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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自然的美育启蒙

“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
方向。”这句歌词出自歌手崔健1989年
的作品《花房姑娘》。同一年，李少君大
学毕业，不顾家人反对，只身来到海南
岛。他是湖南人，从未见过大海，火车一
到湛江，他就被眼前的自然风光所打动，
等到了海南岛，李少君很是震惊，在海边
跳了一夜舞，指着大海，高唱崔健的歌。

李少君素有“自然诗人”的美誉。
他认为，中国之美是建立在自然之美
的基础之上，是自然之美与人文之美
的结合，而自然与诗歌艺术有着漫长
的亲缘关系。读大学时，李少君就一
直向往着大海与远方，写过《想去看大
海》等一些关于海洋的诗歌。

他曾经把自己的诗歌概括为“湖
海以远”。湖海，是指他生活过的湖
南、湖北和海南。他从小长于风景秀
美的湘乡小城，就读于风景优美的武
汉大学。“湖南湖北以洞庭湖为界，在
这里，我建立起关于江湖的概念，为人
处世总带些江湖气。”对他来说，自然

山水从来就是他的老师，启蒙他对于
美、对于人生的概念。

“后来到了海南，天涯海角在人们
心目中是最遥远的地方，也给予人无
限的想象力。我向往远方，也在这里
培养起了海阔天空的胸怀。”李少君对
海南情有独钟，栖居海南的生活，不仅
形成他对自然的直观直觉的认识，还
建构起他关于自然的信念，更是留下
大量有关海南的诗歌文学作品。

与海南一起成长

海南建省后的第一批“闯海人”，李
少君在海南工作与生活了25年。海南
有他青春的记忆，有他奋斗的回忆，看
着海南从一开始连红绿灯都没有，到如
今已成为旅游胜地，李少君感慨万千。

他说，看到今天的海南，他很激
动，这个激动源于他与海南在一起成
长。当初，他抱着创业的想法来到海
南，想在梦想中的乌托邦创下一番事
业，最终如愿得到锻炼与成长，从一个
名不经传的小青年，成为《天涯》杂志
的主编与海南省文联专职副主席，后

又担任《诗刊》副主编。
“与我一起‘闯海’的同学有23人，

最后只剩下3个人。”李少君回忆道，他
内心一直有个文学与诗歌梦，他一直坚
信在海南能够实现这个梦想，能够做一
些有意义的事情。“虽然现在还没有完
全实现这个梦想，但我一直在沿着自己
向往的这条路前进与探索。”

海南应成为诗意的象征

李少君热爱诗歌，在他看来，诗歌
是一种心学，也是一种情学，本质上是
一种感受、学习并领悟世界的方式，诗
是最佳也最精粹的一种情感方式，诗歌
是一生的修行。“心通天地万物，心是具
体的、个人性的，但可以心心相通，以心
传心，他人亦能感受、体会、理解。”

《南渡江》《我的永兴岛》《忆岛西
之海》《鹦哥岭》……翻开李少君的新
书，俯首皆是有关海南的诗篇。他认
为，海南岛应该成为诗意的象征，要真
正成为有影响的旅游目的地或旅游胜
地，还需要文化内涵，文化内涵其实还
是需要创造一种诗意的生活方式、诗

意的一种美学吸引力。
“有些是大海湾，有些是小海沟/

比起东部的海，它们要寂寞许多……”
这躲在密密麻麻的木麻黄背后的海，
是海南西部的海，它的浪花时常撩拨
着远在北京的李少君。在他心里，他
从未离开过海南，那片海一直跟随着
他。“等我以后退休了，我还会回到海
南，这里有我的朋友，我的青春。”

1950年代的《三月三》《碗舞》，
1960年代的《草笠舞》《踩泥》，1970
年代的《喜送粮》《踩波曲》，1980年
代的《摸螺》《彩线》……从“黎舞之
母”陈翘将海南黎乡歌舞带到更广阔
的舞台，再到今天的众多根植于这片
土地、传承本土民族特色的舞蹈新
作，海南舞蹈的发展离不开一代代艺
术家们的努力，更离不开这片水土的
浸润与培植。

