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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浴在椰风海韵中的海南向来就
是一个充满诗意的地方，美丽的自然风
光与淳朴的人文景观在这里融合，使海
南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诗歌岛。在这座
充满诗意的海岛上，人们不仅爱诗、写
诗，还将诗意灌注进日常的生活，将生
活过成了诗。诗歌带给海南梦想的帆，
在时代的风中，海南正承载着中国梦远
航。

海南诗歌的美源自对生活的挖
掘。早在东坡先生来到海南之前，就有
黎家先民的民歌谣曲在人们口中流传，
这些民歌虽然今天已经无从知晓其内
容，但从那首源自黎族民歌的《久久不
见久久见》中还是可以想象其质朴的本
色。及至东坡临琼，南迁的惆怅也很快
被生活的趣味所冲淡，以至于他在临别
之时依依难舍，并称“我本儋耳人，寄生
西蜀州。”还在诗后半开玩笑地说：“新
酿甚佳，求一具理。漫写此诗，以折菜
钱。”生活之趣给海南诗歌带来了恬然、
淡泊、乐天知命的底色，这是一种源自
中国文士传统的风流，它从东坡先生处
一直延绵到了今天。对生活的关注使
海南诗歌尤其注重身边的风物，例如符
力笔下随意且肆意生长的腰果；洪光越
笔下太阳每日照常升起的城市生活；陈
波来笔下富有人情味的台风；当然，还
有陈亚冰笔下“像年轻的老母亲”的大
海以及李其文笔下瀑布如“甘甜的山栏
酒”的群山。在海南，诗歌与生活本身
保持着一种舒缓的关系，诗人们从容地
徜徉其中，俯拾点滴诗意。

海南诗歌的美源自对理想主义的
追寻。“十万人才下海南”将理想主义
精神播种在这方热土上，此后，一代代
的“闯海人”在诗中写下了他们的梦想
与执着。海南籍的诗人远岸，他的心
中有一面“红帆”，期待着连接海域，向
着远方航行；还有跨越海峡而来的黄
葵，他在椰子与芒果成熟时的喜悦中，
偶尔也会思念故乡。最能代表“闯海
人”理想主义精神的当数李少君的《闯
海歌》，这是一代人的共同记忆，也是
他们留给海南的精神财富，只读一篇
就足以令人热血沸腾，当由《闯海歌》
改编的舞台剧《大海》公演时，在场观
众多为之动容。

海南诗歌的美源自时代赋予的历
史使命。新时代为海南诗歌提出了更
高的审美要求，也为其提供了更广阔

的发展空间，海南的自然、人文以及比
陆地更为宽广的海洋都成为了诗人们
重点关注的对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海南以其独特的自然资源哺育
了众多诗人，被称为“自然诗人”的李
少君在大片礁石、野菠萝和木麻黄间
找寻海湾的意义；黎族诗人李星青沿
着黎村弯曲的小径寻找通向心灵归宿
之路；刘贺圣则在墙根顽强生长的各
种草本植物中看到了和谐的宁静。而
东坡文化也在新时代里为海南带来了
新的启示，诗人彭桐追寻着苏轼的脚
步，在古书院内、在载酒亭里倾听这位
先贤的教诲，在“踏青去”的洒脱中寻
找人生的真意。当然，最令人瞩目的
还是近年来蓬勃发展的海洋诗歌，海
南是海洋大省，也是祖国的海防前哨，
海南诗人们也自觉承担起了向海洋进
军的文化使命。近年来，在海南省作
家协会的推动下，涌现出了一批致力
于书写海洋的诗人。乐冰在 16万字
的长诗《祖宗海》中细查南海渔民的历
史，从曾经的苦难与今日的幸福中寻
找沧桑巨变的答案，长诗一经发表便
引起诸多关注。在这一片蔚蓝中，艾
子、雁西等诗人看到了民族的脊梁和
祖国的尊严，杨碧薇走得更远，她在
《下南洋》中沿着历史上“南洋客”的足
迹来到了东南亚，在异国他乡看到了
中华传统文化的力量。

