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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时代诗歌的创新对新时代诗歌的创新、、建设与发展的几点思考建设与发展的几点思考
□□汤养宗汤养宗

关于新时代诗歌的创新关于新时代诗歌的创新、、建设与发展建设与发展，，有以有以

下几个问题值得思考下几个问题值得思考：：

如何评价新世纪以来中国诗歌如何评价新世纪以来中国诗歌
的语言表达方式的语言表达方式？？

如果说上世纪如果说上世纪9090年代的诗歌主要特征是夸年代的诗歌主要特征是夸

大语词在诗歌中的作用大语词在诗歌中的作用““以语词霸占情怀以语词霸占情怀””的话的话，，

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新诗则凸显了以下三种特征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新诗则凸显了以下三种特征：：

（（11））以叙述替代滥觞式的抒情以叙述替代滥觞式的抒情。。诗人们更加诗人们更加

脚踏实地地面对现实拿自己与所处的时代说事脚踏实地地面对现实拿自己与所处的时代说事，，

或者或者““我我””就是这个时代的缩影就是这个时代的缩影，，““我我””身上发生的身上发生的

一切便是这个时代的真切细节一切便是这个时代的真切细节。。““叙述叙述””的作用在的作用在

诗歌中被诗人们演化成区分个体情感在整体社诗歌中被诗人们演化成区分个体情感在整体社

会会中拥有中拥有““私有性私有性””情结的重要手段情结的重要手段，，使使““我的话我的话””