时至今日，以舞蹈精品亮相国内
大舞台，参与国内艺界盛事于海南而
言已并非难事，而海南舞蹈真正渴
望、需要去做的不再只是简单的“带
着作品参赛”，而是要以不断增强的
文艺实力在舞蹈界“发声”，让海南成
为中国舞蹈事业发展过程中的“节
点”，成为舞蹈事业繁荣发展版图中
的“聚点”。

“这些文化品牌的进入不仅是带
来一次或几次颁奖，以‘荷花奖’为
例，我们希望可以通过盛典吸引更多
相关舞蹈培训班、舞蹈比赛来到海
南。”彭煜翔说。

不可否认，对于海南的舞蹈艺术

家们而言，略有遗憾的是此次盛典虽
是在海南举办，但却未能有本土作品
获奖。“我想，这也是在激励着我们不
断去创作，提高认识和紧迫感。”在彭
煜翔看来，经过多年的打造积累，舞蹈
人才已经成为海南具备的优势之一，

下一步，创作人员还要不断提高作品
的创作编排水平。除了创作大剧目
外，也要打造短小精悍的舞蹈作品。”

看过芭蕾舞《祖国赞美诗》的中
央芭蕾舞团团长冯英认为，旅游产业
为海南带来了广阔的文化市场，也打
下了不错的观众基础，海南可以借助
这一优势考虑成立自己的芭蕾舞团。

“对于海南的舞蹈事业发展我们
还是很期待的，因为这里有着丰厚的
民族文化和优秀传统，同时，作为改
革开放的前沿阵地，这里又受到了全
国人民的关注”，冯双白鼓励海南舞
蹈艺术工作者多走出岛外，开阔眼
界，站在艺术制高点上为海南创作更
多好作品。

期待海南创作更多舞蹈精品

中国舞蹈界最高奖项“荷花奖”颁奖盛典三亚举行

以 发声 让海南舞动中国

■ 本报记者 尤梦瑜
实习生 符桃心

1月8日晚上的三亚
大东海广场灯光炫丽，歌
舞纷呈。“舞典华章——
2017年中国舞蹈荷花奖
颁奖盛典暨获奖作品惠
民演出”在此举行。此次
盛典对获得第十届中国
舞蹈荷花奖民族民间舞、
现代舞、当代舞和舞剧舞
蹈诗四个子项的获奖作
品进行集中表彰，同时，
这其中的多个获奖作品
在晚会盛典亮相演出，丰
富广大三亚市民和游客
的文化生活。

“荷花奖”是中国舞
蹈领域内的最高奖项，也
是国内仅有的舞蹈类评
奖。值得一提的是，此次
颁奖活动是在全国性文
艺评奖制度改革后，“荷
花奖”首次举办的颁奖活
动，于“荷花奖”乃至整个
中国舞蹈界而言都具有
重要的意义。中国舞协
主席冯双白、被称为“中
国第一只白天鹅”的老一
代舞蹈艺术家白淑湘
……舞蹈界的多位重量
级人物齐聚海南，在盛典
余韵中感受海南舞蹈事
业近年来的发展风姿。

从早些年的歌舞诗《达达瑟》、人
偶剧《鹿回头》，再到近些年来的舞剧
《东坡海南》《黄道婆》、舞蹈诗《黎族
家园》，海南舞蹈事业从相对薄弱的
基础上起步，广大文艺工作者通过不
懈努力取得了不小的成果。这些作
品先后登上国家级舞台，为海南赢得
荣誉的同时也让全国舞蹈界人士及
省外观众感受到了海南舞蹈这些年
来的发展变化。

在冯双白看来，在转企改制后，
海南省歌舞团、海口市艺术团等本地
艺术院团积极创作，活跃在国内舞台
上，多年来的积累让海南舞蹈事业发
展有了明显的成效，这是此次盛典选
择海南的重要原因之一。

