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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之际，
国内外著名诗人齐聚临高畅谈诗
歌发展，是为自由贸易港建设注入
文化内涵，提供精神动力。同时也
是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诗
歌之路的重要举措，意义重大。”
中国作家协会《诗刊》社主编、诗人
李少君在临高国际诗歌论坛上激
动地说。

9 月 26 日上午，由中国作家协
会《诗刊》社，临高县委、县政府联合
主办的2020年 21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国际诗歌峰会在临高开幕，开幕
式后，在这里举行了一场国际诗歌
论坛。

来自加拿大、俄罗斯等国家的
诗人，以及国内的著名诗人近30人
共聚于此，聚焦“海洋诗歌与大国自
信”，探讨海洋诗歌的独特魅力，对
如何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凸显海洋
诗歌的价值和魅力展开对话。旨在
发掘诗歌的力量，发挥诗歌在鼓舞
精神和抚慰心灵的作用，为加快推
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作贡献，扛
起历史担当。

海洋充满未知
等待诗人去探索发现

“海洋作为一个场域、一个象征，
既动荡不安，也带来希望。世界文化
的发展逐渐从陆地走向海洋，广袤无
边的海洋等待我们去发现，去倾听。”
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树才说。

“海洋物产丰富，具有开阔的品
质，赋予诗人丰富的创作题材。”省作
家协会副主席、诗人艾子认为，海洋
在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对外开放中意
义至关重要。“海洋作为人类共同体
的重要见证，我们应积极探索，写出
更多具有时代意义的作品。”她说。

“大地如此厚重，海洋如此宽阔，
面对大海，面对万物，我们应思考如
何加深与海洋之间的血肉联系，增进
与现实万物之间的互融共进。”四川
省诗歌学会副会长蒲小林说。

“海洋对于诗人来说，是创作的
源泉。对于内陆人来说，海洋是可
以无限探索的。”湖南省作家协会副
主席胡丘陵认为，与许多文学流派

不同，海洋诗歌似乎一开始不是从
文本中抽象出的一般概念，而是先
有诗歌主张，后有诗歌文本，是文化
资本、社会资本构成符号资本的诗
歌场域，海洋诗歌应是个人与社会
共振、诗歌与海洋匹配的大诗歌。

“在中国学习、生活、写诗，都是
源于大海的召唤。”俄罗斯青年诗
人、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硕士研究
生娜斯佳说，她生平第一次看到大
海就在海南。“中国是一个包容而伟
大的国家，就像大海一样，作为俄罗
斯诗人，希望用诗歌驾起中俄友谊
的桥梁。”她表示。

出生于顿河畔的罗斯托夫的伊
琳娜看来，海洋是无限的象征，仅凭
肉眼无法看清，但可以通过诗歌来
认识海洋，理解世界万物的本质，扩
展语言的界限。

推动新时代海洋诗歌发展
为自贸港建设添动力

“海洋的磅礴意象、巨大力量，丰
富了海洋诗人无尽的创作情感，启迪

他们的思想不断升华。面对21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学写作，新时代海
洋诗歌是一片绕不过去的大海，海洋
性书写是中国文学出海、走向世界的
一条重要路径，是文学自信的一个新
预设和新突破。”海南省作协主席梅国
云说。他认为，这次诗歌峰会举办对
海南自由贸易港文学事业发展和繁荣
是一种无形的推动。国内外富有影响
力的诗人齐聚临高，为海南带来了清
新的诗歌气息，给海南新时代文学和
自由贸易港文化注入了新鲜的活力。

李少君说，当前海南已是引领中
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鲜明旗帜和重要
开放门户，也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上的重要支点。作为文艺创作者，应
推动新时代海洋诗歌的大发展，掀起
海洋诗歌的书写热潮，贡献精神力量。

