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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强

调艺术家要有“历史意识”，他认为，伟

大的艺术一旦出现，整个艺术秩序和艺

术史也会发生变化，此前的艺术和艺术

家的重要性本身也会随之被重新认识，

并重新排序。其实，诗歌也可以做这样

的理解。21世纪诗歌已十几年，几乎每

一个写诗的人都预感到一个大的诗歌

时代即将来临，因此迫切需要重新认识

我们的诗歌传统，以便更好更深入地认

识和理解当下诗歌的真实状况及其历

史地位。

在新诗即将迎来百年诞辰之际，把

当代诗歌放到一个相对长时段的诗歌

史背景下来认识和理解，也许有助于一

些重要问题的厘清。这里我想重点梳

理一下当代诗歌 40年。当代诗歌 40

年，主要指自朦胧诗发生影响以来的40

年，中间还包括台湾现代诗，当然也是

从它对大陆诗歌产生影响被大陆诗歌

普遍接受开始算起的。

我大致把这40年分为三个阶段，

并预测即将出现的一个新的诗歌阶段。

一、朦胧诗时期，也就是主要对外
学习的阶段，翻译诗在这一阶段盛行。

首先应该肯定的是，朦胧诗是“文

革”后期出现的一种诗歌新潮，追求个

性，寻找自我，呼唤人性的回归和真善

美，具有强烈的启蒙精神、批判思想和

时代意识，是一种新的诗歌表达方式和

美学追求。朦胧诗在两个方面区别于

此前的浪漫主义革命抒情诗歌：一是其

批判性，对虚假空洞的旧意识形态的否

定和批判；二是对人性之美的回归，对

日常生活之美的回归。舒婷比较典型，

她呼唤真正的深刻平等的爱情、友情，

比如《致橡树》等诗。朦胧诗的新的美

学追求，也得到了部分评论家的肯定，

为其确定追求人性人情的准则，从而为

其提供合法性正当性证明。

但追根溯源，朦胧诗与翻译诗有着

密切关系。诗歌界曾有一个相当广泛

的共识，即没有翻译就没有新诗，没有

灰皮书就没有朦胧诗。已有人考证胡

适的第一首白话诗其实是翻译诗。而

被公认为朦胧诗起源的灰皮书，是指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只有高干高知可以阅

读的所谓“供内部参考批判”的西方图

书，其中一部分是西方现代派小说和诗

歌。早期的朦胧诗人们正是通过各种

途径接触到这些作品，得到启蒙和启

迪，从此开始他们的现代诗歌探索之

路，“今天派”的诗人们都有这样的经

历。而这一时期，翻译家们也备受推

崇，被誉为文化英雄，王小波甚至称“最

好的文体都是翻译家创造出来的，优秀

的翻译家都是文体大师”，他谈到自己

的写作传承时认为翻译家们所翻译的