“经过全国性文艺评奖制度改
革，荷花奖的奖项大幅减少，含金量
也就高了；与此同时，相较于以前的
各自颁奖，此次盛典是我们首次集中

颁奖，所以大家都很期待这次典礼的
举行。正因如此，许多省市都在争取
这个‘首届’集中颁奖的举办权。”冯
双白介绍，入冬的三亚作为大量“候
鸟”的居住之地，期待能够打造一些
文化热点，加之海南本身具备的冬季
旅游优势，最终，在海南省委、省政
府，省文联以及三亚市委、市政府的
大力支持下，“荷花奖”颁奖盛典落定
三亚。

作为海南省舞协主席，省歌舞团
团长彭煜翔一直推动着颁奖盛典在
三亚举办的工作。“海南在加快建设
国际旅游岛的过程中，特别今年又是
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需要
引入像‘荷花奖’这样的国家级文化
品牌，借助这样的高水平文化品牌，
不仅可以为我们带来行业内、专业内
的前沿信息，也可以增加我们海南的
知名度。”彭煜翔说。

“荷花奖”颁奖盛典三亚举行

每一届“荷花奖”评选都能够收
到来自国家艺术院团、地方艺术院
团、艺术院校等多方的大量参评作
品，作为中国舞蹈界的“最高荣誉”，
其获奖作品也代表着中国舞蹈发展
的“最高水平”。

在本次“荷花奖”颁奖盛典上，
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带来的藏族
舞蹈《布衣者》、延边大学艺术学院
带来的朝鲜族舞蹈《觅迹》、空政文
工团带来的独舞《盒子》、四川省绵

阳市艺术学校带来的《滚灯》、重庆
歌舞团有限责任公司带来的舞剧
《杜甫》片段《丽人行》等，以独到的
创作理念，高超的展示手法和精彩
的舞蹈演绎收获三亚观众的赞誉。

从一个个独具特色的舞蹈作品
中人们也不难发现，除了用舞蹈表现
民族特色，展示优雅之外，越来越丰
富的内涵被创作者们注入作品之中。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演出中的
多个节目，如舞蹈《盛典》《祖国赞美

诗》均是由海南省歌舞团及其附属
芭蕾舞蹈学校的演员和学生们演
出，展示了海南近年来舞蹈人才培
养的成果。

在颁奖典礼上，著名舞蹈表演
艺术家王小燕带来了她的“看家”舞
蹈——具有浓郁东北特色的秧歌舞
蹈《火辣辣的爱》，王小燕曾在国内
诸多重要舞蹈演出中表演过这段舞
蹈，而此次省歌舞团为其带来的伴
舞得到了她的大力肯定。

本土舞蹈人才初露“尖尖角”

访谈

李少君在分享会现场为读者签名。

《阿见的诗》近日出版
本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记者刘麦）海南作

家、诗人阿见的新书《阿见的诗》近日由江苏凤凰
文艺出版社出版。

《阿见的诗》精选了诗人阿见二十多年间创
作的百余首诗歌，真实记录了诗人丰富的心路历
程。对生活的思考、对亲情的展现、对乡情的怀
恋，诗人的情感在时光的磨砺中，沉淀出厚重的
文字，自由自在地在尘俗里、在笔墨间缘情而发，
一唱三叹，回味绵长。

《阿见的诗》中有快乐，也有苦闷；有温暖感
动，也有流年感伤；有思想的碰撞，也有青春的躁
动和彷徨；负载着亲情爱情的甜蜜，也透露出内
心的苦涩与孤独。特别是经受时光淘洗与世事
打磨、尝尽人世悲欢离合之后，诗人对于人生，有
了深刻的体验。

张传伦海口解码苏东坡：

一蓑烟雨任平生
■ 本报记者 侯赛

千百年来，因为他的诗词，苏东坡在人们心
中一直是一个豪迈奔放的形象。生活中的苏东
坡，真如他诗词中一样吗？

近日，当代作家、收藏鉴赏家张传伦受海南大
学邀请，为大家解码了一位大家所不了解的苏东
坡。当天，张传伦不讲苏东坡的文学成就，而是集
中精力探讨苏东坡在真实生活中的个性体现，带
大家走近一位生活上落魄不堪、政治上失意失落、
对人生颇感失望的苏东坡。