海南诗歌的美还来自不断进取、
锐意创新的精神。在海南自贸港的建
设过程中，诗人们也用自己的诗作绘
制出一幅宏大的历史画卷，为奋斗者
们加油打气。“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
所有的叶子摇曳着一个金秋的梦想/
这是一个崭新的时代/每一个人都在
辛勤播种，收割希望”，乐冰在《奋进
吧，海南自贸港》中道出了海南的心
声。伴随着海南自贸港的建设，一批
更为年轻的诗人正在迅速成长，几乎
可以说是“00后”的诗人陈航用摄影
镜头式的诗句捕捉着一个个海南发展
的瞬间；而李枕威则游走于城市与乡
土之间，用自己的经历为更年轻的自
贸港人解答生命的疑惑。

其实，踔厉奋发的海南自贸港何尝
不是一首波澜壮阔的大诗，这首诗正以
其荡气回肠的气势感召着五湖四海的
有识之士，用自己的汗水和努力在其中
留下自己的名字。

上古遗风与东坡诗韵

海南最早的诗当数民歌，民歌的古
风古韵至今仍在海南广为流传，影响了
当代文艺作品的创作。著名现代芭蕾
舞剧《红色娘子军》中许多曲目都有海
南民歌的影子，经典的《万泉河水清又
清》就是以黎族民歌《五指山歌》的词曲
为底本，雄壮有力的《红色娘子军连歌》
中也能听到海南地方戏的旋律。陈光洲
的《解放军来到亻赤黎寨》、谢青的《美不过
黎家三月三》，还有在中华大地广为流传
的《久久不见久久见》等都是海南民歌与
当代艺术结合而产生的佳作。

毫不夸张地说，在海南，无事无物
不能入诗入歌，乐天、达观、与世无争、
与自然和谐共处是海南民歌的底色。
也因如此，当仕途失意的苏轼来到海南
后，竟意外迎来了创作高峰期。“野老已
歌丰岁语”，面对海南岛处处蓬勃向上
的生命，本就生性达观的东坡又有什么
理由不释然呢？

“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
荒。”在东坡诗词影响下，诞生了海南第
一位举人，诞生了绵延千年的海南东坡
文化，历代文人墨客由此隔空与这位宋
代大词人应和、唱酬。当然，文化的影
响是相互的，当苏东坡为海南带来中原
文化时，海南文化也影响着苏东坡。且
看那一句“但寻牛矢觅归路，家在牛栏
西复西”。字里行间也有了些黎家山歌
的影子。文化的碰撞、交融，带给海南
更加丰富、多元的诗意。

时代风潮下的诗歌创作

海南的诗意是火热的。20世纪的
风起云涌搅动了海南诗歌原本恬然自
足的诗意，唤醒海南诗人以切实行动投
身火热时代。

在海南现代诗歌发展史上，征军是
一个值得纪念的名字。原名施继仕的
征军，1913年生于海南，是海南当时最
具影响力的左翼诗人。在那个民族饱
经蹂躏的年代，征军用他的诗激励着琼
崖儿女与强敌进行斗争，那个与世无争
的岛屿在他笔下沸腾了：“海南岛，/我的
母亲！/你的儿女在艰难中又扇起了红
焰，活跃地唱着爱护国土的曲调。等着
太平洋的波涛卷起暴风雨时，你就会在
这浪头沐着新的阳光呵！你永远是南

中国美丽的海岛。”（《海南岛，我的母
亲》）海南在诗中化身为抵抗外敌的海
上前哨，沐浴了战火洗礼的岛屿毅然背
负起了艰巨的时代重任和历史使命。

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海南，海南
诗歌又在时代浪潮下呈现新的风貌。
在“十万人才下海南”的浩浩荡荡中，敢
闯敢拼敢干的精神赋予海南新的诗意，
激情与诗意的交织使海南成为了一个
诗歌之岛。无论是否琼籍，在这座岛上
的人们大多愿意写上一些诗，捕捉社会
脉动下内心的悸动，这几乎成为此时海
南生活的常态。

