字，从而增强

了整首诗情绪的起伏和节奏的变换，让

整首诗显得更加灵动。此外，萧三的新

诗中常会出现五、七言的句式，但这些

五、七言诗句与古体诗歌中的五、七言

有着很大的不同，萧三放弃了古体诗歌

中严格的格律规范与平仄规则，但却利

用了五、七言的节奏使得诗歌朗朗上

口，便于朗诵，也便于诗歌的广泛传播。

《满洲里的两个日本兵》

萧三在对诗歌大众化实践的历程

中，对叙事诗予以了高度重视，他曾在

1950年的《谈谈新诗》一文中对当时的

诗歌作了简要的点评，所点评的几首

“好诗”都是叙事诗，从中可以看出他对

叙事诗的偏爱。在实际创作中，萧三也

创作了很多叙事诗，这些叙事诗的篇幅

虽然并不是很长，但有较高的艺术性，

其中《满洲里的两个日本兵》就是一首

不可多得的佳作。

《满洲里的两个日本兵》叙写的是

两个远离家乡来到伪满洲国的日本兵

因怜爱一个中国小女孩而经常给她糖

果吃，但这引起小女孩祖母的误解：“好

歹毒的日本鬼子，想把我的孙女毒

死！”引来很多人“指手画脚”地骂，一个

“会说日本话的中国学生”了解了情况

后，化解了这场误会。后来其中一个日

本兵死在了战场，当另一个日本兵独自

送糖果给小女孩时，面对满心忧伤的日

本兵，有人提出疑问：“为什么你们要来

打我们？为什么你们要来占满洲？”日

本兵用两个问句以回应，“难道我们自

己愿意？”“知道我自己又能活多少日

子？”全诗以此结尾，但却留给读者无限

的回味。此诗篇幅虽不是很长但却蕴

含着作者极为复杂的思考，因此在当时

很多口号式的战斗诗中显得与众不

同。诗人在第一节中以老祖母的视角

写出了日本侵略者的凶恶与残暴，但在

之后的叙述中诗人所塑造的两个日本

兵形象超越了读者的期待视野，反而用

一些细节反映出日本兵对战争的厌

恶。诗人以此揭露出日本法西斯发动

的侵略战争对中日两国人民友谊造成

的极大伤害，同时对日本军民也造成了

极大的伤害。但被灌输了军国主义的

日本兵终没有能彻底觉醒，终没能与残

暴的法西斯政权斗争到底，以至于很多

日本兵在不自觉中对中国人民犯下了

滔天罪行。诗歌的结尾诗人对孤独落

寞的日本兵展现出的并不仅仅是悲悯，

还有对日本法西斯的愤恨与谴责。萧

三的这首诗写于1934年，当时日本还

未进行全面侵华，诗人身在苏联对国内

战争的详情了解或许并不是很充分，但

恰恰因此让诗人不至过分情绪化，而是

能够率先冷静下来思考日本侵华战争

真正的罪魁祸首。

这首叙事诗在萧三的整体诗歌创

作中也是与众不同的。在诗中，出于叙

事的需要，诗人完全抛开了诗歌的音律

与形式，显得更加自由，从而让诗歌进

行更为准确地叙事。新诗在摆脱诗歌

外在形式的严格束缚后很明显地增强

了诗人表义的自由，但是完全脱离了形

式美之后的新诗，其诗意体现则主要靠

诗歌的意境、意象等内在因素，这便增

加了新诗创作的难度。而这首叙事诗

却能充分运用诗歌的内在律，在质朴的

语言与自由的形式中恰到好处地表现

出诗人的诗情。在这里，诗人运用人物

语言将不同的情绪汇集起来，老祖母对