作品“比中国近代一切著作家对我帮助

的总和还要大”。有意思的是，马原等

也有类似看法，认为翻译家们创造了另

外一种文学史。

1970年代后期改革开放之后，西方

诗歌从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到现代主义

被一股脑翻译过来，从普希金、拜伦、雪

莱、泰戈尔、惠特曼、波德莱尔、艾米莉

狄金森、艾略特、奥登、普拉斯、阿赫玛

托娃到布罗茨基、米沃什、史蒂文森等

等，对中国诗坛可谓彻底洗脑，以至一

个本以翻译著名的诗人穆旦（本名查良

铮）被捧到新诗第一人的位置，可见当

时风气之一般。穆旦本身被认为“非中

国性”的代表，也这反映出当时诗歌界

现代性的焦虑。当时的《今天》副主编

芒克对朦胧诗人多多的评价是说他“写

得很洋气，比外国诗还像外国诗”，这样

的评价后面的意味耐人寻味。说一个

中国诗人写的诗比外国诗更像外国诗，

在当时却是一个相当高的评价。多多

至今被认为是朦胧诗人中诗艺最佳技

巧最好的诗人。

朦胧诗本身的命名也非常有意思，

“朦胧”一词来自章明的批评文章《令人

气闷的“朦胧”》，认为一些青年诗人的

诗写得晦涩、不顺畅，情绪灰色，让人看

不懂，显得“朦胧”。这一看法，可以从

两个方面来分析：一是朦胧诗由于要表

达一种新的时代情绪和精神，老一辈可

能觉得不好理解，故产生隔膜，看不懂；

二则可能因为这种探索是新的，这种新

的时代的表达方式是此前所未有的，因

而必然是不成熟的，再加上要表达新的

感受经验，中国传统中缺乏同类资源，

只好从翻译诗中去寻找资源，而翻译诗

本身因为转化误读等等，就存在不通畅

的问题，在这样的情况影响下的诗歌，

自然也就有不畅达的问题，故而扭曲变

异，所以“朦胧”，让人一时难以理解接

受。

总之，朦胧诗无论其起源与后来的

发展，都与西方现代诗或者准确地说是

翻译诗有着密切联系，它是中国诗歌现

代性的一个重新开始，也是新的时代背

景下诗人个体精神追求和现代美学追

求的一个开端。朦胧诗试图表达新的

时代精神，创造新的现代语言，但因受

制于时代与翻译体影响，再加上表达受

时代限制导致的曲折艰涩，诗艺上还有

所欠缺，未能产生更大影响，后来进入

欧美后也受到一些质疑，比如其对所谓

“世界文学”的有意识的模仿和追求，及

其诗歌表达方式和技巧的简单化。

二、文学寻根时期，也是对内寻找
传统的阶段，后来更在“国学热”、文化
保守主义潮流中日趋加速，朦胧诗和第
三代诗人中已有部分诗人开始具有自
觉的将传统进行现代性转换的创造意
识；但这一阶段的一个重要现象是台湾
现代诗对大陆开始产生影响，而且正是
中国气质和精神，在年轻诗人中激起新
的波澜，并产生了相当大的社会影响。