独立于整体的话却又比整体面目模糊的公共语词独立于整体的话却又比整体面目模糊的公共语词

更为值得信任更为值得信任。。加上辅助以情节化加上辅助以情节化、、戏剧化戏剧化、、描绘描绘

化等手段的摄入化等手段的摄入，，促令诗歌从悬空式的说教降落促令诗歌从悬空式的说教降落

到生活的现场中到生活的现场中，，诗歌的可指性与及物性大大强诗歌的可指性与及物性大大强

化化，，而不再只有崇高与神性中抽象的高谈阔论而不再只有崇高与神性中抽象的高谈阔论。。

（（22））诗歌结构的肌理更为多维复杂诗歌结构的肌理更为多维复杂。。随着全随着全

人类多元化社会结构的出现及多维式思辨模式人类多元化社会结构的出现及多维式思辨模式

在生活中的大面积介入在生活中的大面积介入，，新世纪以来新世纪以来，，诗人们不诗人们不

再以传统再以传统““绝句体绝句体””的书写模式或貌似简单又高的书写模式或貌似简单又高

远的诗性觉悟为荣远的诗性觉悟为荣，，看透了藏匿在其中轻车熟路看透了藏匿在其中轻车熟路

的逻辑可仿性及文字中的转承习惯惰性的逻辑可仿性及文字中的转承习惯惰性，，相信诗相信诗

歌文字在极端节制中歌文字在极端节制中，，更依靠多元复杂的肌理支更依靠多元复杂的肌理支

撑阅读上的诗性撑阅读上的诗性、、延时性与认识上的审美开阔延时性与认识上的审美开阔

性性。。这种更为开阔复杂化的书写这种更为开阔复杂化的书写，，给文字结构带给文字结构带

来严重的线性脱节来严重的线性脱节、、变轨变轨、、移位与开合移位与开合，，从而也给从而也给

诗人诗人们带来了具有挑战性的无比新鲜而开阔的书们带来了具有挑战性的无比新鲜而开阔的书

写境地写境地。。目前目前，，随着许多有主张的诗人在这方面随着许多有主张的诗人在这方面

的先锋带路的先锋带路，，也随着其影响性日隆也随着其影响性日隆，，正在冲击与阻正在冲击与阻

遏着传统诗歌中单一遏着传统诗歌中单一、、线性线性、、板块式的简单书写板块式的简单书写。。

（（33））口语的鲜活性冲击了诗歌的风雅性饶口语的鲜活性冲击了诗歌的风雅性饶

舌舌。。应该说最鲜活的语言都存在于历代的口语应该说最鲜活的语言都存在于历代的口语

中中，，也是口语改变与丰富了文学中的修辞也是口语改变与丰富了文学中的修辞。。新世新世

纪以来汉诗的另一个重大拐点就是恢复了诗经纪以来汉诗的另一个重大拐点就是恢复了诗经

唐诗中以平民化的心境和语感来书写诗人作为唐诗中以平民化的心境和语感来书写诗人作为

生活中一个普通人的人生情感生活中一个普通人的人生情感，，这种书写的心态这种书写的心态

首先是站在平民化个体的角度恢复对社会世相首先是站在平民化个体的角度恢复对社会世相

的叙述与把握的叙述与把握，，而不是高人一等地以士大夫的眼而不是高人一等地以士大夫的眼

光心态来作故作高深的文字处理光心态来作故作高深的文字处理，，让文字在空中让文字在空中

作不及物的语词纠缠作不及物的语词纠缠。。现时期的口语诗歌除了现时期的口语诗歌除了

割裂刻意的组词造句以及已经落套的意象隐喻割裂刻意的组词造句以及已经落套的意象隐喻

上的水下铺路上的水下铺路、、借尸还魂借尸还魂、、隔物说物的病灶外隔物说物的病灶外，，最最

大的作用是让阅读者感到这是当代人在诗歌中大的作用是让阅读者感到这是当代人在诗歌中

说话说话，，而不是唐代人在写赋而不是唐代人在写赋，，清代人在写词清代人在写词，，真正真正

使诗歌进入了现时代的阅读语感中使诗歌进入了现时代的阅读语感中。。

尽尽管一些对口语诗歌认识一开始就错位的诗管一些对口语诗歌认识一开始就错位的诗

人已经给这种诗歌造成了不良的影响人已经给这种诗歌造成了不良的影响，，但是更多具但是更多具

有真知灼见的诗人正在口语的使用上开辟出越来有真知灼见的诗人正在口语的使用上开辟出越来

越让人信服的写作主张越让人信服的写作主张。。口语绝不等同于消灭写作口语绝不等同于消灭写作

难度难度，，口语并不是日常交流中已被世俗化框定的那口语并不是日常交流中已被世俗化框定的那

种含义种含义，，它同样存在着与最复杂的修辞信念及多元它同样存在着与最复杂的修辞信念及多元

化的文学观念相衔接的问题化的文学观念相衔接的问题。。所不同的是它的说话所不同的是它的说话

方式更为当下性而已方式更为当下性而已。。那些本属于诗歌的各种元素那些本属于诗歌的各种元素

同样一个也不能少同样一个也不能少，，比如口语诗同样存在炼字与炼比如口语诗同样存在炼字与炼

句的问题句的问题。。这是当下所谓的这是当下所谓的““口语诗口语诗””需要进一步完需要进一步完

善的地方善的地方，，事实上它还有待于被人进一步认识事实上它还有待于被人进一步认识。。

新世纪以来中国诗歌的美学变新世纪以来中国诗歌的美学变
化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化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新世纪以来的诗歌美学整合肯定还延续着新世纪以来的诗歌美学整合肯定还延续着

