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又是一年谷雨时节，又是一次诗的节
日。近日，“美丽中国 多彩赣南”2019年江
西谷雨诗会在石城举行。几十位来自省内
外的知名诗人、学者齐聚于此，在青山绿水
间，捕获跳动的诗行，在热烈的学习交流
中，觅见最初的诗心——

诗歌就是人性的优雅

谷雨葱茏校园，诗歌点亮青春。4月19
日下午，诗人、文学评论家、中国人民大学
教授王家新，诗人李南等来到石城县赣源
中学，为300余位师生带去诗的问候。在聆
听了他们的《在伟大作品面前成长》《孩子
世界的诗意表达》专题讲座后，师生们把心
中的不解倾诉出来，等待诗人的回应。

“有人说，这是诗歌最好的时代，也是
诗歌最坏的时代，您怎么看？”

学生的疑惑，也是读者的疑惑。上世
纪80年代，诗歌创作主体呈现精英化特质，
青年对诗歌有着虔诚的热爱，一首首广为
传诵的诗歌，影响了万千人的精神世界。
然而当下，人们的诗心似乎正在萎缩，对诗
人也多了一份质疑和嘲笑，甚至有人发出
了“诗人不存，诗歌已死”的慨叹。

“诗歌，在任何时代的命运都是一样
的。不要把什么都归结为时代，时代发展
有着巨大的连贯性和共性，诸多改变，或许
更在于我们自己。”王家新十分激动，在他
看来，诗歌的孤独和纯粹始终如一。“与你
们不一样，我们是饥饿的一代，强烈的精神
饥饿，让我们走上了文学道路。但是，大家
不要抱以幻想，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
专门为诗歌而降临的时代，历代诗人的伟
大，就在于他们在非诗的时代创作了诗的年
代。大家也不要抱怨外部环境，诗歌创作永
远是寂寞的，要多严格自身创作。”

王家新的解答，引发了李南的共鸣：
“我相信很多诗人的初衷并不是为了成名、
获奖，他们一定是为了抒发某种情绪，而
提起笔写下了第一行诗，这就是诗歌的初
衷……美国诗人弗罗斯特曾说，就我们的
知识而言，诗歌应该意味着优雅，它在人性
上也应意味着优雅，诗歌就是人性的优
雅。”

的确，无论时代如何变革，诗歌作为一
种文学样式，美好了生活，净化了灵魂，于
诗人而言，于普通读者而言，皆是如此。

王家新的早年记忆中，处处闪烁着诗
歌的光芒。在湖北的大山深处，王家新高
中毕业，下放劳动。身体的疲惫，无法阻挡
对知识的渴求，他到处寻找、阅读诗歌。当
四下无人时，他席地而坐掏出诗集，大声地
朗读。“读诗的声音在寂寞的公路上回响，
秘密的爱在燃烧……那时，文学成了我唯
一的安慰，对文学的喜爱像水晶般纯粹。”

“诗歌热衷于对自然、对生命的美好展
现。等我们长大成熟，无论从事何种职业，
若没有诗歌和文学的滋养，心灵必然干
涸。做一个与众不同的人，必须有文艺的
修养，诗歌从浅层次上，就能起到这种功
效。”李南出生于青海，高中时期随父母迁
往河北。大西北的故土风情，戈壁、荒漠，
一一化作思念，涌上了李南的心绪，也飞进
了她最初的诗篇。

的确，传播载体的极大丰富，让诗坛越
来越热闹，诗人、诗作几何倍增。甚至，一

些劣质的所谓诗歌搭载着众多文学之外的
东西，攻占了读者的视线，而一些好诗被淹
没和遮蔽了。但是，以诗言情、言真挚之情
的诗歌初衷从未改变，优美的诗作不断涌
现的状况从未改变，诗歌是“文学皇冠上的
明珠”从未改变……当我们心灵超载，在人
生道路上跌跌撞撞时，诗歌的高光，会唤醒生
命的元力，指引我们回到原处，品读人性的优
雅，寻获诗意的人生。

带上诗歌去“冒险”吧

在诗歌的长河中，情感的流动永不停
歇，而语言、意象、结构、意境、音韵等，就像
沿途的风景，装扮着诗歌之美。

4 月 20 日上午，文学评论家、北京师范
大学教授张清华，《诗刊》社编辑部主任、诗
人谢建平，《星星诗刊》副主编干海兵，以及
王家新、李南等人齐聚一堂，在对赣南诗群
品论、交流的同时，也亮出了他们的诗歌观
点。而在这场诗歌大讨论中，“冒险”和“独
创”成了高频词。