凶残日本兵的痛恨，对小孙女的疼爱，

小女孩的天真无邪的欢欣，日本兵的无

奈与悲伤……所有情绪之间的碰撞形

成了抒情主人公复杂的诗情，造成诗歌

“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效果。

《礼物》

《礼物》是萧三又一首较为成功的

叙事诗。此诗讲述了一个身为日本共

产党员的汽车兵因反对日本的侵华战

争，将一车军火作为“礼物”开入驻有东

北义勇军的树林，后开枪自杀的故事。

这个故事取自日本反战汽车兵伊田三

郎的事迹，反映了日本共产党对日本法

西斯军国主义侵略行径的强烈反对。此

诗作于1935年，在此之前萧三曾与日本

共产党的创始人片山潜有过交往。1933

年片山潜因病在莫斯科去世，萧三作《片

山潜的手》一诗以作悼念，从中我们可以

看出萧三对日本共产党寄予了较高的期

望，然而惨无人道的日本法西斯对日共

进行了残酷的镇压，使得日共在反法西

斯战争中没能充分地发挥作用。尽管如

此，我们依旧不能忘却那些曾经为反对

日本侵华所作出努力甚至牺牲的日本共

产党员。身处苏联的萧三以国际主义的

视野和人道主义的情怀叙写此诗，显示

出他对“全世界无产主义者联合起来”的

革命理想的坚定信仰。

此诗共四小节，第一节中诗人交代

了主人公“他是军人和纯粹的日本种”，

并没有交代日本汽车兵的日共身份，诗

人写到汽车兵将车开到转弯路口时的

奇异举动时，设置了一个悬念，紧接着

诗人用几句简略的心理描写进一步增

加了情境的紧张气氛，汽车兵为什么害

怕日本兵追来？他又在等待什么？所

有的疑问都堆积在这一节结尾的省略

号中。紧接着的第二节，诗人并没有直

接回答第一节设下的悬念，而是将视角

转向树林中的东北义勇军，他们发现了

汽车中已经自杀了的日本汽车兵，这让

第一节的悬疑进一步升级，日本汽车兵

为何要自杀？发现汽车兵尸体的战士

“马上心里明白”。他明白了什么？他

的遗嘱里又写了什么？接下来的第三

节，诗人仍然没有给出答案，而是简述

了东北义勇军为日本汽车兵举行的简

易葬礼。直到第四节，义勇军队长宣读

了日本汽车兵的遗言后，所有的疑问方

才有了答案，原来汽车兵是一位反战的

日本共产党员。诗人对日本汽车兵宁

死也不愿“再替魔鬼服务”的悲壮抉择

进行了颂扬，同时也从侧面写出了日本

侵略者的强盗本质。

这首诗的成功之处一方面在于诗

人高超的叙事手法，另一方面也在于诗

人对诗情的恰当把握。诗人巧妙的叙

事技巧让这首诗更具可读性，从而使得

这个悲壮的故事在节奏感极强的诗句

中显得更具感染力。在叙事中作者巧妙

设置悬念增强了故事情节上的跌宕，细

致的心理描写更能带动读者阅读情绪的

波动，此外蒙太奇手法的运用促成了时

空的自然转换，让故事更具立体感。但

此诗并非完全靠叙事来完成其艺术创

造，阅读全诗后我们可以发现诗歌外在

律的缺位并没有影响诗人诗情的抒发，

虽无激情昂扬的呐喊，但却有比呐喊时

更加浓郁的情感，这主要是因为诗人将

诗情与诗句进行了完美的融合，句句通