“在海南时，他还编写寓言”

先说生活上的苏东坡。张传伦从东坡被
贬谪海南后的生活谈起，解读他在海南岛所
度过的艰苦岁月，以及他战胜困难的种种生
活细节，让大家体会到东坡豪放幽默文字下
的辛酸与困顿。

苏东坡到海南后，生活极其窘迫，已经到了
“尽卖酒器，以供衣食”的地步，只剩下最心爱的
“荷叶杯”，留以自娱，但他很快适应了这种生活，
竟然喜欢上了海南岛的方物土产。

比如，他发明了牡蛎的吃法，还幽默地告
诫儿子，千万保密，不要让中原人士知道天下
还有如此美食。再比如，在岛上闹饥荒的时
候，平时吃不上大米的苏东坡却能吃上似乎
比大米还好吃的“玉糁羹”。而这“玉糁羹”主
要是以芋头做成的。东坡大赞“玉糁羹”是

“人间绝无此味也”。
“在海南岛上生活最艰苦的时候，东坡还

在编写寓言，因为他的语汇太美，使得人们不
容易发现其中潜藏的悲辛。”张传伦举东坡的
杂记《学龟息法》为例，东坡父子为了节省不
够吃的粮食，学传说中的龟息之法。张传伦
称每每读到这篇文章，都会为东坡所历尽的
辛酸落泪。

“东坡在海南的生活看似快活，事实上却困
顿不堪，他做梦都想回到中原。”张传伦讲述，元
符二年（1099年），一天夜里，东坡忽然梦见魏公
韩琦托梦告诉他“北归中原，当不久也。”梦醒之
后，他既喜且悲，将信不敢信，郑重地铺纸研墨，
焚香祷告，要默写自己在中原时所作的八篇赋，
若一字不错，梦想肯定会成真，而后来回中原之
梦果真实现。

“临终前，他不谈儒宗”

而要说东坡对政治上的失意和对人生的失
望，可以从他晚年回到中原的生活中窥之一二。
苏东坡万劫归来，一切皆已释然，心劲、心气也就
随之去了。他预感大去之期不远，此时了无生趣
的人生态度表现在常州居停的一年时间里，拒绝
看病治疗不见医生，甚至拒绝吃饭，他极端的消
极理由是：“庄生闻在宥天下，未闻之天下也，如
此也不愈则天也，非吾过矣。”

之所以说东坡对自己一生是失望的，还可
以从他临终前的世界观看出。张传伦说，生命
垂危的东坡，在临终关头，没有一句话谈及儒
宗，众所周知，东坡本是一位儒者，儒者讲究

“立功立言立德”，而想要实现这个愿望，必须
要有官场这一平台，可北宋政治黑暗，皇帝昏
聩，奸臣诡谲，这一平台早已坍塌，东坡的政治
理想也随之破灭。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这才是一位真实的苏东坡。

诗人李少君：

“海南岛应是诗意的象征”
■ 本报记者 徐晗溪

诗人李少君是海
南建省后的第一批“闯
海人”。最近，他的新
诗集《我是有背景的
人》由武汉大学出版社
出版发行，作为珞珈诗
派丛书第一辑，共收录
李少君新作和代表性
诗作150多首，绝大多
数都与他旅琼生活经
历有关。

1月2日下午，李
少君诗集分享会在海
口水巷口国新书苑举
行，李少君携其新诗集
《我是有背景的人》畅
谈其诗学和美学观念，
吸引了不少关注。

1月8日晚，来自海南省歌舞团
附属芭蕾舞蹈学校的群舞《祖国赞美
诗》。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1月8日晚，2017年中国舞蹈“荷花奖”颁奖盛典暨获奖作品惠民演出在三亚举行。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获得第十届中国舞蹈“荷花奖”
舞剧舞蹈诗奖的《杜甫》选段。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