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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迎十九大，诗歌文化活动多

立体的祖国

诗观

日前，中国新诗百年叙事方法论坛
在湘召开，对叙事诗的重要性和写作方
法等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在西方，叙事诗是诗歌的重要传统，
最富盛名的《神曲》《荷马史诗》《失乐园》
等均是叙事诗。中国是一个有着强大的
象征和抒情的国度，叙事诗的诗写手段
无论是在古诗还是现代诗初期，与抒情
诗相比都要少得多。然当下，生活现场、
原生态的叙事，已成了诗歌的重要方法。

中国人更喜欢抒情诗

众所周知，中国的叙事诗与抒情诗
相比一直都不受注目。中国并不是没有
叙事诗，《诗经》中的《卫风.氓》是其中之
一。这首诗虽以抒情为主，所叙的故事
也还不够完整细致，但它已将女主人公
的遭遇、命运，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出来。

由此可见，从《诗经》开始，叙事方法
就被运用，在中唐时期，叙事诗也一度繁
荣起来。然而，经过两千余年的积淀，人
们耳熟能详的叙事诗也仅《木兰诗》《孔
雀东南飞》《长歌行》《长恨歌》《连昌宫

词》等寥寥数篇。这些作品无论是体量
还是产生的影响，都远不及《神曲》《荷马
史诗》《失乐园》等西方经典叙事诗。

反观中国的抒情诗，那可真是灿若星
河，名家名篇辈出，可谓数不胜数。单从
传播和接受的角度来说，中国人也更愿
意去阅读与传唱那些抒情诗作。

其实，归根结底，这与中国文化本身
的特质不无关系。中国文化向来重重意
会不重言传。影响延至包括绘画、音乐、
建筑等方方面面。文学上，“不求甚解”

“意尽而已矣”；绘画上求“意”不求“像”，
强调留白的重要性……

然随着新诗的萌发和兴起，叙事在诗
中的应用逐渐广泛起来。

叙事诗歌正大量涌现

中国新诗的第一人胡适提倡“话怎么
说，诗就怎么写”，第三代诗歌干脆进行
零度叙事写作，一批 65年前出生的诗人
把叙事看成当代诗歌的出路，还有口语
写作，包括紧跟其后的大批 80 后 90 后，
甚至 00后，通过网络写作快速找到了“事

实的诗意”的叙事方式，把当代生活和个
人感受的丰富性、真实性与差异性写出
来了。

厌倦了故作姿态的抒情之后，诗人开
始记录和表达自己或别人的生活。也因
为写作的便捷，诗歌让大众变成了一种
实践，涌现了大量的眼光向下、平民化、
客观化，而且真实可信的叙事诗歌。

诗人李不嫁认为，诗歌叙事通常有两
类；一是传统的典型叙事诗，将人物、事
件、起因和结果交代得清清楚楚；一是打
破传统，采取碎片式的方法，从真实发生
的事件中，从某个具体的人物身上，截图
式地展开笔触。当下传播介质短平快，
诗歌的叙事质越来越被广泛运用。

叙事是新诗的骨骼

白话文解放了古文，让诗回到了生活
现场。虽然我们生活在一个有着强大的
象征和抒情的国度，但叙事尤其是生活
现场、原生态的叙事，已经成了诗歌重要
的方法。“如果丧失了叙事的欲望，诗歌
对于我来说就是空的，我反对空对空的

写作。”周瑟瑟说。
如今，人们更专注于当下日常，直面

现实生活，叙事也似乎更合乎人们的需
要，叙事方法的多样性也从中得到了多方
面的验证。

“我的写作坚持对生活、历史和个体
的叙事，因为叙事是结构一首诗最坚固的
方法，纯粹的抒情容易走向虚假，我看到
许多诗人以根本不存在的想象为目的，他
们的写作建立在虚无缥缈的词语上，我觉
得这不是一种可以信任的写作，词语如果
脱离了叙事，只能是僵化的，没有生命力
的。”在李成恩看来，叙事方法是诗歌的
灵魂，如果说抒情与修辞是诗歌的血液与
肌肉，那么叙事就是诗歌的骨骼。

毫无疑问，新诗正在构建一种叙事传
统，如古诗中构建起来的抒情传统一样。

构建新诗的叙事传统
◎本报记者 王锡刚

本报讯（记者 胡蓉）举世瞩目的中
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于 10月
18 日隆重召开，令全国人民欢欣鼓舞。
为庆祝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各类诗歌
文化活动相继开展，以实际行动献礼十
九大。