文学寻根成为思潮来自小说界，韩

少功发表《文化的根》，莫言、贾平凹、阿

城等相继推出《红高粱》《商州》系列和

《棋王》等小说。但其实在此前后，杨炼

等就有《诺日朗》等民族史诗的探索。

穆旦的同龄人卞之琳走的也是不同于

穆旦“非中国性”的追求，卞之琳试图融

合古今，有意将晚唐诗意与现代结合，

创造出独特的个人风格，开辟了另外一

个方向，其诗歌生命力和影响力也明显

更加持久。

文学寻根思潮的产生，可能受到两

股西方思潮的影响。一是拉美的魔幻

现实主义，也是“寻根”面目出身，寻找

拉丁美洲大陆的独特性和精神气质，代

表性作家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在文

学界人手一册。二是欧美本身的反现

代化潮流，表现为所谓反现代性的审美

现代性，比如在艺术界以梵高、高更为

代表的反现代文明、追求原始野性的潮

流，在二战后盛行一时。这一潮流，在

理论上有尼采的“超人哲学”、海德格尔

的“反技术理性”、丹尼尔·贝尔的反现

代性的审美现代性等作为支持。此外，

进入1990年代以后，大陆文化保守主

义思潮兴起，国学热盛行，陈寅恪、王国

维等成为新的时代偶像。

而在诗歌界，与这一潮流气质吻合

的，正好是已经过第一阶段向外学习、

开始转向自身传统寻找资源的台湾现

代主义，而且台湾现代诗人们恰恰刚刚

创作出具有一定示范性的代表性作品，

比如余光中的《乡愁》、郑愁予的《错

误》、洛夫的《金龙禅寺》等。台湾现代

主义早期也是以西化为旗帜的，三大刊

物《现代诗》《创世纪》《蓝星》等，明确强

调要注重“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继承”，主

张完全抛弃传统。但有意思的是，台湾

现代诗人们越往西走，内心越返回传

统。他们最终恰恰以回归传统的诗作

著名，而且也正是这批诗作，他们被大

陆诗歌界和读者们广泛接受。

在这方面，余光中特别有代表性。

在台湾早期的诗歌论战和1970年代中

期的乡土文学论战中，余光中主张西

化，无视读者和脱离现实的倾向，恰如

他自己所述，“少年时代，笔尖所染，不

是希顿克灵的余波，便是泰晤士的河

水。所酿也无非1842年的葡萄酒。”但

后来经过不断摸索，开始转向，礼赞“中

国，最美最母亲的国度”，宣称“蓝墨水

的上游是汨罗江”，“要做屈原和李白的

传人”，“我的血系中有一条黄河的支

流”。他所创作的乡愁，正是从中国人

心灵深处最柔软的部分入手，打动千千

万万的华人。尤其在一个全球化时代，

人们的乡愁更加强烈，几乎哪里有华

人，哪里就有《乡愁》的传诵声，《乡愁》

的影响力遍及世界各地。洛夫早期追

求超现实主义，如今强调“天涯美学”，

将超现实主义手法和中国禅意相结合，

创作出一些脍炙人口的诗歌。

台湾现代主义诗歌对整个当代诗

歌40年的影响力，有时会被有意无意

忽视，但我们不能不承认，在第二阶段，

台湾现代诗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足以和

朦胧诗抗衡。

当然，在这一阶段，大陆一些年轻

诗人也写出了许多优秀的作品，比如柏

桦的《在清朝》、张枣的《镜中》等等，更

年轻的则有陈先发、胡弦等

等，其意义还有待进一步挖

掘。

三、21世纪诗歌开初
时期，也就是我称之为诗歌
的“草根性”的时期，这是向
下挖掘的阶段，也是接地气
和将诗歌基础夯实的阶
段。这一阶段出现了网络
诗歌，引发口语化趋势，同
时，地方性诗歌的兴起、底
层草根诗歌崛起和女性诗
歌的扩张，也是此一阶段的
重要现象。应该说，我们目
前还处于这一阶段。当然，
这一阶段的一些诗歌现象
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与前
两个阶段有一定联系和继
承的。