上个世纪上个世纪9090年代的部分成果年代的部分成果，，比如追求诗人个比如追求诗人个

体内心的独特发现及独立的人格担承精神等体内心的独特发现及独立的人格担承精神等。。

但也透露出了新形态下的写作方向但也透露出了新形态下的写作方向，，这种方向主这种方向主

要表现在诗人的生活立场与文本立场两个方要表现在诗人的生活立场与文本立场两个方

面面。。一是诗人进一步摆脱了作为神的化身居高一是诗人进一步摆脱了作为神的化身居高

临下的吟唱方式临下的吟唱方式，，而是以社会生活在场者的第一而是以社会生活在场者的第一

身份身份，，统摄一个生活者在人世的一切世俗化的情统摄一个生活者在人世的一切世俗化的情

感感，，对自身与世界的关系可以是审美的对自身与世界的关系可以是审美的，，也可以也可以

是审丑的是审丑的。。内心的视角更为多维复杂内心的视角更为多维复杂，，在林林总在林林总

总甚至是琐屑庸常化的心灵揭示中总甚至是琐屑庸常化的心灵揭示中，，诗人的身份诗人的身份

常常由一个主导生活的引领者变为一个事件的常常由一个主导生活的引领者变为一个事件的

参与者参与者，，甚至是恶的或美的演出者甚至是恶的或美的演出者。。诗歌中的精诗歌中的精

神事件更为个人化与具体化神事件更为个人化与具体化，，诗歌也随之更为碎诗歌也随之更为碎

裂裂，，并在这种碎裂中印证出更为纷繁与个性并存并在这种碎裂中印证出更为纷繁与个性并存

的世界面貌的世界面貌。。诗人也通过这些具体的篇目诗人也通过这些具体的篇目，，通过通过

担承自己在诗歌中的事件来担承对世界的态担承自己在诗歌中的事件来担承对世界的态

度度。。众多诗歌中对生活事件场景绘声绘色酣畅众多诗歌中对生活事件场景绘声绘色酣畅

淋漓的描写淋漓的描写，，不但是这种诗歌美学态度的佐证不但是这种诗歌美学态度的佐证，，

也形成了新世纪以来诗人们通过反思诗歌的精也形成了新世纪以来诗人们通过反思诗歌的精

神立场后所形成的总体写作倾向神立场后所形成的总体写作倾向。。二是诗歌文二是诗歌文

本的建筑形体更为自由本的建筑形体更为自由。。如果说上个世纪如果说上个世纪9090年年

代的诗歌文本还相对的显得典雅的话代的诗歌文本还相对的显得典雅的话，，这个时期这个时期

的诗歌则在外形上显得不再的诗歌则在外形上显得不再““精致精致””甚至再没有甚至再没有

传统意义上的传统意义上的““金句拾贝金句拾贝””。。随之多元文化的相随之多元文化的相

互交合与形态互为互交合与形态互为，，诗歌在这一时期被诗人们更诗歌在这一时期被诗人们更

加地割裂成作为个体的文化品位与才情品位的加地割裂成作为个体的文化品位与才情品位的

试验场试验场。。那种传统意义上浅白的赤裸裸的为诗那种传统意义上浅白的赤裸裸的为诗

而诗而诗，，为诗言志为诗言志，，为人世担道义的单一的美学观为人世担道义的单一的美学观，，

已经被各种新鲜的文本意识所分化已经被各种新鲜的文本意识所分化。。诗歌文本诗歌文本

从逐字逐句判别向整体的效果移位从逐字逐句判别向整体的效果移位，，诗歌的意味诗歌的意味

不再以字句间的精美典雅为上不再以字句间的精美典雅为上，，而被替代为个人而被替代为个人

性情下的美学定位性情下的美学定位，，基本上是以生活的基本上是以生活的、、粗粝的粗粝的、、

在场的替代了哲思的在场的替代了哲思的、、优雅的优雅的、、神性的神性的；；整体力量整体力量

替代字句间的优美追求替代字句间的优美追求。。加上口语加上口语、、事件事件、、角色角色

等元素的大量介入等元素的大量介入，，那种当下性很强的诗歌在排那种当下性很强的诗歌在排

斥传统阅读习惯中显得十分不讲道理甚至有点斥传统阅读习惯中显得十分不讲道理甚至有点

粗暴粗暴，，但整体上的震撼感却让人耳目一新但整体上的震撼感却让人耳目一新，，它是它是

生活的生活的、、面对面的面对面的，，也是亲切与受用的也是亲切与受用的。。也许有也许有

人认为这种诗歌已经不再是自己心目中的诗歌人认为这种诗歌已经不再是自己心目中的诗歌，，

也就是说它已不像记忆中的诗歌也就是说它已不像记忆中的诗歌，，而正是这种反而正是这种反

叛叛，，令诗歌烙上了这个时代的印记令诗歌烙上了这个时代的印记，，也使诗歌提也使诗歌提

出了自己崭新的美学主张出了自己崭新的美学主张。。

诗歌创作如何应对网络时代诗歌创作如何应对网络时代？？

必须欢迎网络诗歌的到来必须欢迎网络诗歌的到来。。它不是坏东西它不是坏东西，，

只有被它吓着的只有被它吓着的，，或者因网络诗歌动摇了他自以或者因网络诗歌动摇了他自以

为已有成就的诗歌地位并让他的诗歌开始变得为已有成就的诗歌地位并让他的诗歌开始变得

可有可无的人可有可无的人，，才会感到它是坏东西才会感到它是坏东西。。

网络打破了中国诗坛旧有的格局网络打破了中国诗坛旧有的格局，，或者叫重或者叫重

新洗牌新洗牌，，也给中国诗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与也给中国诗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与

