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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水土 一方诗歌
□李代权

近年来，广东省清远诗社社员在《人民日报》《诗
刊》《光明日报》《星星诗刊》《工人日报》《中国绿色时
报》《中国自然资源报》《南方日报》《中华诗词》等全
国报刊以及出版物上发表数以万计的诗歌作品。
同时，还有作品走出国门，在《人民日报·海外版》
《世界日报》（菲律宾）、《亚细亚文艺》（韩国）等平台
发表诗歌。

广东清远诗社在2020年10月15日至18日主
办以“绿色的城 绿色的诗”为主题的“清远首届现
代诗歌·古典诗词笔会”后，与会诗人、作家通过采
风等形式创作出一大批反映清远生态和风景的优
秀诗歌，相继在全国各大报刊发表了200多首诗歌
和多篇评论文章。以清远诗社社员为主体创作的

“我们的节日·诗歌专辑”在相关诗歌刊物发表了
数百首（篇）写传统节日（节气）和现代节日的诗歌
和评论。

作为“全国十佳诗社”的清远诗社出现了新诗与
古诗并重，继承与发展结合的良好局面。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滋养一方诗人。
清远诗歌创作数量多、质量高，有人说清远诗歌不是
写出来的，是长出来的，这话不无道理。有地利，得
天时，清远诗歌自然会在众多清远优秀诗人的手中
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

清远身处粤北，山多平地少，高山峡谷雄奇险
峻，原始森林浩瀚如海，湖泊温泉纯如深闺，千年瑶
寨和瑶壮民族风情古朴宜人，生态资源、旅游资源丰
富，是著名的旅游城市。这是清远优秀诗歌得以生
长的“地利”。

清远市委市政府重视文化事业，扶持诗歌创
作。从2014年开始，清远每年举办一届诗歌节。由
清远诗人华海首倡的生态诗歌，成为清远城市外宣
的重要品牌，推动清远日渐成为一个“看得见山，望
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诗意之城。这是清远优秀诗
歌生长的“天时”。

得天时地利的清远诗社在社长曾新友的带领下
推波助澜，借助“清远国际诗歌笔会”“清远北江诗歌
笔会”等多项诗歌活动的成功举办，打造“人和”，调
动起清远诗人的创作激情，把清远诗歌推向全国，走
向世界。

天时、地利、人和是清远诗歌生长得天独厚的
“土壤”。清远诗歌根植于这片神奇土地，彰显出与
众不同的特征。2020年10月，清远诗社成功主办
了以“绿色的城，绿色的诗”为主题的“首届现代诗
歌·古典诗词笔会”，下边结合这次笔会的作品谈谈
清远诗歌的三大特点：

第一，个性鲜明的地域特色。“首届现代诗歌·古
典诗词笔会”聚焦阳山、连州、连山、连南的人文景观
和自然风光，从陶江、星月湖到天镜山、燕子岩，从贤
令山到秦汉古道，从卿罡古村到千年瑶寨，从韩愈纪
念馆到刘禹锡纪念馆……诗人们走走停停，观赏、揣
摩、思索、构思酝酿，走笔成诗。短短几个月时间，就
陆续有200多首以写清远为主的诗歌在《中国自然
资源报》《中国绿色时报》《南方日报》等众多报刊上

发表。唐德亮的《浦芦洲》、华海的《一座山和一首
诗》，曾新友的《油岭小鼓舞》、邓维善的《浦芦洲柚子
熟了》、林萧的《星月湖》，潘一丹的《云上瑶家》……
一首首诗歌寄情清远生态风华，以独具个性特征的
表达，深情地抒发了对清远人文景观、自然风物和风
土人情的赞颂之情。独具地域特征是这些优秀诗歌
作品的一个共同特点，每一首作品都深深地刻印着
粤北清远的印记。

清远诗歌的地域特征包含自然地理、人文景观、
历史传统，以及与自然连成一体的生活形态、乡土
风情。

在清远生态诗歌中，体现乡土风情的诗歌是一
块靓丽的品牌。在这方面，诗人唐德亮用1000多首
乡土风情诗影响诗界，绘就了一道以粤北瑶族风情、
生活为主要内容的亮丽风景线。