先 说 诗 歌 的“ 草 根

性”。我写过一篇文章《天

赋诗权，草根发声》，大意是

每个人都有写诗的权利，但

能否写出诗歌和得到传播

还需要一些外在条件，比如要有一定文

化水准，也就是说得先接受教育，现在

正好是一个教育比较普及的时代。然

后，写出来能得到传播，网络正好提供

了一个新的传播渠道和平台，博客、微

博、微信这样的自媒体对诗歌传播更是

推波助澜，这些外在条件具备了，诗歌

的民主化进程也就开始了。新的创作

机制、传播机制、评判机制、选择机制与

传播依赖纸刊、编辑的机制相比，发生

了变化。诗歌进入一个相对大众化、社

会化也是民主化的时代。当然，一个人

是否能成为好诗人还有天赋等问题，诗

有别才，但大的趋势基本如此。所以，

我将“草根性”定义为一种自由、自发、

自然并最终走向自觉的诗歌创作状态。

网络加速了诗歌“草根性”的发

展。网络的出现，意味着教育成本和传

播成本的降低，这对诗歌无疑有着重要

积极促进作用。而此前盘峰论争，精英

内部意识到民间的重要性，由此分裂为

所谓“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前

者强调关注现实，主张“叙事”，如西川、

欧阳江河、臧棣、肖开愚等；后者直接从

“口语”吸取资源，开始“口语化进程”，

如于坚、伊沙、张执浩、沈浩波等，一度

在网络初期占据优势。再加上全球化

背景，中西文化与诗歌大融合，进入一

个全新的时期，尤其适合诗歌的交流与

创造。所以，草根性时代是一个自下而

上的诗歌时代。当代诗歌由1980年代

自上而下的启蒙，经过不断普及，深入

底层，开始转化为自下而上的创造。朦

胧诗时期如果说主要只是启蒙，21世纪

初才是真正的诗歌创造时期。

这个时代的一个标志就是底层草

根诗人的崛起，被称为“草根诗人”的有

杨键、江非等最早引起注意，而打工诗

人郑小琼、谢湘南、许立志等也被归于

这一现象，2014年底余秀华的出现，使

“草根诗人”成为一个具有广泛社会影

响力的现象，达到一个高潮。

另一个标志是地方性诗歌的兴盛，

中国历史上就有地方文化现象，古代有

“北质而南文”的说法，江南文化、楚文

化、齐鲁文化、巴蜀文化等使得中国文

化呈现活力和多样性。当代地方性诗

歌也进入相互竞争、相互吸收、相互融

合的阶段。雷平阳、潘维、古马、阿信等

被誉为代表性诗人。而少数民族诗人

的兴起也可以归入这一现象，如吉狄马

加等少数民族诗人，为当代诗歌注入新

的诗歌因素，并成功进入主流文学。

一些年轻诗人推崇昌耀为“地方性

诗歌先锋”，其意义在于：他有着一种包

容并蓄、吸纳万物的能力，将多民族地

区的地域特色、对土地与自然的尊崇及

少数民族中存在的神性，以及儒家知识

分子的进取精神、西部开发中的革命浪

漫主义色彩等融于一体，成功地完成了

诗歌的现代性，因此被一些人誉为“地

方性诗歌第一人”。

还有一个是女性诗歌的繁荣。这

也与网络的出现有一定关系。女性诗

歌一词，在1980年代就出现，用以指翟

永明、唐亚平、海男、伊蕾等代表的一种

潮流。但女性诗歌真正迅速扩张，还是

在网络的BBS阶段，女性诗人开始活

跃，攻城掠地。女性诗歌成燎原之势，

则是从博客开始。女诗人几乎人人开

博客。博客有点像日记，又像私人档案

馆，还像展览发布厅，自己可以做主，适

合女性诗人。女诗人们纷纷将自己的

照片、诗歌、心得感受、阅读笔记全部发

布博客，并吸引读者。我曾称之为“新

红颜写作”现象。其背后的原因可能是

女性接受教育越来越普遍，知识文化程

度提高，导致女诗人大规模涌现，超过

历史任何一个时期，释放出空前创造

力，并深刻改变当代诗歌的格局，引起

广泛关注。而且，女性占人类一半，其

创造性的释放，在某种意义上具有人类

文明史的意义。

近两年来，在诗歌传播上，微信更

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微信的朋友

圈分享，证明“诗可以群”。微信适合诗

歌阅读和传播，快捷、容量小，日渐成为

人们日常生活习惯。微信不受地域限

制，汉语诗歌微信群遍布世界各地，人

在海外，心在汉语。其后续影响值得关

注。

最后，我预测即将出现一个新的阶

段，我称之为一个向上超越的阶段。在

这个阶段，向上，确立新的美学原则，创

造新的美学形象，建立现代意义世界。

这样的一个阶段，首先是一个融会贯通

的时期，其次，应该是众多具有个人独

特风格和审美追求的优秀诗人相继涌

现。当然，最关键的，这一阶段还将有

集大成的大诗人出现。我相信，在这个

阶段，具有美学典范性的诗歌和诗人将

出现，甚至已经出现但有待发掘，这一

阶段，将确立真正的现代美学标准，呈

现独特而又典范的现代美学形象，从而

建构现代的意义世界，为当代人提供精

神价值，安慰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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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5 月 13 日