热闹热闹。。至少至少，，它在当下诗坛所撑起的半边天已成它在当下诗坛所撑起的半边天已成

事实事实。。谁生它的气谁生它的气，，谁才是真正的老了谁才是真正的老了。。网络显网络显

而易见地作用于诗人与诗歌的有三点而易见地作用于诗人与诗歌的有三点。。一是冲一是冲

击了纸刊一统天下的局面击了纸刊一统天下的局面，，使诗歌的美学建设与使诗歌的美学建设与

评判标准不再由少数几个人说了算评判标准不再由少数几个人说了算，，谁想控制诗谁想控制诗

坛或随意给出好与坏的说法坛或随意给出好与坏的说法，，也随之有现场中广也随之有现场中广

大的网上诗人为之监督而不再有恃无恐大的网上诗人为之监督而不再有恃无恐。。诗坛诗坛

正按民间与官方调和后的格局走向它应该走向正按民间与官方调和后的格局走向它应该走向

的去处的去处。。从这一点上可以说从这一点上可以说，，这是诗坛真正意义这是诗坛真正意义

上把脚踩在民间的土地上上把脚踩在民间的土地上，，让诗歌有了真正意义让诗歌有了真正意义

上的归家上的归家。。二是诗歌通过网络得到了更广泛的二是诗歌通过网络得到了更广泛的

交流交流。。也许当前的诗歌只是在相对固定的人群也许当前的诗歌只是在相对固定的人群

中交流中交流，，而这毫不奇怪而这毫不奇怪，，因为现代汉诗也是一门因为现代汉诗也是一门

专业艺术专业艺术，，既然分为专业既然分为专业，，就必定有它相对的人就必定有它相对的人

群创造它研究它与欣赏它群创造它研究它与欣赏它。。至于在更广泛的人至于在更广泛的人

群流传的诗歌群流传的诗歌，，又必定是经过时间筛选出来的又必定是经过时间筛选出来的。。

在当下文学期刊订户普遍下滑的情势下在当下文学期刊订户普遍下滑的情势下，，如果不如果不

是网络是网络，，不是众多还热爱着诗歌的人们在网络上不是众多还热爱着诗歌的人们在网络上

通过诗歌交流通过诗歌交流，，相互取暖相互取暖，，相互维护着诗歌在人相互维护着诗歌在人

心中的位置心中的位置，，中国诗歌的现状势必比现有的情况中国诗歌的现状势必比现有的情况

更为孤冷与难堪更为孤冷与难堪。。这一点倒是归功于网络又让这一点倒是归功于网络又让

人们找到了接近诗歌的捷径人们找到了接近诗歌的捷径。。毫无疑问毫无疑问，，诗歌通诗歌通

过网络在某种意义上得到了更大面积的普及与过网络在某种意义上得到了更大面积的普及与

支持支持。。三是更多的新生代诗人通过网络浮出水三是更多的新生代诗人通过网络浮出水

面使自己的诗歌才华在极短时间内得到大众的面使自己的诗歌才华在极短时间内得到大众的

承认承认。。我一直认为我一直认为，，在网络时代在网络时代，，只要你真正拥只要你真正拥

有才华有才华，，是没有什么可以遮盖你的是没有什么可以遮盖你的。。由于网络给由于网络给