“诗歌要有惊喜，有埋伏，有‘冒险’。”李
南认为，“诗歌的语言是最凝练、干净的，有
着巨大的张力和凝缩度。好诗的标准不仅
仅是感人，给人以灵魂的震颤，还要有语言
的惊艳，让读者领略语言的狂欢，体验汉语
的神奇和美妙。”

那诗歌的“冒险”之旅，当始于何处？
张清华与干海兵认为，突破惯性思维，形成
新的破与立，不啻为一种策略。“当诗人们
越来越强调风格化的生命写作，会导致诗
作的某种单调，此时不妨走出舒适区，增加
一点杂质，写得粗糙一些。诗歌写得干净
利落、极度光滑，文字会没有摩擦力，也会
失去对读者的吸附力。”不同的表述，相似
的意旨。干海兵认为，“诗歌不会只有一种
抒情方式，在所有诗作都倾向于圆滑和成
熟时，有时候表达得粗粝一些，甚至有点瑕
疵，会带来意想不到的诗歌张力和活力。”

王家新则认为诗歌的独创十分重要。
“我们看到了对面的山，就有写的必要性
吗？到此一游的诗歌太多了！艺术品的价
值需要真实性和必要性作保证，没有这些
保证，诗歌可有可无。有一些技巧性的诗
歌，充满了诗歌行话，在我看来，这种诗作
大多没有存在的必要。只有把诗歌
放在广阔的文学历史时空下去
创新，获取独特体验，写出来的
诗作才能独一无二、具有高
辨识度，才能经得住时间的
考验。”

无独有偶，谢建平试
图以一个不等式，道明诗
歌需要独创和新意：“诗永
远处在变化之中，也永远
处在缺憾之中。诗是不等
式，表面的文字和背后的含
义不对等，诗义往往要大于文
字意义。通俗地讲，就是吞吞吐
吐，言有尽而意无穷。”在他看来，诗
歌不是经验性的产物，而是体验性的产物，
在追问生命、追问世界的独特体验中创造
出来，而不是按部就班地生产，在陈旧的意
象间转来转去，泛泛而谈，也不是分行写下
几句话。”

在诗人、学者的讨论中，某种共识正在

达成：“写诗并不像一些人想象的那么容
易”，随着诗人生命的成长和阅历的丰富，
对诗歌的理解会有所不同，写诗的难度越
来越大。面对这个难题，或许有无数条通
道可以抵达，却始终没有一个标准答案。
诗人们可以根据自身条件，带上诗歌去冒
险，开启新的征途和可能。

正在崛起的赣南诗群

当诗歌与音乐、舞蹈、灯光等结合起
来，赋予诗歌视听具象时，每一个人或许都
会讶异于诗歌的美。4 月 20 日晚，一场诗
歌朗诵会在石城文化艺术中心上演。尤其
令观众们感到兴奋的是，主办方邀请了众
多朗诵艺术家与节目主持人，将一些赣南
优秀的本土诗作，以朗诵的形式呈现出来，
范剑鸣《风景：国旗的对话》，谢帆云《琴的
河，石的城》，聂迪《与友夜宿山中》，林珊

《新年书信：雅溪》，周簌《木匠记》，布衣《稻
草》，邓诗鸿《赣州：大城崛起》等，在观众们
雷鸣般的掌声中，一个崛起的诗群正清晰
起来——赣南诗群。

从上世纪 80 年代至今，经过几十年的
发展、沉淀，一个诗歌创作群体在赣南逐渐
成熟。新世纪以来，赣南诗人们以他们的
才华、情怀、勤奋，在《人民文学》《诗刊》《星
星诗刊》等众多刊物上攻城略地，收获荣誉
和奖项，也擦亮了赣南诗群的标签——

林珊，山川河流、风雨雷电、花鸟鱼虫，
一切自然之物尽为诗所用，“轻盈又凝重，
朴素又华美，每一个词经由她的笔下概括
为灵动的诗句”，著有《小悲欢》等；布衣，倾
心于寓意和哲学的阐发，以“惊人的新意、
反转的智慧”和“独特的装置”，生成强烈的
哲学意味，隐含着一种桀骜不驯的张力，著
有《香草湖畔》等；邓诗鸿，以宏阔视野通达
世间百态，“诗歌是盛大的互文，是一场语
言的盛宴”，他从古典诗歌中饱吸营养，成
熟醇厚，著有《青藏诗篇》等；三子，个性鲜
明，以自然风貌透视人生境遇，状写生命的
自在状态，朴素细腻，具有反思意味，著有