例如，在唐德亮的长诗《写给瑶山》中，作者驰骋
丰富的想象，把粤北瑶山浪漫的神话传说与多彩独
特的瑶族风情融为一体，写出了一个立体深邃、缤纷
多彩的美丽瑶山。大地、风、树、大山这些寄托情怀
的独具地域特征的自然万物的风采只属于清远市连
山、连南的瑶山。又如，在《浦芦洲》这首写于“首届
现代诗歌·古典诗词笔会”采风活动的生态诗歌中，
唐德亮把满目绿意升华为“生态之绿”“生命之绿”，
抓住浦芦洲的地域特征，借助芳洲、老树、蜜柚、幽
河、白鹭、阳光等意象营造意境，并用灵动的诗句“浦
芦洲/抖擞一身绿意/我努力把它提炼成一块绿玛
瑙/与生命一起珍藏”，将自然生态与人的情感巧妙
融合，讴歌地域风物。

清远诗人诗意地生活在粤北清远这块生态宜
人、独具特色的土地上，他们用浓郁的诗情和出彩的
诗句创造出让人耳目一新的独具地域性特征的能存
放心灵的自然栖居之地。

第二，别具特色的生态写意。马克思说：“自然
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
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
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所谓
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也等于
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
分。”意思是我们在关爱生命的同时也要关爱自然，
把自然作为我们的生命对象来对待。清远诗人被清
远的秀水青山所养育、所陶冶、所磨练，他们把对大
自然的钟爱、对绿色生态的向往融入到自己的诗意、
自己的血液之中，并用独特的方式来进行生动的表
达。诗人华海作为中国生态诗歌倡导者和身体力行
者，他在“首届现代诗歌·古典诗词笔会”采风活动中
成为用诗歌书写生态最积极、作品出产数量最多的
诗人（据不完全统计，几个月时间他已在各大报刊发
表近20首生态诗歌）。他在《生命的气息与山林连
在一起》一诗中写道：

山林的气息
一棵树和另一棵树如何交谈
飞禽走兽昆虫之间如何沟通
对于我而言这始终是个谜

也许可以猜想，它们借助于风传递声音
当风离开的时候呢
事实上只要进入丛林，你就能感受
一种无处不在的气息——
植物和动物们呼吸的气息
生长和腐烂的气息，我甚至觉得
这种气息就是森林唯一的语言
类似于一种精神，而这种气息
是混合的，属于一个生生不息的整体
当我在林中石头上坐下
调匀呼吸，让天地在心中平放
生命中的气息便与山林连在一起
在这首诗中，华海将徜徉燕子岩栈道、连州古

道、静福山、笔架山的感受融为一体，巧妙运用比拟
手法，把自然当作人必须与之交往对话的生命对象
来描绘，进行自然与自然对话、人与自然倾诉的童话
般的写意。这既不是托物言志，也不是借景抒情。
这是一种把自然物象与人放在同一位置来进行生命
对话的生态书写。他的好多诗歌都有这个特点。这
种全新的视角构想与创造性的表达已经成为清远生
态诗歌的写意特点。

第三，立足清远地域的继承、借鉴与创新。从小
喜爱古诗词的清远诗社社长曾新友，既写古体诗又
写现代诗，并用古体诗的韵味节奏来促进现代诗的
写作，他笔下的现代诗具有古典诗词的特质。这是
他的现代诗让人读罢总是耳目一新的原因。仔细推
敲他的现代诗，我们会发现多对偶，善押韵，读起来
新鲜、别致、有味，很有古体诗歌的韵味，又有现代诗
的自在出新。

例如《油岭小鼓舞》这首生态乡土诗：“大山里的
音韵/随山风欢滚/打响的小腰鼓/旋动劳动姿势的
舞步/传承千百年的“广场舞”/年年“耍歌堂”/顺带
炫耀庄重紧身的传统装束……”诗人依照瑶族小鼓
舞的节奏和旋律，调动“欢滚”“打响”“旋动”等节律
韵动的动词描绘场面动感，渲染气氛，且一气呵成，
读起来既有现代诗歌的自由轻快，又有古体诗词讲
究押韵和造像的音律流动、神形兼备的神采，生动活
泼地写出了乡土生态的风采、风情。翻开清远诗歌
的历史篇章，我们不难发现曾新友的许多现代诗深
受刘禹锡、苏轼、黄庭坚等诗人分别在清远不同时期
创作的《连州腊日观莫徭猎西山》《碧落洞》《次韵和
台源诸篇九首之云涛石》《仲春巡阅西路徭排道中杂
咏》等作品的影响。