俗质朴，但句句饱含深情，这种内蕴的情

绪构成了全诗主要的内在律。

这三首反映东北抗战的诗歌堪称

是萧三的三首代表作，它们集中地体现

出诗人创作的主要特征及其诗歌主

张。民族化和大众化是萧三诗歌创作

的两个主要方向，因此他将兼具传统化

和大众化特征的民歌作为学习对象，并

在此基础上纳入新的时代内容，创作出

一批优秀的诗作。这些诗作中以叙事

诗的成就最为突出，因为叙事诗更利于

作者践行其诗歌主张，同时很多叙事诗

能够真实地反映出时代的气息，让诗歌

具有了“诗史”的厚重感。1939年，当萧

三抵达延安成为文艺工作领导者后，其

诗歌主张直接影响了延安时期诗歌风

格的形成，可以说之后的《王贵与李香

香》《漳河水》等优秀叙事诗都是对萧三

诗歌主张的成功实践。因此，说萧三创

作于20世纪30年代的叙事诗是延安时

期诗歌的一个先声并不为过。

埃弥·萧是萧三的笔名。对于上世纪的苏联人

来说，这个名字真是太过熟悉了。而在中国国内，

更加广为人知的是他的本名——萧三。这是一位

非常著名的现代诗人与翻译家，其影响力已远超

半个地球，至今依旧激荡无穷。纵观其一生的经历

与创作，既有曲折又漫长的游子经历，也有壮丽敏

锐的归国安顿时期。但萧三始终以个人之力超越

了时代的裹挟，用诗歌作为他对时代的回应、对祖

国和革命事业的热爱与折射。萧三一生作品众多，

但如果按照其创作分期的不同，也可将其分为少

年时期、苏联时期、延安时期及老年时期，希望借

此得以窥其一生辗转与文学风格。

平生少年时

萧三生于1896年，年少时期的他曾与毛泽东

同学多年。彼时的萧三与其同时代的诸多少年一

样，选择以“天下兴亡”为己任，于时代的洪流中奋

力求索着改造中国的道路。19世纪初的中国还处

在封建王朝的水深火热之中，萧三没有选择去写

作花前月下的酸腐诗句，而是在其创作初期便显

现出他鲜明的诗歌特色——直抒胸臆、酣畅淋漓。

这几块顽石/堆砌起一级、二级、三级/不知压

死了多少女人/压着她的身，压着她的心/压得她

有苦说不出/压得她做不得声/建这种节孝坊的

人/用麻石一层、二层、三层来压妇女的人/到底是

何居心/“节孝”坊/人世长留你/人类算无耻！（《节

孝坊》，1919年7月）

“通俗化”与“亲切感”始终都是萧三诗作中的

鲜明特点，可以说，这种风格在其创作的早期就已

显露无疑。以《节孝坊》为代表的早期诗作，萧三将

落脚点放置于对于封建礼制遗毒的深刻批判上，

采取直抒胸臆的排比句法，将层层情绪的累积也

演变得更加具象化，最后的呼喊“人世长留你，人

类算无耻”也顺理成章。这是符合该时期的作者年

龄与身份的。而在约1700年以前，中国的古代也

有一位类似的少年，同样处于寻找人生出路的尝

试之中。“平生少年时，轻薄好弦歌。北临太行道，

失路将如何。”（阮籍，《咏怀》其一）一个人的少年

时代可谓是其内心最最天地清明的时期，也许迷

惘，也许冲动，但彼时所呈现出的追求大抵就是其

本真性格深处对于自己天命的听从。船山说过，

“志也，所谓天地之心也。天地之心，性所自出也。”