优秀诗歌佳作迎盛会

今年以来，已创作推出了一批党的十
九大献礼作品，全面展示诗歌文化发展
成就，展现诗歌文艺工作者和广大市民
喜迎十九大、共享诗歌文化建设成果的
喜悦心情。

5月初，《星星》诗刊面向全国征集优
秀新诗作品，截至 8 月 30 日共收到来稿
3600多首。《星星》诗刊编辑部甄选了 160
首诗歌集结成集，以《不忘初心——诗写
砥砺奋进的五年，迎接党的十九大召开》
为名，于十九大前夕由成都时代出版社
出版，面向全国发行。

10月 18日，十九大江苏代表团全体

会议上，扬州市文昌花园社区党委书记
郑翔带来了“特殊礼品”：社区的十几位
居民将发生在身边的十九个小变化写成
了十九首“小诗”，作为十九大的心语，引
发了代表们的共鸣，在会场掀起了一个
高潮。

动听诗歌声献礼十九大

10 月 10 日，河南农业大学“喜迎十
九大 我的梦中国梦”诗歌朗诵比赛在
学校千人大礼堂举办，来自该校的党
员教职工们，用一首首诗歌献礼十九
大。

据悉，此次“喜迎十九大 我的梦中国
梦”诗歌朗诵比赛是该校为十九大献礼
的活动之一，学校还通过一系列师生员
工喜闻乐见的活动，进一步营造昂扬向
上的校园氛围，以良好的精神风貌喜迎
十九大的胜利召开

诗歌朗诵遍地开花。《从石库门到
天安门》朗诵会，选取了毛泽东、叶挺、

陈然、田汉、萧华、贺敬之、郭小川、闻
捷、何平、王晓岭等名家的 18 首经典诗
作 。 从 对 一 大 会 址 石 库 门 的 畅 想 开
始，纵贯各个革命历史时期，横跨祖国
天南海北，是对中国共产党 96 年光辉
历程的深情讴歌，也是对党领导下实
现中华民族复兴梦充满自信的美好展
望。

诗人们希望通过诗歌朗诵会，能够用
诗情画意点亮理想之光、信念之光和时
代之光。

各类诗歌活动如火如荼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系列
重要讲话，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的
发展指明了方向。

9月 12日晚，第五届中国诗歌节在湖
北省宜昌市开幕。诗歌节是在迎接党的
十九大的喜庆气氛里和传承发展优秀传
统文化的深远背景下召开的。党和国家
的文化战略调整，为中华诗词的传承发

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回望可让诗歌走得更健康。9 月 5

日“ 砥 砺 五 年—— 诗 歌 创 作 研 讨 会 ”
上，中国作协副主席吉狄马加认为这
五年来，诗歌创作可以用“繁荣”、“多
元”、“和谐”、“共生”、“回暖”等关键词
来概括当下诗歌的生态。在创作上，
数百万诗歌创作者用手中的笔记录生
活感悟、反映时代巨变、书写人民心
声，创作了许多优秀的作品。其中，不
少诗人通过长诗、组诗的形式，高歌中
国梦，传扬正能量，在思想和艺术上都
取得突破，可称为时代之诗。

与会专家普遍认为，诗歌创作的繁荣
发展，得益于诗歌创作队伍的不断壮
大。诗歌的创作队伍和作品数量与国家
的发展同步，呈现出空前的壮大与繁
荣。“可以说，诗歌从来没有脱离过现实
生活，我们的诗人一直处在国家走向富
强的现场，我们的诗歌一直在反映着国
家走向富强的进程。”《诗刊》常务副主编
商震如是说。

简明 当代著名诗人，评论家，国务院特贴专家，诗选刊杂志社社长、主编。著有诗集《高贵》《简明短诗选》（中英）
《朴素》等 15 部；长篇报告文学《千日养兵》《感恩中华》等 5 部；评论随笔集《中国网络诗歌前沿佳作评赏》等 5 部；作品曾获
1987 年《星星》诗刊全国首届新诗大赛一等奖，1989 年《诗神》全国首届新诗大赛一等奖，1990--1991 年度全国优秀报告文
学奖（鲁迅文学奖前身），共三届河北省文艺振兴奖，首届孙犁文学奖、闻一多诗歌奖、陈子昂诗歌奖等；诗歌作品入选上百
种权威选本。