理想的回望与沉思

海南的诗意是深邃的。时代的需
要带给海南诗歌以激情，也让海南诗人
们常常回望，思索这座岛屿的前世今
生，关注琼崖大地上众生万物的生存状
态。他们以生活为原点，用诗歌拓展着
自己认知的疆域。

影响了海南一代人精神的“闯海”，
不仅是一个历史事件，还是一个精神事
件，它为海南诗歌带来了理想与激情，
成为海南精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李少君的长诗《闯海歌》就是对这段历
史的回顾，那个“迷信海洋是史诗、英雄
与奇迹发生之地”的少年，执着地要“在
海上建一座宫殿或某种海市蜃楼”。从
海口到三亚，从南海渔港到翡翠小城五
指山，他见证着海南的历史与现在，畅
想着海南的未来，最终骄傲地唱出了

“我是有大海的人”。
海南的自然和人文都能引人沉

思。诗人张伟栋道出了海南对一个诗
人的意义：“身体里有大海，那海水一遍
一遍地/将我们吞没，而身体里的飞机/
正载着我们飞在天上”（《感官之诗》）。
海南以它的丰饶召唤着诗人将海浪的
声音灌注进每一行诗句。诗人江非则
善于写河海交界处的沙洲与树林，写那
些在入海口执着抛洒渔网的人们。他
看到一块卵石在河滩上沉睡，发觉“在
它还没有被从古老的大地中/分离出来
时，就是如此静如黄金”（《落日下的河
流》）。当然，激发诗意的并不仅仅是海
洋与河流，还有那些屹立于海南中部的
高山，年轻的诗人们正在山海之间寻找
着海南岛文化的源流。比如黎族诗人
李星青，用自己的爱与诗意书写着黎村
的月色、春天以及充满希望的下一代。

驶向新的蔚蓝

海南的诗歌是与时俱进的。海南
自贸港建设将海南推向了历史的前台，
海南诗歌也在新时代获得了新的生机
与活力。

近年来，在《诗刊》社、海南省作家协
会等组织的推动下，诗人们开始以集体
的姿态向海洋进发，他们已不满足于探
索这片岛屿的陆域，而是向宽广的远海
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尤其是浩瀚的南
海和美丽的三沙市，更成为诗意的源泉。

最令人瞩目的，当数坚守在一座座
岛屿上的解放军官兵。军旅诗人王登
平在造访三沙后感叹“你的平安，牵动
着亲人的神经；/你的美丽，再也不容他
人侵扰”（《西沙行》）；而曾经为名曲《西
沙，我可爱的家乡》作词的诗人苏圻雄
再次为三沙放歌：“向南向南，爱抚千礁
百岛，/向南向南，气贯辽阔海天，/向南
向南，演绎人生精彩，/向南向南，书写三
沙新篇。”（《向南向南》）在西沙“祖国万
岁”石刻前，刘笑伟看到了一代代士兵

“忠诚热血里最隐秘的那种红/最无悔的
那种红/汗珠和血液提纯出的那种红/忠
诚和大爱冶炼出的那种红”（《描红》）。
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守护在南海上的
英雄，诗人们才能够在这一片蔚蓝中发
现更大的诗意——张定浩“在蓝色中分
辨蓝色”“在岛屿上寻找岛屿”（《在三
沙》），杨章池看到“三沙，三群洁白晶莹
的沙子/在蔚蓝的向往中抱成一团”（《三
沙，蔚蓝的绽放》）。来自各地的诗人们
用自己的诗作筑就海上文化长城，守护
着祖国的海疆，也呼唤着更多人加入这
支蓝色的队伍中，在理想的航船上满载
中国梦，驶向新的蔚蓝。如今，不管是
否生长在这片土地，越来越多的诗人开
始以自己的方式关注海洋，用“海洋的
诗”汇聚起“诗的海洋”，拓展了新时代
诗歌的表达空间。