“诗歌始终是人心
之间最近的桥梁，诗人
永 远 是 燃 灯 者 。
进入新时代，诗歌
创作不能停止，
更要充满热
情 去 创

作。”中国作家协会诗歌委员会主任
叶延滨说。

临高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
孟伦表示，今年已是第二次组织召
开国际诗歌峰会，在举国上下同庆
国庆共迎中秋之际，在全省加快推
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大好形势下，
再次与中国作家协会《诗刊》社联合举
办诗歌峰会，旨在以实际行动融入“一
带一路”，加快推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
设，扛起历史担当，以文化大繁荣推动
临高经济社会大发展。

临高素有“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
乡”“中华诗词之乡”“中国曲艺之乡”
的美誉。近年来，临高每年举办20多
场诗词创作培训、诗词专题讲座、诗歌
朗诵沙龙等活动，在全县形成学诗、读
诗、赏诗、写诗的浓厚诗香氛围，不断
擦亮临高“中华诗词之乡”文化品牌。
目前，该县共建立19个学会、协会、诗
社、沙龙等社团组织，各级诗词组织会
员千余名，在各类报刊发表诗作上万
首，编纂了《南海文学》《临高古今诗词
选》《文澜诗词》《鸡肋集》《诗词艺苑》
等10余种文学诗词刊物。

“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精神动力”
——记2020年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诗歌峰会

9月26日晚，2020年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临高“丝路上的涛声”诗歌朗诵会在临高碧桂园金
沙滩酒店举行。近30名国内外著名诗人，以诗会
友，展望诗与远方，用激情和语言，唱响新时代海
洋诗歌的最强音。

清凉的海风吹拂。品鉴观赏完临高歌舞团姑
娘精心准备的哩哩美渔歌后，诗人们激情朗诵自
己在海南临高采风游历时激发灵感后创作的诗
篇，或吟诵自己发表过的得意作品，或高声朗诵海
内外著名诗人的作品，抒发诗意，呈现诗歌之魂。

临高风土人情独特，文化底蕴深厚，为诗词创
作提供了广泛的素材和题材，被评为“中华诗词之
乡”。黑龙江的诗人阿西到临高县皇桐镇古银瀑
布采风后，有感赋诗一首《古银河》“那个瀑布叫古
银瀑布，古是盘古开天辟地的古，银是银河落九天
的银，他们那个村的书记跟我说，古银瀑布就是他
们村的一个象征。古银河的曲折是我曾经的曲
折，河边茂盛的绿，如是我挥霍的灵魂，我的心，一
直随着弯曲的河水，向上喷腾，跳啊，跳啊。……
哦，天上之水已来到了眼前，她带着羞涩的兴奋，
带着急切的心……而这时的我，已经不再疲惫，如
是喝了一杯含无花果的清补凉。”

海洋诗歌是关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诗歌，是关
注自然、生态的诗歌。复旦大学外文学院教授、诗人
海岸深情朗诵自己在首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
际诗歌峰会所作《一切从大海出发》“······落日与
初阳，纯净又明亮。在阳台两侧位移。岁月的拐角
处，流水依旧。此刻，晚霞高过现实的喧嚣 。寂静，
却蕴涵着无限的生机。起伏的内心与行星呼应。一
样的脉动，一样的心灵。一切都从大海出发。”

诗歌是人心之间的交流，是心灵的沟通。诗
歌的魅力和感染力，感染着在场众人。

文明交流互鉴是古丝绸之路留下的精神财
富，展开对话与交流，相互学习，共同促进，营造多
元互动、百花齐放的诗歌发展局面，是21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国际诗歌临高峰会应有之意。

俄罗斯青年诗人娜斯佳在朗诵会上分享自己
留学杭州所作诗歌《美丽杭州——我的新家》，用
流利汉语吟诵自己喜爱的诗句，“美丽杭州，我的
新家，我来自贝加尔湖畔，那里碧波荡漾，那里绿
草如茵，那年我成为浙江大学硕士研究生，我一下
子就爱上了西湖……”她描绘自己眼中杭州西湖
美景，以诗抒情，表达自己对杭州的爱恋。