《松山下》等；聂迪，诗歌直觉敏锐，用才华
搭建的一首首诗总能捕捉到诗人的心跳
声，既有原生态的野性，也有久经历练的成

熟，著有《重写一条河流》等；周簌，尽展
女性的柔美，古典迷人，以一种

行云流水般的抒情质地，
书写自己内心的感受，

精致纯美，“似有一种
淡淡的哀愁，于事于
物于人充满烟花般
的寂寞”，著有《本
草 纲 目 诗 101 味》
等；范剑鸣，从不经
意的日常生活中捕
捉哲思，对亲人、对故

土、对底层人生、乃至
于对时代，都有自己的歌

吟和思考，著有《大地庄严》
等；谢帆云，诗歌选材宽泛，现实

性强，语言富有质感，同时又有生活、思想的
痛感，出版诗集《雩山铭》等；圻子，以诗歌的
形式思考，在平常事物的琐碎细节中找到灵
魂的亮光，注重修辞、炼句，著有《时光书简》
等。在本次朗诵会上，2018江西年度诗人奖
揭晓，圻子荣获该奖项……

赣南诗人队伍齐整，个性鲜明，但江西
诗歌传统的滋养，红色基因的传承，绿色家
园的栖息，赋予这群诗人共同的精神气质，
诗作与时代同行、与自然相谐，功力深厚、
文辞成熟。如学者们所分析的，赣南诗群
在诗歌的分量与深度，独创与新意，当代性
与人民性等方面，还有提升的空间，但这个
不断壮大的诗群，未来必将走向更远的远
方，多彩赣南必将更加多彩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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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当代著名诗人、朦胧诗派代表
人物之一林莽，受南昌市文联、南昌县文联之
邀莅临南昌，举办了一场“中国新诗百年与现
代新诗写作”的学术讲座。本报记者就中国新
诗的历史与现状等话题，与诗人林莽进行了一
番对话。

现代诗歌有两个翅膀

记者：中国新诗百年，经历了哪些重要时
刻？中国新诗的现状如何？

林莽：自1917年《新青年》发表了胡适的白
话新诗肇始，中国新诗发端，并很快形成一股
强大的力量，把新诗第一次推向了高潮。上世
纪 80年代，朦胧诗派崛起，中国新诗再次迎来
高光时刻。纵观历史，新诗经历了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的历程，每个历史时期都产生过极具
代表性的诗人和作品，为中国的诗歌史留下了
灿烂的符号和深沉的印记。

回头来看，中国现代诗歌有两个翅膀。一
个是中国旧体诗歌。汉语本身的音韵美，在旧
体诗当中被发挥得淋漓尽致，现今的创作者，
要善于把旧体诗的美学与精华融入到新诗的
发展当中。另一个翅膀是外国诗歌，即翻译诗
歌。外国诗歌直接影响了中国诗歌，使得美学
观念、哲学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回顾新诗
百年，几乎所有重要的诗人，无一例外地从西
方的诗歌经典中吸取了营养。

记者：上世纪 90年代以后，诗歌似乎成了
没落的贵族。有人说诗歌已经远远地落在生
活的后面，更有人说，诗歌将消亡。您怎么
看？

林莽：我相信，诗歌不会消亡。人有两种
本能，生存本能和艺术本能。艺术本能使人得
到精神的抚慰，失去这个本能，人不过是行尸
走肉，只要精神需求存在，诗歌艺术肯定会被
人接受，甚至会在一个时期形成一股热潮，就
像上世纪80年代一样。

之后，诗歌好像比较沉寂，我认为这是一
个正常的现象。诗歌不是落后了，而是继承发
展了。社会的发展，对我们的审美观念形成了
强烈冲击。对于这种新的审美观念，有的人走
得比较靠前，有的人比较滞后，所以有些人感
觉诗歌读不懂了。其实，欣赏诗歌，读懂诗歌，
还是需要一定的美学修养和艺术修养的。

记者：1998 年的“盘峰诗会”，是中国新诗
发展历程中的一次重要事件，是“知识分子写
作”与“民间写作”两个阵营的一次碰撞。您是

“盘峰诗会”的提出者和组织者之一，请谈谈组
织这次诗会的背景？

林莽：诗歌写作中借鉴西方文化还是更多
地关注本土，这一问题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来，
但十多年来一直存在。因而我在《诗探索》编
辑会上提出了一个想法，将主张“知识分子写
作”和主张“民间写作”的诗人召集起来，进行
一次面对面的交流。这一提议得到了谢冕、吴
思敬、杨匡汉三位主编和编辑部全体同仁的赞
同。

会议开了 3天，诗人们就各自的主张和对
方写作的问题进行了开诚布公的辩论。我在
最后有一个简短发言：中国先锋诗坛不只是

“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这一对矛盾，还
有许多不健康的现象，“大师”满天飞，许多诗
人浅薄地失去了对诗歌的敬畏之心……在艺
术面前，我们应该永远虔诚，静心以求。这次
诗会，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先锋诗人之间第
一次对诗学观念面对面的论争，搅动了沉寂十
多年的中国诗坛。之后，中国新诗开启了一个