随着海南自贸港建设的步伐加快，
海南的诗意将更加丰富、瑰丽、精彩，海
南的诗歌也将肩负起更为重要的历史
使命，正如乐冰在《我歌唱海南自贸港》
一诗中所写：“时间会告诉未来的人们/
海南的辉煌/有我们的汗水创造/有我们
的责任和担当”。

（本文转载自《人民日报》海外版。
作者系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副
教授）

减字木兰花·己卯儋耳春词

■ 苏轼（宋）

春牛春杖，无限春风来海上。
便丐春工，染得桃红似肉红。
春幡春胜，一阵春风吹酒醒。
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

五指参天
■ 丘濬（明）

五峰如指翠相连，撑起炎荒半壁天。
夜盥银河摘星斗，朝探碧落弄云烟。
雨余玉笋空中现，月出明珠掌上悬。
岂是巨灵伸一臂，遥从海外数中原。

闯海歌·我是有大海的人
■ 李少君

从高山上下来的人
会觉得平地太平淡没有起伏

从草原上走来的人
会觉得城市太拥挤太过狭窄

从森林里出来的人
会觉得每条街道都缺乏内涵和深度

从大海上过来的人
会觉得每个地方都过于压抑和单调

我是有大海的人
我所经历过的一切你们永远不知道

我是有大海的人
我对很多事情的看法和你们不一样

海鸥踏浪，海鸥有自己的生活方式
沿着晨曦的路线，追逐蔚蓝的方向

巨鲸巡游，胸怀和视野若垂天之云
以云淡风轻的定力，赢得风平浪静

我是有大海的人
我的激情，是一阵自由的海上雄风
浩浩荡荡掠过这一个世界……

落日下的河流
■ 江非

落日下的河流更近
在河两岸的水草和树丛中
风渐渐地停下了
但还有一些，滞留在河面上
吹起细小的波纹，涌向岸边
我不知道在水的下面都有些什么
是否也是在透过水流向上仰望着
飞鸟和天空呼应着，用金色的沉默
和清亮的叫声，云朵和空气
都仿佛变得更加负重
小路上，有人在缓缓地移动
低着头，像是在寻觅着什么
背上的光，更加明亮。木船
摇向远处。抛下最后一网
一辆红色的卡车从桥上驶过
穿过宽阔的门，并在后视镜中
留下深深一瞥，一封彩色的信
被一只蝴蝶悄悄地送达
但收信人，还在一块河滩上的卵石中沉睡
好像他永远在沉睡，沉睡
在他还没有被从古老的大地中
分离出来时，就是如此静如黄金

（杨道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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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诗中的海南

2018 年 4 月 13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庆祝海南建省办经
济特区 30 周年大会
上的讲话中指出：海
南的青山绿水、碧海
蓝天自古就为文人
雅士所称道。苏东
坡的“不似天涯，卷
起杨花似雪花”；丘
濬的“五峰如指翠相
连，撑起炎荒半壁
天。夜盥银河摘星
斗，朝探碧落弄云
烟”；杨维桢的“绿衣
歌舞不动尘，海仙骑
鱼波袅袅”，无不描
绘出海南宛如仙境
的动人景象。

诞生于山海之
间的优美诗句，经过
东坡诗词的熏陶，又
在椰风岛韵中醇化
千年，使海南诗歌如
同一坛老酒，隔着海
峡都能闻到其浓郁
的香气。在一派热
带风光中，悠然的人
情与独异的风物交
织在一起，把海的声
音、春的颜色镌刻在
诗人心上。常言道

“沧海桑田”，在新时
代，海南诗歌中的诗
意因海南自贸港建
设、三沙设市等大
事，焕发出新的更耀
眼的光彩。

追
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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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
风
》（
油
画
）
王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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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
南
海
渔
歌
》（
国
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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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华

作

《
海
恋
》（
木
版
画
）
张
祯
麒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