曾新友有着深厚的古典诗词的功底，在他的现
代诗歌之中秉持着古典诗词的特质。他的借鉴与创
新影响着一批清远青年诗人的成长。这已成为清远
地域诗歌发展过程中的又一特征。

在2021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广东清
远市委殷昭举书记在接受中国文明网专访时旗帜鲜
明地表示，清远市将一如既往地以“诗书礼信”弘扬
核心价值观。清远市委市政府把“打造诗歌之城”放
在“诗书礼信”首位，必将迎来清远地域特征鲜明的
诗歌创作的再次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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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中央
□李 斌

我在水中央了，山也在
我的骨头化作一滴水游向山的倒影
山最坚硬的石头也化作水了
依山垂钓的人随阳光的姿势入水
碰巧遇到了那尾至纯的鱼正在吞噬
我郁闷已久的诗句里那个最灰暗的词
都是被尘土污染过的人，他先我一步
抵达这大彻大悟后的坚定
我们的行船缓慢，足够笑声的快乐飞一会儿
像白鹭滑翔水面的翅膀
多么的接近水的绿天的蓝
蓝在绿的下面，多么的青涩
像所有男人另一面不可言说的柔

游清远水利枢纽工程（外一首）
□曾新友

前行的浪拍打漂泊的浪
有惊喜的涟漪碰撞
向水面放宽视野
温顺的时光承载过往
承载历史的变换
机械替换人力
浅水蓄成景观
深水储存梦想

孵化的鱼苗溯水而上
力争上游的果敢
让体魂在搏击中成长
鱼的家乡 经常使用肢体方言

赏阳山神笔溶洞
山的内藏
是一座美学的陈列馆
是带精神骨骼的乐园
上亿年的蓄积与挺立
如笋如幔 像梅像莲
若柱若桩 似梦似幻
从不敢有半点懈怠与休眠
站都要站出有个性的形象

为自己塑身
既像工作也像休闲

脚在神奇套着神奇的地方拐弯
只见一种状态与平凡对抗
用现身质感的说法
把“誓言”形成恒定的惊叹与必然的美观

飞霞古洞（外一首）
□谭 畅

是我的鹰，抛影子在地上
碾过成片峰顶，却隐入江心
是我的翅，逆风而起
如山攀升，垂目世间苦涩
眼底烟岚一层层叠加
绿水深藏的浓郁
是我的船，撒星子在河面上
终要问往哪里去
一个人在耐心地等
一笔一画刻下心里缺的一角

飞来峡
今天阳光像银子不要钱地撒
凉爽的风吹起管风琴
我们“唿”地落在了飞来峡
甚至来不及吹一个得意的口哨
飞翔也许是投掷的前半段
闪光的弧线像挥霍不完的青春
一级级石阶陡峭如人生
你攀爬着，向蝙蝠和猿猴学习

致英石
□张佩兰

是文人修成的正果？还是天地至精之气，结
而为石；石之至精之气，变化为人？

雨水敲打着风，落在英石的平仄上。“皱、瘦、
漏、透”的风骨,交织着前生的记忆，冷寂地枯坐山
中，噤口无言。

在巡行的水源，裁一截晚春下酒，与米芾焚
香、膜拜，与英石对视，格物致知。

在固化的波光中，沐文人气，听易水歌。泱泱
之气聚集。

从这个世界席卷另一个世界。从龟裂的细纹
里，解救出那个形体瘦削、挣扎的人形：屈夫子、竹
林七贤、李诗仙、杜子美……

时间的雨矢如尖喙，啄穿坚硬的英石。我的
心，被流水和风打磨。我的思想如狮，如虎、如俯

冲而至的云雕。神谕和暗示在英石倔强的阴阳里
辗转，每个孔洞，都是真理诞生的明镜。我听见雪
鹿的蹄印，先于晨雾。

风骨刺人，生命的困厄和使命如隔世的指
纹。光明与黑暗循环、起伏。理想的路迂回曲折，
经世济民的大情怀注定坎坎坷坷。

将自己镂空。给阳光让位，给风雕塑一个玲珑
剔透、雄奇突兀的形状。在枯竭的笔尖上游，多少
石头身怀使命？多少石头历经时光的刀雕斧凿？
一份空缺涉水而过，一份留白空悬，给思考者聆听。