至15日，由中国作协诗歌

委员会学术支持，中国国

土资源作协、《关雎爱情

诗》、中国诗歌万里行组委

会、《新华文学》编委会、台

州市文联等单位主办的

“相聚天台山”首届全国诗

文大会在浙江天台山举

行。吉狄马加、叶延滨向

活动的举办表示祝贺，谢

冕、晓雪、黄亚洲、吴思敬、

吴传玖、温远辉、胡红拴、

祁人、康桥等来自全国各

地的诗人、作家200余人

与会。

天台山是我国传统诗

文积淀颇为丰富的“诗

山”、“文山”。活动期间，

“大好河山”中华全国诗文

联赋大赛揭晓并颁奖，最高奖“徐霞

客文学奖”由蔡旭凭作品《云飞浪卷

的西沙（散文诗四章）》摘得。此外，

《关雎爱情诗》2015年年度奖颁奖

会暨“天下情山 乌药为媒”主题诗

歌大赛颁奖会，“中国诗文金点”之

台州湾文丛、散文新势力丛书、诗歌

新势力丛书、《孙杰小说集》首发仪

式暨推介会，天台山爱情文化周启

动仪式暨诗歌朗诵晚会等活动也分

别举行。 （孙淡月 白沐仁）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解放军艺术学

院原研究员白刃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6年5月15日在京逝世，享年98岁。

白刃，笔名王爽、蓝默。中共党员。中

国作协第四届理事，第五、六、七、八届名

誉委员。1936年开始发表作品。1949年

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战斗

到明天》《南洋漂流记》，小说集《白刃小

说选》，戏剧集《白刃剧作选》，诗集《野草

集》，话剧剧本《兵临城下》，传记文学《罗

荣桓元帅纪事》及《白刃文集》（七卷）等。

诗歌《郑秀兰》《弟弟的眼泪》获山东文协

文艺奖，话剧剧本《糖衣炮弹》获中南军

区汇演优秀剧本奖，电影文学剧本《兵临

城下》获长春电影制片厂奖。

白刃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出版

社原“宝文堂”总编辑李庶同志，因病医

治无效，于 2016 年 5月 9日在北京逝

世，享年99岁。

李庶，民盟成员。1937年开始发表

作品。198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译著

有小说《小人国和大人国》等。

李庶同志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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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中国电力作协日前组织20位作家走

进山东海阳核电站，开展文学采风创作活动。此次

活动是电力作协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文艺

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的举措。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山东海阳核电站是国

家重点工程。作家们深入到海阳核电一、二号机

组的施工现场，了解世界首批三代核电AP1000

发展历程，直观海阳核电项目从开工建设到安装

调试、全面展开生产准备工作以及核电科技创新

成就，采访一线科技人员、操作员和工人，参观

山东核电科技馆，了解核电发展历史和核电技术

原理。

中国电力作协副主席潘飞说，这是一次“涉新”

的采访活动，新就新在“核电”的主题上。对核电的

了解会让作家们产生新的想象，激发新的灵感，生

活是创作的源泉。电力作家要尽情汲取营养，纵情

为职工书写、为电力放歌，努力反映核电建设成就

和核电职工精神风貌，浓墨重彩书写中国电力文学

新篇章。

尹汉胤、徐祖永、刘克兴、同玉梅、王彪、张文

睿、张晓楠、李艳杰、邹彩芹、李维宇、吉建芳、张

强、顾晓蕊、张俊、顾鸿继、缪虹晴、周武刚等参加

活动。

（王绮城）

电力作家走进山东海阳核电站

本报讯（记者 王觅） 近日，刘建宏《上半场》

新书发布会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张立宪、白岩松、

水均益、黄健翔等媒体人到场助阵。该书由人民文

学出版社出版，马国力、张斌、米卢、李章洙等分别

撰写了序和跋。

刘建宏199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

入职石家庄电视台，1996年和2000年分别参与创

办中央电视台经典体育栏目《足球之夜》《天下足

球》。2014年，他在解说完巴西世界杯后挥别央视，

出任乐视体育首席内容官。加盟乐视体育被刘建宏

看做是自己人生下半场的开始，因此他萌生了写一

本自传作品《上半场》的想法，与读者分享自己加盟

乐视之前的人生和职业经历。

《上半场》中着墨最多的是关于足球的内容。作

者从自己的足球启蒙写起，首次完整地分享了他与

《足球之夜》的故事，对其体育解说生涯进行了一次

整体梳理，并从媒体人的角度回顾了近20年来中

国足球、中国体育的点点滴滴。此外，书中还加入了

作者对家乡和亲人的回忆，读者从中可以看到一个

足球之外更为感性的刘建宏。

刘建宏新书讲述足球人生“上半场”

本报讯 李文朝抗战史诗

《血肉筑长城》手稿及原始创

作资料，近日被中国人民革命

军事博物馆永久收藏。捐赠

仪式于 5 月 12 日在军事博物

馆举行。军事博物馆馆长董长

军接受捐赠，向李文朝颁发入

藏证书。

长达180余行的长篇古风

《血肉筑长城》，是为纪念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创作

的。全诗分为序曲、第一部“国

破家亡”、第二部“浴血抵抗”、

第三部“砥柱中流”、第四部“正

义伸张”和尾声共六部分。作

者熟悉抗战历史，深谙传统诗

词创作艺术。全诗在《解放军

报》《诗刊》《中华诗词》等发表

后，受到各界好评。董长军说，

对于军博来说，收藏诗作者的

手稿、创作经过及相关原始构

思草图，还是第一次。之所以

进行这次收藏，一是因为这首

诗在内容上极具特色，是一部

全景式反映中华民族抗战胜

利的英雄史诗；二是因为诗词

的形式在传承中国传统文化、

唤起人们的爱国情怀、凝聚社

会正能量方面，发挥了独特的

作用。

（宋彩霞 何 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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