诗歌发表所带来的便利诗歌发表所带来的便利，，许多年轻的诗人已减免许多年轻的诗人已减免

了他们的前辈们默默奋斗甚至才华被长期埋没了他们的前辈们默默奋斗甚至才华被长期埋没

的艰险期的艰险期。。网络的信息量及传播性网络的信息量及传播性，，极可能在一极可能在一

夜之间把一个默默无闻的诗歌新人推到一个相夜之间把一个默默无闻的诗歌新人推到一个相

当闪耀的平台当闪耀的平台。。新人的遴选往往不再由某个编新人的遴选往往不再由某个编

辑说了算辑说了算，，而是在公众的一片掌声中被推出来而是在公众的一片掌声中被推出来。。

当然当然，，这也给一些诗歌新秀造成了一种错觉这也给一些诗歌新秀造成了一种错觉，，以以

为诗歌本来就是轻而易举的为诗歌本来就是轻而易举的，，从而忽视了诗歌需从而忽视了诗歌需

要长期艰苦沉下来苦心磨砺取得的内功要长期艰苦沉下来苦心磨砺取得的内功。。

网络对诗歌的好处是显然的网络对诗歌的好处是显然的，，但处在网络时但处在网络时

代的诗人又必须很小心代的诗人又必须很小心。。面对众声喧哗泥沙俱面对众声喧哗泥沙俱

下的网络下的网络，，真正的诗人除了身在其中识别它的血真正的诗人除了身在其中识别它的血

与沙与沙，，还应善于抽身而出还应善于抽身而出，，相对清醒地保持一颗相对清醒地保持一颗

孤独的心孤独的心。。网络纵有千般好网络纵有千般好，，作为诗人归根到底作为诗人归根到底

的好只有一样不会变的好只有一样不会变，，那就是同坐牛车那就是同坐牛车、、点油灯点油灯

的李白的李白、、杜甫一样杜甫一样，，必须潜心做好自己的诗歌功必须潜心做好自己的诗歌功

课课。。网络之外网络之外，，诗歌写作中一切化险为夷的事诗歌写作中一切化险为夷的事，，

依旧靠诗人自己艰苦卓越地去拿下依旧靠诗人自己艰苦卓越地去拿下。。唯此唯此，，诗人诗人

才能真正有立场地立身于网络的喧嚣与取舍中才能真正有立场地立身于网络的喧嚣与取舍中，，

还原成诗人本来的身份还原成诗人本来的身份。。这也是活在这个时代这也是活在这个时代

的诗人共同的命的诗人共同的命，，破与立破与立、、成与败成与败、、毁与誉毁与誉、、聚与聚与

散散，，尽在当中尽在当中。。

一个诗人如何实现在社会发展一个诗人如何实现在社会发展
中的价值中的价值？？

一个是人文关怀价值一个是人文关怀价值，，一个是文本建设价一个是文本建设价

值值。。生生活在自己现时代的国度活在自己现时代的国度，，再超脱的诗人再超脱的诗人

也不可能抓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甩到月亮上也不可能抓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甩到月亮上