展望诗与远方

临高“丝路上的涛声”
诗歌朗诵会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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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7日上午，“隔海观诗”中外诗歌对谈在
临高举行，近30名国内外诗人在全球化的当代国
际大文化背景下，结合各自文化和母语体系结合
海洋诗歌发展展开对话与探讨。

加拿大诗人、现任教于上海外国语大学西外
创意写作中心唐浩宇首先开讲。他讲解了乔纳森·
马尔卡希的加拿大视觉诗歌中的海洋主题。他认
为，视觉或具象“诗歌”，指文本或语言元素在页面
上的布局，与文字的内容同等重要，在一些后现代
的情况下，文本的传统意义完全消失。他说，诗歌
的发展就跟海浪一样，只会一直往前，不会后退。

听完唐浩宇的演讲后，会场掀起了讨论的热
潮。中国诗歌网总编辑、诗人金石开说，唐浩宇谈
到诗歌能通过图片符号的形式表述，这给中国诗
歌创作增添了更多表达方式，值得探讨。

鲁迅文学奖获得者、诗人汤养宗认为，国外诗
歌创作者的探索精神值得肯定，但不能局限于形
式。诗歌依靠文字情感的表达，其中体现的诗意
才是诗人思想的直观反映。

接下来，诗人们结合海洋诗歌的意义、价值与
发展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大海的诗歌元素极其丰富，大海是诗人天然
的灵感发生器。”来自黑龙江诗人阿西表示，面对
大海，每个诗人都会无形之中有感而发，创作出优
美的诗歌，大海是诗人抒发感情的载体。

“海洋代表着包容、开放。许多诗歌中都已涉
及海洋，海洋作为诗歌的意象，对诗歌发展有促进
作用。它是人类精神创作的源泉。”湖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教授吴投文说。

俄罗斯青年诗人娜斯佳说：“海洋是生命的摇
篮，也是诗歌的摇篮，海洋有我们需要的一切，冲
击着心灵，我们要用心去发现。”

上海诗人海岸还介绍了《全球化语境下当代
海洋诗歌价值》，回顾了海洋诗歌的历史，希望诗人
们能“一切从海洋出发，一切又归于大海”。

在关于中外诗歌的差异问题上，诗人们各
抒己见，积极探讨。“古今中外海洋诗歌是一种
力量，能不断催促人的思绪。”中国社科院外文
所研究员树才认为，欧洲通过航海或者其他方
式对大海认知和理解，而中国以敞开包容的姿
态通过海洋对外开放。方式不同，对诗歌表现
形式也有所不同。

“中外诗歌意境存在差异。”诗人蒋浩说，中国
诗歌重结果以及追忆，感叹时间流逝，而外国诗歌
更注重未来，从中体现出的开拓进取的精神。所
以，中国诗歌的“进化”应从山水田园到海洋诗歌，
最后向太空领域进发，但需要时间。

南昌市诗歌学会副会长、诗人毛江凡说，海洋
诗歌是诗人表达对友人一种距离和情怀的寄托。
从古至今，名人典范无不与海洋文化紧密相连。
他认为借助这次中外诗歌对谈碰撞，能令中国海
洋诗歌的视野更加开阔。

中国作家协会诗歌委员会主任叶延滨说：“历
史上，我们对海洋及其‘衍生品’抱有排斥态度。
我们只有大国之情，海洋意识还不够，更应该积极
开拓进取。诗歌亦海，不仅能表达情感，更能跨越
时空而交流。”

“隔海观诗”中外诗歌对谈

思想交流碰撞
共话诗歌发展

9月26日至27日，2020年21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诗歌采风团的近
30名国内外著名诗人走进临高县临
高角解放公园、王佐故居、皇桐镇、彩
桥红树林等地，领略临高秀美风光，感
受临高特色文化。