写作的新时代，许多新的诗人大量地涌现出
来。

一首好诗应该有大致的标准

记者：诗歌的艺术本质是什么？
林莽：诗歌是语言和情感经验的艺术，缺

少了内在情感，缺少了汉语言的艺术，也就没
有了诗歌。当一首好诗诞生时，仿佛有一组音
乐的旋律，突然从生命的某一部分升起，使整
个身心为之一热。这源于内心的愉快与痛苦，
唤起了我们内在的创作激情。也许，这就是我
们通常所说的灵感的律动。

我确信，诗歌是生命经验和文化经验的集
合，生活中所有的一切，为人的文化本能确立
了表达的依据与可能。人类的文化、民族的历
史、生命的感知等的积淀，使每一个人都具有
了由情感的经验转化为某种艺术形式的本能
冲动，那么艺术形式与手法的变化也就是必然
的了。

记者：什么样的诗才是好诗？一首优秀的
诗歌有没有大致的标准？

林莽：不能说诗人谁比谁高，一个诗人的
成功与否要看他的作品是否代表了那个时代
的精神，是否有进一步延续下去的可能。

关于新诗标准的讨论从未停止。特别是
近些年网络诗歌的迅猛发展和大量民间诗刊
的涌现，导致诗歌日益呈现出多种多样的态
势。而随着诗歌的繁荣，一种“诗歌无难度、无
标准”的声音开始浮现。这种写作思想对青年
人的负面影响很大。

我认为，诗歌作为一种艺术，手法、流派可
以多种多样，但写作应当有一个基本的审美原
则。提出标准，并不是想建立一种规范，而是
引导创作者关注创作，不要让自己过于随意。
围绕新诗标准我们拟订了三个话题：“不断退缩
的地平线”“必然失衡的天平”“一把自己打造的
尺子”。诗歌的标准会不断变化，诗人要去关注
这个变化，同时应对自己的创作提出要求。

记者：不少读者有这样的感受，很多诗人
的诗读不懂了，感觉他们写出来的东西很晦
涩，无法体会诗里要表达的内涵。您对这种现
象怎么看？

林莽：某些诗歌缺少了心灵的穿透力，不
过是一些较为极端的个人体验，或者是小圈
子、小集体的体验。一个好的诗人，应当有这种
穿透的能力，能够把个人体验化为公众的体验
和感受。比如李后主，他作品中流露的国君哀
怨，使普通人也能够真切感受。当然，一个好的
诗人，不会去刻意追求社会性，他的社会性应当
自如地体现在字里行间。如果你不是一个关注
人类命运的人，你的灵魂又不够博大，自然就不
会写出好诗。任何时期，好的诗歌作品都是少
的，但我们作为诗歌工作者，有责任把好的诗歌
呈献给读者。

记者：对于诗歌的发展，您有什么样的期
待？

林莽：诗歌是语言的艺术，可以预见，诗
歌的未来将进一步呈现多元化的态势。令人
欣慰的是，诗歌的普及教育工作已经提上日
程，列入学生教材的新诗比例越来越大，诗歌
的社会影响也正逐步扩大。其实,诗歌并没有
离开我们，诗歌一直在大众中“生活”，每一个
人的身边都飘荡着诗歌的“身影”、都萦绕着
诗歌的“声音”，你只需敞开“紧闭”的耳朵，仔
细倾听……诗歌没有死亡，诗歌正在孕育新
生。正如诗人所言，诗歌是不朽的，诗将与生
命同步。

雨润百谷亦生诗雨润百谷亦生诗

谷雨是百谷生长的时节，播种移苗、埯瓜点豆，催生一片新希望。而在江西，谷雨还是诗人们的节日，每逢谷雨前后，赣鄱大
地上，农村、工厂、企业、学校、社区等，竞相迎来诗的问候。异彩纷呈的诗歌活动，如一场场春雨，飘飘洒洒滋养着人们的心灵。

如今，谷雨诗会已经走过60多个年头，成为江西文学的一张亮丽名片。本期，请跟随我们记者的文字，去品读谷雨，寻觅诗
歌——

诗歌会把我们带回原处诗歌会把我们带回原处
□ 本报记者 万芸芸

□ 本报记者 毛江凡

诗歌是生命经验诗歌是生命经验
和文化经验的集合和文化经验的集合
——访朦胧派代表诗人林莽

"美丽中国 多彩赣南"2019
江西谷雨诗歌朗诵会现场

石城县赣源中学石城县赣源中学，，学生们学生们
聆听诗歌讲座聆听诗歌讲座 赖德玲赖德玲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