去去。。作为骨血里具有悲悯大爱精神的诗人作为骨血里具有悲悯大爱精神的诗人，，实实

现自己在社会发展中价值的途径现自己在社会发展中价值的途径，，就是通过自就是通过自

己的作品挖掘出具有这个时代特征的痛与乐己的作品挖掘出具有这个时代特征的痛与乐，，

哪怕这种情感带有浓厚的私密化色彩哪怕这种情感带有浓厚的私密化色彩，，但属于但属于

这个时代的这个时代的，，就是这个时代的就是这个时代的；；受众认为你的情受众认为你的情

感是合理的感是合理的，，便是成立的便是成立的。。接着接着，，你在作品中所你在作品中所

散发的情感在多大程度上触动了人们的心灵散发的情感在多大程度上触动了人们的心灵，，

让人久久不能自已让人久久不能自已，，又证明了你诗歌中所把握又证明了你诗歌中所把握

的情感的可信度及这种情感的质量问题的情感的可信度及这种情感的质量问题。。不要不要

以为自己的一首诗歌能够颠覆什么社会面貌以为自己的一首诗歌能够颠覆什么社会面貌，，

一个诗人对自己能力的大抵估量是一个诗人对自己能力的大抵估量是，，我把想说我把想说

的话说了的话说了，，我就已经参与了身处的时代并对自我就已经参与了身处的时代并对自

己做出了交代己做出了交代。。这种说法的效果具有两个向这种说法的效果具有两个向

度度：：我又一次增加了对自己灵魂的建设我又一次增加了对自己灵魂的建设，，也又一也又一

次增加了对社会精神引导的建设次增加了对社会精神引导的建设。。这既是对自这既是对自

己的抚慰己的抚慰，，也是对社会的托付也是对社会的托付。。诗人的价值就诗人的价值就

在这种抚慰与托付之中在这种抚慰与托付之中。。至于诗人的这种愿望至于诗人的这种愿望

能在多大面积上收到成效能在多大面积上收到成效，，那要看社会对待诗那要看社会对待诗

歌的接受程度与诗人对自己作品的完成程度歌的接受程度与诗人对自己作品的完成程度。。

诗人的另一个价值便是完成自己在诗歌美学建诗人的另一个价值便是完成自己在诗歌美学建

设上的能力问题设上的能力问题。。这也是折磨着诗人让他终生这也是折磨着诗人让他终生

头痛而无法解脱的问题头痛而无法解脱的问题。。诗人的身后总感到有诗人的身后总感到有

一个魔鬼时时在追赶着他一个魔鬼时时在追赶着他，，嘲笑他在专业上的嘲笑他在专业上的

芜杂芜杂，，瓦解他业已建立在瓦解他业已建立在文字中的成就感文字中的成就感，，让他让他

感到自己在诗歌中依然十分不可靠感到自己在诗歌中依然十分不可靠。。一个诗人一个诗人

在诗歌中最终要完成的可能不是他寄存在文字在诗歌中最终要完成的可能不是他寄存在文字

间的情感问题间的情感问题，，而是他是否出色与到位的文本建而是他是否出色与到位的文本建

设问题设问题。。每一个诗人的文本建设都要被提交到每一个诗人的文本建设都要被提交到

文本所处的位格上来拷问文本所处的位格上来拷问，，也就是文本的高下之也就是文本的高下之

分与文本的开拓与守旧之分分与文本的开拓与守旧之分。。这既带有游戏色这既带有游戏色

彩彩，，又是诗人通过文字提交给人们的实现情感质又是诗人通过文字提交给人们的实现情感质

量的核心量的核心。。一个诗人是不是站在诗歌文本建设一个诗人是不是站在诗歌文本建设

的第一现场的第一现场，，他的文本建设是不是对当下的写作他的文本建设是不是对当下的写作

与阅读具有引领性作用与阅读具有引领性作用，，以及他在这种文本中所以及他在这种文本中所

抵达的力度与层次抵达的力度与层次，，都影响到他作为诗人这个身都影响到他作为诗人这个身

份的可信度份的可信度。。我永远是新的我永远是新的，，这是所有真诗人的这是所有真诗人的

愿望愿望，，事实上新陈代谢的惯性又极难让他做到这事实上新陈代谢的惯性又极难让他做到这

一点一点。。但是但是，，一个诗人缺乏对自己文本建设的渴一个诗人缺乏对自己文本建设的渴

望望，，则反过来失去了他实现自己诗歌中情感建设则反过来失去了他实现自己诗歌中情感建设