本版责任编辑：胡蓉

在我看来，“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的文
化深植于民族内心，在精神内体自然生成的
一种高度认同感在文化心理上的凝聚与彰
显，是由文化现象、文化状态到文化心理的
一种由表及里的生成过程。“文化自信”在现
实生活中具体表现为对一个民族的文化深
度认同、高度赞赏、深怀虔诚与敬畏、内心充
满着力量、凝聚着智慧……

近日，“文化自信”俨然成为备受国人关
注的话题，更是文化界人士必须深入思考的
重要课题。尽管这个关键词人们似乎一直
研讨实践着，但在当下这样一个特殊背景之
下来思考，显然具有非同寻常的理论价值与
现实意义。我们是一个诗歌的国度，如何理
解诗歌与一个民族的“文化自信”的关系，是
我们首先要解答的一个课题。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战略制高点与灵魂
内核，在我们体内如同标识性的染色体存
在，是民族身份与民族认同的标记。它就像
流淌在我们体内的血液，昼夜浇灌着我们的
身体与精神，滋养着我们孱弱而孤单的心
灵，照耀着我们每一个清晨与黄昏。

我国是一个诗歌的国度，灿若星光的诗
经、楚辞、唐诗、宋词等各种诗体既是我国传
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传统文化传播的主
要形式与重要特载体，这是我国传统文化发
展演绎的一个显著特点。诗歌就像血液一
样昼夜浸润着我们的血脉与心扉，我们在诗
经、楚辞、唐诗、宋词的荣光中呀呀学语，又
在其浩渺之中吸取天地之精气与灵性，诗歌
既与我们有着不可割的血脉关联，又与我们
有着真切而丰富的认知与情感的体验。

我常说，从本质上从最高境界上看，诗
歌是语言光芒的开掘者，是存在秘语的揭示

者，是一个时代人文精神的标高。从这个意
义上说，诗歌既可以抒写一个时代一个民族
的精神，又可以成为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精
神象征。

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社会的转型
巨变为诗歌的创作提供了全所未有的不可
替代的、辽阔的原生资源，我们作为社会转
型巨变的见证者，作为诗歌的抒写者，创作
出既与这个时代这片土地血脉相连、交相辉
映的作品，又有着人类共同的精神愿景的杰
出作品，是对我们的才华、智慧、良知、担当
的精神性考量。如果我们创作出与这个时
代的生存状态、生存心理、乃至文化心理有
着深刻洞悉并对时代的整体的存在经验有
着深刻揭示和有效指认的文本；创作出真正
属于这个时代的新的美学原则与美学旨趣
的优秀诗歌；创作出具有原创性艺术品格的
杰出作品，那将是一种浪漫气质的文化自
信，是一种中国气派的文化自信，更是一种
属于“新时代”的文化自信。

我们知道，中国梦的内核就是实现中华
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一个民族的复兴首先是
文化的复兴。就当下来说就是进一步开掘
传统文化，就是努力传播现代代文化。显
然，有了这样的“文化自信”，在实现民族伟
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我们才能从一个民族
灵魂的根部，真正建立起内在的民族自立的
牢固根基，真正建立起民族自强的坚定信
念，为伟大的民族复兴提供永续的文化动力
与不竭的精神源泉……

诗歌与一个民族的文化自信
◎本报特约撰稿 南鸥

全国唯一“中华诗城”称号落户奉节

本报讯（记者 税金龙）作为古而有
之的诗城，奉节本周迎来一件大事——
首届“中国·白帝城”国际诗歌节于 10月
25日—30日在奉节县隆重举行。

在 27日的开幕式晚会上，中华诗词
学会授予奉节“中华诗城”荣誉牌匾。这
是目前全国唯一一个以“诗城”命名的

“金字招牌”。在奉节 2300 多年的历史

中，上千文人墨客留下了万首传世名篇，
其中包括早已脍炙人口的如李白《早发
白帝城》、杜甫《登高》等。

本次诗歌节期间奉节还将陆续举办
电商主题成果展、三峡风光摄影展、竹枝
词广场舞大赛、夔州诗名家谈、三峡之巅
采风在内的 11项子活动。

第三届北京诗歌节关注大学生校园诗歌

本报讯（记者 胡蓉） 15日，由诗人
芒克发起的第三届北京诗歌节上周末在
京举行。

本届诗歌节为期三天，期间举办了
高校诗歌与刊物研讨会、“声·字”大型诗
歌民谣朗诵会等系列活动，芒克、树才、
余秀华等二十余位当代诗人莅临现场。
从第三届开始，北京诗歌节专设金葵花