可见这种出自“天地之心”的本真，是一个人最朴

实的品质外现。而处于1919年的萧三，轰轰烈烈

的新思潮已经涌入国内，整个民族都在觉醒，热血

轻狂的少年也决定用诗做武器、借助诗歌来战斗，

《节孝坊》便是这种少年意志的直白体现。

夜中不能寐

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为了寻找真理，萧

三非常希望自己能够真实地去到十月革命的发源

地——苏联。但机缘巧合，1920年，他先和一群勤

工俭学的留学生们来到了法国巴黎，他们组织了

“公学世界社”并常聚在一起研讨马列主义，还参

与了集会游行，以实际行动践行着一个共产党人

的责任感。在这个过程中，诗人也没有放弃对文学

创作的热爱，他常常有感而发，并将这种对于生活

的高度敏感与热爱一直保持到生命的终点。

几千几百几十斤一条的黑鱼/拼命的出海面

来狂跳/栏杆船边的搭客/没头没脑的狂叫/两个

法国的女孩子——黄头发露着膝儿/望着我们憨

憨地笑。（《过印度洋杂诗》，1920年6月）

这首《过印度洋杂诗》便是诗人在游历路上的

创作。诗作写得动感十足，先是以充满画面感的海

洋局面开篇，活力充沛的黑鱼，栏杆边喧闹的船客，

而就在这片乱世之中，两个静静微笑的法国女子，让

诗人躁动不已的心漏了一拍。动静的鲜明对比之

中，是娴静明媚的少女笑容拯救了诗人，为他奔波

中一颗疲惫至极的心带去安慰。无论理想还是抱

负，终究还是高远沉静、需要一步步的努力和奋斗

才能实现的。而在这个实现的过程当中，诗人提醒

自己不要忘记身边那些稍纵即逝的美好；也提醒

自己，为了本国人民，为了同胞们的更好生活，不要

忘记自己的政治目标。曹子建在《黄初六年令》里曾

说“修吾往业，从吾初志”，表达自身对于重新接近

理想的喜悦与安慰。而对于萧三而言，救百姓于水

火、予其现世的安稳便是自己难以忘怀的“初志”。

结束两年的留法生涯之后，萧三终于辗转来

到了自己向往已久的另一个世界——苏联。他先

是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期间

与同学谢文锦一起，翻译了广为人知的《光明赞》：

“同志们，向太阳，向自由，向着光明走！同志们黑

暗已消灭，曙光在前头。”脍炙人口的字词传达出

激昂、雄壮的战斗精神，感染了身边很多的中国同

学，很快这首歌便在国内流传开来。同一时期，萧

三还完成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影响深远的贡献：

与陈乔年一起翻译和修订了《国际歌》：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

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旧世

界打个落花流水/奴隶们起来，起来/不要说我们

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这是最后的斗

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

现/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

耐尔就一定要实现！（《国际歌》，1923年）

作为共产主义运动中最著名的一首歌，《国际

歌》的影响是意义深远的，尤其是在其被引入国内

之后，极大地鼓舞和激励着中国的无产阶级运动。

而萧三作为较早将其译介到中国的人，其所作出

的贡献更是难以估量。此后的萧三多年辗转，

1924年后曾短暂回国，但碍于时局与身体原因又

赴苏联疗养，直到1939年才重新回到延安。重要

的时期在1934年及以后，萧三出席了苏联作家的

第一次代表会议，代表鲁迅和中国左联在大会上

发言，并连任两届苏联作协党委委员。作为中国左

翼文学与国际进步文学之间的重要桥梁，萧三用

俄语写作并出版了数量可观的拥护苏维埃中国革

命和工农红军、宣传鲁迅和中国左翼文学，这对于

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争取国际力量的了解和声援，

是尤其难得的贡献。这一时期，萧三还写出众多国

际题材的诗歌，像《献给高尔基》《突击队员的微

笑》《寄史密特》和《慕斯大林》等。其中一首《梅

花》，后来还曾得到毛主席的称赞：

过年时节看梅花/折下一枝带回家/梅花插在

花瓶里/不怕冰雪再冻它/热酒一壶客满座/对梅

痛饮作诗歌/梅花心里暗满足/冷笑姊妹无幸福/

春天过后雪尽消/颗颗青梅挂树梢/回头来看花瓶

里/那枝梅花全枯了（《梅花》，1934年）