的可信性的可信性。。一个没有前沿一个没有前沿、、坚实坚实、、可靠的文本握可靠的文本握

在手里的诗人在手里的诗人，，他的情感愿望再好也等于零他的情感愿望再好也等于零。。这这

也成了情感价值与文本价值最后相统一的终极也成了情感价值与文本价值最后相统一的终极

问题问题。。

新世纪以来国际诗歌交流频新世纪以来国际诗歌交流频
繁繁，，中国诗歌如何借鉴国外诗艺中国诗歌如何借鉴国外诗艺、、体体
现民族性与世界性现民族性与世界性？？

世界文化正在一步步变成混血儿世界文化正在一步步变成混血儿。。我们现我们现

在的传统中在的传统中，，不但有屈原不但有屈原、、李白李白、、苏东坡苏东坡、、曹雪芹曹雪芹，，

同样也有列同样也有列夫夫··托尔斯泰托尔斯泰、、海明威海明威、、埃利蒂斯埃利蒂斯、、博博

尔赫斯尔赫斯。。在网络时代的大融合中在网络时代的大融合中，，一个民族的一个民族的

文化文化，，要说自己还是原来的金身玉体要说自己还是原来的金身玉体，，已经不大已经不大

可能可能。。但是但是，，一个再好的外籍汉学家一个再好的外籍汉学家，，骨血里的骨血里的

情感以及对我们这块国土的认知度又绝不可能情感以及对我们这块国土的认知度又绝不可能

超越过我们超越过我们，，就像我们的留洋文学博士在操弄就像我们的留洋文学博士在操弄

起文字的时候身上的汉语意识同样在左右他一起文字的时候身上的汉语意识同样在左右他一

样样。。国际意识通过相互的打通最后强盛起来的国际意识通过相互的打通最后强盛起来的

是相互间的文化杂色是相互间的文化杂色，，而借鉴中也非谁一定优而借鉴中也非谁一定优

胜于谁的问题胜于谁的问题。。中国新诗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来中国新诗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来

源于西方文化对汉文化的冲击继而出现白话文源于西方文化对汉文化的冲击继而出现白话文

的结果的结果，，这种诗歌形式的出现这种诗歌形式的出现，，一定是李白一定是李白、、杜杜

甫当初没有想到的甫当初没有想到的，，而李白而李白、、杜甫杜甫、、苏东坡这些苏东坡这些

诗人至今仍能名冠天下诗人至今仍能名冠天下，，在当初同样也并非是在当初同样也并非是

中西文化互融的产物中西文化互融的产物。。

说了这些带有悖论色彩的话题说了这些带有悖论色彩的话题，，不是我质不是我质

疑中国新诗向外借鉴学习的必要疑中国新诗向外借鉴学习的必要，，我想强调的我想强调的

是如何回归并且对汉诗如何强身健体的问题是如何回归并且对汉诗如何强身健体的问题。。

乱吃补药很可能会把一个人吃死乱吃补药很可能会把一个人吃死，，原因是这个原因是这个

人并不知道自己的身体真正缺乏什么与需要什人并不知道自己的身体真正缺乏什么与需要什

么么。。中国新诗作为直接脱胎于西方文化的一种中国新诗作为直接脱胎于西方文化的一种

艺术形式艺术形式，，主动地更深层次地与国际诗歌相对主动地更深层次地与国际诗歌相对

接接，，吸纳西方诗歌艺术中的思辨方法及各种表吸纳西方诗歌艺术中的思辨方法及各种表

现手段是非常应该的现手段是非常应该的，，而没有全人类都已想通而没有全人类都已想通

可我们就是想不通或刻意不去想通的问题可我们就是想不通或刻意不去想通的问题。。别别

人无法替我们包办的问题我想有两个是至关重人无法替我们包办的问题我想有两个是至关重

要的要的。。一是中国诗人身上与生俱来的与自己这一是中国诗人身上与生俱来的与自己这

块土地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悲悯感块土地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悲悯感。。这种悲悯这种悲悯