奖，奖励优秀的原创诗人。在“声 字”大
型诗歌民谣朗诵会上，诗人树才、默默从
芒克手中首度接过了金葵花奖章。

本届北京诗歌节的一大特色，是对
大学生校园诗歌命运的关注，不仅邀请
十八所高校文学社团共同参与，集中研
讨高校诗歌与刊物的生存现状，还评选
出了最佳高校诗刊奖。

“中国新诗百年”全球华语诗人诗作评选揭晓

本报讯（记者 徐金华）“中国新诗百
年”全球华语诗人诗作评选日前揭晓，深
圳诗人唐成茂、黄惠波均获得“新诗百年
百位最具实力诗人奖”。

“中国新诗百年”全球华语诗人诗作
评选活动从 2016年开始，至 2017年 10月
揭晓。参评对象为新诗一百年来，全球
所有华语新诗诗人，包括:中国当代诗人、
海外及港澳台诗人、现代诗人。

次诗作评选活动是中国新诗百年来
的一次最大型的评选活动。活动评选出

“终身成就奖”“杰出成就奖”“百位最具
影响力诗人”“百位最具实力诗人”“百位
最具活力诗人”“百位最具潜力诗人”“百
位网络最给力诗人”等七大奖项。深圳
诗人唐成茂、黄惠波均获得“新诗百年百
位最具实力诗人奖”。

《中国诗人生日大典》（2017卷）
首发式暨研讨会在京举行

本报讯（记者 胡蓉）10月 20日下午，
《中国诗人生日大典》（2017卷）首发式暨
研讨会在草原文化部落举行。

近几年，随着新一轮诗歌热的兴起，
市面上的各种诗歌选本也多起来了，带动
了读者阅读诗歌的热情，然也难免显得鱼
龙混杂。《中国诗人生日大典》是由诗人、
艺术家王爱红主编的诗歌年选。与其他
诗歌年度选本和诗历不相同，《中国诗人
生日大典》（2017卷）有几个特色。

一是体例新颖、有创意，选本按诗人
的生日编排，目前属于独此一家，这种编
排加深了读者对诗人的进一步了解，也

暗含着传统文化的因素，可以唤起读者
的新奇感；二是编选严格、有高度，从所
选的作品来看，编选者视野相当开阔，基
本上涵盖了当前诗坛活跃的一批诗人，
也推出了一批新人的作品，诗歌作品的
艺术水准得到了保证；三是诗书画融合、
有境界。选本以诗歌为主体，也选入了
一些有意境的书画作品，相映成趣，令人
赏心悦目。

当天参与研讨的众多诗人、诗评家如
周瑟瑟、北塔、冰峰、杨志学、安琪、谭五
昌、吴投文等，都对该选本给予了高度的
评价，认为其体现了传媒时代诗与其他艺
术门类进一步融合的趋势，给读者带来了
一种别致的审美的新奇感。著名诗人、原
中国诗歌学会副秘书长桑恒昌在致函中
称赞《中国诗人生日大典》一书的编辑出
版，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绝佳创意。

据悉，《中国诗人生日大典》（2018卷）
正在编辑中，并在春节前后出版。

第2版 浙江湖州/李浔

李浔的诗
第3版 辽宁大连/叶蔚然

壬生义士传（外四首）

第2版 马其顿/泽内彼·艾丽-雷杰比

扭伤
第4版 四川遂宁/唐毅

关于中国诗歌的几点思考

天空中的海洋、森林、土壤和血液
天空中的村庄、工厂、学校和家庭
天空中的黄金、煤炭、石油和盐
天空中的特区、高速公路、机场、粮食和水
祖国，空前强大的内存
将这些互不相干的事物
联系起来

并且让它们
以超过百分之七的加速度
成——长

让一棵树，在十万社区奔走相告
让一棵草，覆盖绵延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县域
让一滴雨，联络容量为十三亿水立方的雨季
博大的爱，没有盲区

没有东，没有西，没有南北
没有上，没有下，没有先后
没有贫富，不分种族
只有初心和孜孜不倦的大怀柔
托举中华民族的头颅，朝上
尊严的唯一方向

把天梯架设在心跳上
把梦想夯实在砥砺前行的脚印中
让我们体会无所不在的
立体祖国

深——呼——吸

真正的诗歌藏有诗人精心埋
设的情感“暗钮”，找到并转动它，
阅读才能被导入私人化的通道中
去：阅读不是寻找所有的诗性装
置，而是打开唯一的修辞“铁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