一块英石，以一颗赴死的心活着，盛开如蝶。

小满流水（外一首）
□华 海

看到雨水淌，想到粮仓满
一位坐在空调房里的中年人
与奔跑在一个节气里的孩子
隔着三千里山河和大半生光阴
他怎么回去？

一个小满节气
更像一首诗的题目
召唤这么多年散落的文字
顺水游回去——
进入泥土绿色的生长循环

他开始像孩提时那样冥想：
一群群黑色的小蝌蚪
跟着夏天的溪水涨，涨成遍地蛙鸣

小满妹
雨水的脚踩在秧田东边
青蛙的鼓响在桑田西边
节奏乱了，跑了调了
原生态的山歌伸直红脖子
响雷吼一嗓子
吓坏了发呆的小满妹子——
她想她的芒种哥哥

月光从何而来
□申 文

半夜被蚊虫咬醒的人
揿亮黑暗里所有的灯光
房间里空空如也

手臂上的痒从何而来

一棵安静生长的树
汲取着雨水和阳光
深秋里突然染红了山冈
它身体里的血从何而来

无风的夜，窗户随意敞开
桌上的物什被漆黑包围
守夜人响起鼾声
睡衣上的月光从何而来

蜘蛛网
□吕杰汉

行走于苍茫尘世
丝丝缕缕 结出一网柔韧
晶莹诱惑闪荡圈圈光晕

穿越小小领地 寻求连接
拨弄夜色在弦上往返
角落里奔波 守护内心平淡
阳光抛洒周遭点染斑斓

僻陋孤寂中安身立命
顽强地辗转迂回
一组密码把往事尘封
风霜雨雪磨砺铿锵魂魄
心有千千结 吐不尽岁月沧桑

追索轨迹不因艰辛而淡漠
射线四面衍开 延伸热望长长
以绿叶轻托一片流霞于薄雾
牵引花枝承起潮湿芬芳
纵横天地间捕捉永恒美妙
众多图景 终日在眼眸回放

随蛛丝跃动编织透明梦幻
生存空间 靠自己搭建舞台

杜鹃啼咏（外一首）
□廖 斌

清明时节雨纷纷，杜鹃声声不忍闻。
飞鸟也知人间事，哀鸣动地悼先魂。

月上柳枝头
人生几十秋，谁不爱风流。
相约黄昏后，何分少与叟。

参加清远市区亮灯仪式
□骆雁秋

华灯璀璨贺华年，点亮凤城不夜天。
笑语引来云外客，歌声惊醒醉神仙。
虹桥装点霓虹闪，绿水扬波彩带牵。
今日神州多壮举，北江绚丽史无前。

秦皇山革命根据地
□金荣广

汩汩清溪绕屋田，密林深处可寻仙。
既传秦将曾征越，又道唐王来祭天。
纵队营谋游击策，香炉顶竖赶狼鞭。
依稀古寨残阳里，缕缕云烟伴夕烟。

春到笋乡骆坑村
□汤惠群

天蓝如碧洗，墨叶吐青黄。
白水环山岫，红房卧土冈。
斑鸠鸣密树，绿鸭戏寒塘。
听竹随风响，知春笋渐香。

绿茶情缘
□唐三清

兰枝映眼眸，玉叶入清流。
翩起青春舞，相思荡一瓯。

青玉案·火树银花耀华诞
□钟 妩

长街十里横寰宇，绕彩练、星花舞。烁烁长霓
飞楚炬。焰旗辉粲，锤镰耀煦，华表倚云树。

曼声雷动腾欢聚，迥彻云霄莺歌语。悦畅壮
情形意抒。牵携共庆，比肩相与，华夏同根祖。

游湟川三峡
□刘海强

一路轻歌十八弯，山高雁过白云闲。
峡江草木回头望，人在画船碧水间。

在广东省清远市清远诗
社主办“清远首届现代诗歌·
古典诗词笔会”的时候，专门
举行了一场与传统的和现代
的“我们的节日”相关的诗歌
研讨会并进行了诗歌创作。
之后不少作品在报刊发表。
我首先注意的是《仰望这七
十年》《看军旗招展》《在南
昌，拜访一支枪》《我的赤水
河》《又到红军街》这一类型
的诗。