采风团首先来到临高角解放公园
实地采风。临高角是人民解放军
1950年渡海作战解放海南的主要登
陆点，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和人
文景观。讲解员现场向采风团成员讲
解了临高角解放公园的建设情况及百
年灯塔的历史由来，回顾当年海南临
高角渡海作战的激烈场景。

当看到矗立在公园内的解放海南
纪念塑像——热血丰碑时，诗人们纷
纷拿出相机拍摄，俄罗斯青年诗人娜

斯佳还将自己与塑像的合影上传到朋
友圈。“这是第一次来到临高，看到这
个雕塑非常有亲切感，我们俄罗斯也
有很多纪念塑像，这个地方给我非常
大的创作灵感。我已经开始酝酿写一
首诗。”娜斯佳说。

当天娜斯佳就创作出一篇题为“我
在海南临高找到了宝藏”的现代诗歌，发
布在美篇上，“一直希望找到一个地方，
寂静、神秘……没想到，海南的临高，突
然，我就发现它了；就是它！就是海南的
临高角，突然感觉，我思想里所有的中国
力量，都集中在这个又大又安静的角落
里了；需要热烈的时候，它也很繁华，需
要安静的时候，它就变成了一个，隐秘的
宝藏之地，谁也找不到；我跟安静的海
水、椰林坐在一起，我的四周只有风，很

远的地方，有一只海鸥；一个来自俄罗斯
的姑娘，幸福地找到了这个宝藏……”

位于临高县博厚镇透滩村爱国诗
人王佐的故乡，这里是有着800多年
历史的文化名村，古色古香的礼魁坊、
节孝坊和一株株参天的古树……每一
处都洋溢着浓浓的文化气息。采风团
成员来到这里感受王佐故居浓厚的古
迹景观和文化气息。

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树才说：
“王佐是海南的四大文人之一，我早有耳
闻，今天来到这里，怀着一种崇敬的爱和
向往的心情。这不仅反映出当时的明代
皇帝对文人和学者的崇敬，也说明海南
临高的文化底蕴是非常深厚的。”

位于皇桐镇居仁村的古银瀑布，
又称居仁瀑布，是“临高八大景之一”，

瀑布从悬崖经洞壁飞泻而下，似烟如
雾，美不胜收。在这里，采风团成员纷
纷感叹于瀑布之美，表示准备创作有
关临高自然风景的诗歌。

“这一次采风，让我们真正感受到
了临高的美。这是天上之水，我们都
感到非常震撼，不仅看到了瀑布的激
昂，还能联想到海的辽阔。古银瀑布
的跳动情绪，瞬间的冲击，能激起思想
的火花，带来创作灵感。”来自黑龙江
的诗人阿西说。

27日下午，采风团成员还深入彩
桥红树林湿地公园采风，领略临高美
景，感受临高独特的风土人情，聆听了
渔歌“哩哩美”。国外诗人伊琳娜认
为，临高的红树林有别于南亚的红树
林，具有当地特色，对诗人的创作非常

有帮助。她说：“诗歌的创作不能仅从
创作者的内心出发，外力的介入才能
更好地激发创作的灵感。”

采风活动使国内外著名诗人对临
高有了更直观的认识，感受到了临高作
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中华诗词
之乡”“中国曲艺之乡”的独特风情，为
诗歌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灵感。

近年来，临高牢固树立“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理念，坚持走“生态+文
化+旅游”多轮驱动发展路子，全力保
护开发临高千年古城，提档升级临高
各大景点招牌，使全县生态旅游呈现
良好发展态势。

近30名国内外著名诗人深入临高特色景点实地采风

这里让人灵感迸发

9月26日至27日，2020年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诗歌峰会在临高县举办，近30位中外诗人、学者、翻译家，聚焦“海洋诗歌与大国自信”，以开放包容之心态、交流互鉴之视野，汇集诗家的智慧，
唱响新时代海洋诗歌的强音，共同谱写海洋诗歌的新篇章。本次国际诗歌峰会期间还组织了临高角等地实地采风、诗歌朗诵会、中外诗歌对谈等活动。 袁才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