感又带有东方浓厚的参悟意识及玄学上的超脱感又带有东方浓厚的参悟意识及玄学上的超脱

思辨思辨，，西方诗歌中的澄明透彻与我们诗歌中的西方诗歌中的澄明透彻与我们诗歌中的

阴郁牵挂到底哪个更有价值阴郁牵挂到底哪个更有价值，，我想值得深思我想值得深思。。

这种东西是深藏于一个民族骨血中的特质这种东西是深藏于一个民族骨血中的特质，，要要

不要换血不要换血？？换血了我们还是不是我们换血了我们还是不是我们。。二是世二是世

界意识如何在汉语的语义中得到合理转换的问界意识如何在汉语的语义中得到合理转换的问

题题。。现代白话文及现代汉诗已有现代白话文及现代汉诗已有 100100 年的历年的历

史史，，而汉语意识却在中国人身上作用了而汉语意识却在中国人身上作用了50005000多多

年年，，无论我们拿来多少世界意识及外国诗歌的无论我们拿来多少世界意识及外国诗歌的

表现手段表现手段，，最终要回答的是如何在现代汉诗中最终要回答的是如何在现代汉诗中

体现出来体现出来。。囫囵吞枣肯定是不行的囫囵吞枣肯定是不行的，，汉语独特汉语独特

的语感及字与字之间奥妙的关联性的语感及字与字之间奥妙的关联性，，是其他民是其他民

族语言所没有的族语言所没有的，，在汉语的排他性与汉语的黏在汉语的排他性与汉语的黏

合性上合性上，，现代汉语诗歌与古汉语诗歌实际上是现代汉语诗歌与古汉语诗歌实际上是

血脉相通的血脉相通的，，我们正在完成的是我们手上的汉我们正在完成的是我们手上的汉

语诗歌语诗歌，，而非要极力地把我们的诗歌写的像谁而非要极力地把我们的诗歌写的像谁

的一样的一样。。只有在捍卫汉语精湛特有的语义结构只有在捍卫汉语精湛特有的语义结构

基础上基础上，，我们才有自己我们才有自己，，才有世界性才有世界性，，并真正算并真正算

得上继承与发展了汉语诗歌的威严性得上继承与发展了汉语诗歌的威严性。。尽数拿尽数拿

来与回到汉语来与回到汉语，，这才是我们需要躬下身子去认这才是我们需要躬下身子去认

真对待的事真对待的事。。那些懂得一些外文就想把汉语的那些懂得一些外文就想把汉语的

头盖骨打开予以醍醐灌顶的人是令人惊愕的头盖骨打开予以醍醐灌顶的人是令人惊愕的。。

李李白当初从老家川北江油乘舟骑驴去长安白当初从老家川北江油乘舟骑驴去长安

交流诗歌的时候交流诗歌的时候，，按路程及时限计算应该也相当按路程及时限计算应该也相当

于现在的诗人们去国外参加什么诗会了于现在的诗人们去国外参加什么诗会了。。交流交流

与借鉴的空间与长度是这个码头与那个码头的与借鉴的空间与长度是这个码头与那个码头的

关系关系，，而穿梭于各个码头间的不是流水而穿梭于各个码头间的不是流水，，也不是也不是

舟船舟船，，而是那个行走中的人而是那个行走中的人。。这个人在不同的码这个人在不同的码

头上学到了一些不同的方言头上学到了一些不同的方言，，懂得了一些不同的懂得了一些不同的

风俗风俗，，他比别人丰富了他比别人丰富了，，也变得厉害起来了也变得厉害起来了，，大体大体

如此而已如此而已。。

新时代诗歌新时代诗歌
再出发再出发

广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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