其实，要写好社会宏大
主题的诗非常不容易，很容
易就流于表面，成为空洞的
口号式的文字。抒情不能变
成说教，否则就会失去诗的
韵味。所以在具体的抒情性
作品中，主流价值内容并不
是以完整的观念体系和概念
形式出现的，而是体现为某
种感受、评价、信仰和表现的
模式。

例如，我们可以看到在
峭岩的作品中，有“而我的
心/经常抚摸南昌城的城垛/
抚摸那段历史发黄的书页/
擦拭父辈为我们流下的血
迹”“我眺望梦想在远方的
大美景色/有一片红从东方
升起/照亮古老而神奇的山
河/那 铺 天 盖 地 的 红 啊/它
是天下最美的图腾”。曾新
友的作品中，有“整个中华
民族像喜马拉雅山/向世界
挺直了腰杆/树起了脊梁”

“眼神在往事里搜索雪地上
的脚印/一路让信心茁壮成
风景”。

在这些作品背后，潜藏
着一定的观念体系、价值规范，以及诗人
的社会担当。

纵观我国的文学史，自屈原、杜甫而
下，至闻一多、艾青等，伟大的抒情诗人
总是对社会、对人民、对历史的发展怀有
深深的关切，对人类面临的某些共同问
题有深入的体察与领悟，总是把自我与
进步的和健康的意识形态统一起来，使
个人的命运和追求同人民群众的命运和
追求融为一体。仅关心个人内心生活的
抒情诗人，格局太小，不可能创造出优秀
的抒情诗。

因此，诗歌的抒情既要独特的自我
表现，也要为时代和人民发声；在这一点
上，清远诗人做到了在表现宏大时代主
题、弘扬主旋律方面，抒情自我与社会的
统一。

我想谈一谈诗歌抒情自我中的话语
系统。

什么是话语？童庆炳教授认
为，话语是人与人之间通过语言
而从事沟通的具体行为或活动，
即一定的说话人与受话人之间
在特定语境中通过本文而展开
的沟通活动。诗歌作为一种文学
话语，就是诗人作为抒情主体通
过诗歌作品，使作家与读者发生
特定的语言关联，从而达到相互
了解可融洽的状态。因此，一个
优秀的抒情诗人，单纯地“人云
亦云”或“拾人牙慧”的诗歌创作
是不可能产生真正优秀的诗歌
作品的，想要充分地表现自己的
独特体验和思想，就必须要有独
特话语系统进行鲜明个性的情
感表现。

在这次清远笔会中，关于
“传统节日”类的主题诗歌也有
不少，这一类型的诗歌，由于前
人写过太多，要写出新意、有自
己的风格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而这次清远诗人中邹天顺的
《清明节，我再答“三极之问”》、
曾新友的《文字也要过春节》、
李代权的《中秋怡情（古风三
首）》、汤惠群的《江畔思母》等
作品都写得不错。例如，在曾新
友的《除夕遇上立春》这首诗中
写道：

“站在城市的楼顶
终于看到空着的车位
明摆着少有的闲情
流向故乡的人影从未消停

打开记忆的闸门
思绪在飞奔
熟悉的炊烟里
冒出儿时鞭炮浓烈的气息
心交给游向故乡的彩云”

我们通过阅读能够体会到诗人从
“城市”的角度审视传统的“除夕”，竟产
生一种奇妙的时空交错感，“城市的楼
顶”“空着的车位”与“故乡的炊烟”碰撞
出前人从未有过的、独特的工业时代才
有的情感感受，这种独特的感受就是话
语系统中作者想要传达的一种“沟通”，
作者表达自我的感受同时意味着向隐
含的读者进行心灵的交谈；这种“沟
通”过程并不是孤立的，而依赖于或受
制于特定的“语境”即语言关联域，这就
得依赖于诗人独特的情感体验，运用个
人的语言风格，沟通才能得以实现。所
以诗人的语言表达系统，是由丰富的生
活经验和精神素养以独特方式构成的，
并借此来表达诗人独特的感受、认识和
内心情感。

由此观之，清远诗人群所写的“传统
节日”类的主题诗歌也是比较成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