诗歌的性质鲜明，借梅花来隐喻那些短暂存

在的朋党与教派，暗指革命事业应该如后劲深厚

的植物，深深扎根、缓慢生长，静静等待春天降临。

《梅花》里面还浸润着诗人惯常的写作习性，简单

易懂，亲切感人。彼时的萧三处于千里之外的苏

联，内心依旧是对于祖国母亲的绵绵情思，在民族

危亡的多事之秋，故乡的一切都值得诗人深深牵

挂。1939年回国之前，萧三写出《暂别了，苏联》

《天山》《敬礼了，母亲、姊妹、兄弟》等诗歌，其心中

的惆怅与激动，全部化为作品留了下来。中国古人

有云：“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徘徊将何见，忧

思独伤心。”（阮籍，《咏怀》其一）。夜中不能寐，常

常是因为脑海里面某些念头太过于强盛。一如彼

时那个心系祖国革命事业的埃弥·萧，面对即将离

去的苏联和暂时滞留的妻儿，想必他的心中也曾

充满各种“夜中不能寐”的理由与念头。但万般挽

留之下，他还是义无反顾地回了祖国，回到延安，

投身到伟大的中国革命事业之中。

安得同携手

1939年后，萧三回到了延安，曾任《大众文

艺》和《新诗歌》的编辑。根据地同志们齐心协力的

战斗精神感染着诗人，其笔下作品也越来越多、越

来越感人，像《延安狂欢夜》《送毛主席飞重庆》《号

召》《反法西斯小诗》等，都作于这个时期。尤其著

名作曲家冼星海曾为他谱曲的《抗战剧团团歌》，

因其高亢的旋律、激越的节奏而在根据地上传唱

一时：

我们/我们小小年纪/都是工农子弟/不怕千

辛万苦/只为人民利益/多年优良的传统/我们永

不抛弃/把日本鬼赶出中国去/解放我们中华民族

啊/努力/努力

诗人在该作中将自身充分融入到工农子弟兵

的群体之中，借老百姓之口说出最朴实的生活理

想，无非就是将国土内的侵略者赶出去，还中华民

族之独立与崛起。新中国成立后，萧三始终奔走于

世界各地，为整个世界的和平而奔走呼号，写出了

诸如《奠边府和芭蕾舞》《不许发动原子战争》《侵

略者从埃及滚出去》等充满人道主义关怀的进步

诗篇。即使面对“文革”时的曲直颠倒、面对秦城监

狱那段被囚禁的时光，诗人也坚守过了那段难熬

的曲折经历。他还曾写过一首名为《除四害赞》的

诗：臭妖婆/老叛徒/酸文痞/狗奴才！鲁迅对此的

评价为：“这是血的蒸汽，醒过来的人的声音。”在

近10年的等待之后，诗人终于回到那种“安得同

携手，酌酒赋新诗”（谢宣城，《怀故人》）的状态，一

如他年少时。

青青陵上柏

我虽老而残/志意犹少壮/马、列、毛思想/赋

予我力量… … 生在大时代/赤心永不萎/道甚年

龄不让人/革命精神不衰退！（《我虽老而残》节选，

1963年改后）

这首诗作于诗人几近古稀之年。开篇虽是较

消沉的气息，但旋即又以高昂的热情和对党的事

业的忠贞立起勇往直前的风帆。时代不止步地向

前，对于诗人而言，变化的好似只有年岁，而理想

和志意则是年岁永远带不走的东西。因此诗人在

后部分感慨，“道甚年龄不让人，革命精神不衰

退！”雄心壮志之下，是对“廉颇老矣，尚未饭否”的

果决回应。纵观萧三这一生，在实现革命事业这方

面，他是始终报有一颗赤子般的心去追随的。因此

当年的古稀老人，才能写下这般的雄心壮志吧。

1979年，萧三被平反，迁去新家，门庭若市，一切

都仿若没有发生过。只有85岁高龄的诗人还坚持

以诗歌入世，关心着他时刻惦念着的祖国：

我老汉活到八十五/今天才亲见“初生虎”/中

华儿女立奇功/全国敲锣又打鼓/我今天不是为了

来凑热闹/只因为我老汉也觉得骄傲/中国女排名

列世界前茅/这怎能不叫中国人引以自豪……在

世界民族之林/我们已牢牢站住……欢迎你们胜

利归来/看，全国人民的热血已经沸腾/大家心里

都筑起了高台来庆功/向教练员敬礼/自古道：严

师出高徒/请允许我和你们一一握手/因为我要先

走一步。（《欢迎中国女排凯旋》，1981年茶话会）

及至暮年苍苍，埃弥·萧也始终还是那个当年

的埃弥·萧。作为经历了全部时代凝重与生命感受

的人，他的精神世界始终丰腴美丽、又谦卑。诗人气

质的汪洋恣肆之中，隐藏的是他神思的恢弘、激情

的委婉。他的一生都参与到其独特生命历程与艺术

品格的塑造之中，又在其人生即将谢幕之时，用一句

轻轻的“我要先走一步”来告别。而关于时光流逝、暮

年回首，古人早已说尽：“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

（《古诗十九首·青青陵上柏》）埃弥·萧将最终的精

进融进其一生遭遇的华丽与黑暗之中，无将与迎，

表现出的是属于一位诗人最终的气节与风骨。

风骨永存埃弥·萧
——萧三诗歌小赏 □孙艳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