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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根湘西的大地歌者
——罗长江《大地五部曲》研讨会综述

1月8日，由《诗刊》社、《中华辞赋》杂志社、湖南省作家协
会、张家界市委宣传部和张家界市文联共同主办的罗长江长
篇叙事散文诗《大地五部曲》研讨会，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
行。来自全国的作家评论家针对《大地五部曲》立足湘西大地
的写作，围绕散文诗写作如何展现重大题材的史诗性、如何进
行跨文体写作的探索性以及散文诗发展的广阔前景等多个话
题展开深入研讨。

《诗刊》主编李少君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
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强调要“书写生生不息的人
民史诗”，散文诗也可以发挥这样的作用。罗长江的《大地五
部曲》就证明了这一点，散文诗原来被认为不适合重大题材，
但《大地五部曲》写得开阔瑰丽，气势如虹，如同从大地上自然
生长出来的繁花硕果，是新时代散文诗非常重要的成果。有
学者认为，中国新诗的源头应该从鲁迅的《野草》开始，因为
《野草》浓郁的现代性，才足以代表新诗的现代性。这一说法
虽然引起很多争议，但也将散文诗的地位一下子提得很高。
罗长江的散文诗有突破性，首先是散文诗题材边界的拓展，这
也是在传统散文诗基础上的拓展与延伸。

李少君谈到，文学的演变，也包含题材范围的演变。宋词
的演变中，苏东坡将原本主要写艳情的词，进行了改造、革新、
创新，词境变得开阔，万事万物无不可入词。苏东坡提高了词
品，把言情与言志结合、现实与幻想融汇、婉约与豪放并举，宋
词终于取得了与唐诗同等的地位。当代散文诗也需要这样的
开拓创新。自鲁迅的《野草》后有一段时间，散文诗主要是写
一些小情小感。罗长江把散文诗进行了开拓，写得大气磅礴，
他把包括民谣、神话、战争、历史、民间故事、人物小传等诸多
题材都用散文诗的形式进行表现，将散文诗在题材内容的拓
展上进行了探索。此外，他的散文诗创作对当代诗歌也有很
多启迪，他把诗和剧、神话和现实、历史与当代结合起来。亚
里士多德《诗学》中“诗”的概念是包括悲喜剧的，散文诗将

“诗”的属性推及散文，这样的一种融合，就使散文诗变得包容
大气，进而可以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

“《大地五部曲》结构宏大，是一部宏伟的大地颂歌，我称
之为盛大华美的大地交响曲。”中国诗歌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
谢冕认为，罗长江的写作是有准备的写作。他创作诗歌、小
说、传记文学、纪实小说、散文，当然更有散文诗，拥有非常丰
富的生活阅历和写作经验，他有自己的目标和追求，自言是

“不甘平庸”的作家，这些长时间、多种文体的写作，加上他“熟
读”了关于大地的经历和经验，这些可贵的积累，如今都集中
到这部鸿篇巨制中来。他以散文诗为基点和出发点，完成了
一次跨时空也跨文体的大超越。其中无所不在的湘西风情和
中国意象，确立了这一交响乐章的基本主题。而传统的中国
五行“金木水火土”，为宏伟乐章抹上了鲜明的中国底色，它们
分别代表着关于大地的现实、历史和梦想。

谢冕谈到，沅湘流域不仅有迷人的湖山盛景，更有丰裕的
历史积淀，屈原在此留下他行吟的足迹，留下了《离骚》《天问》
等伟大的诗篇。在民族争取独立解放的战争中，这里发生过
长沙保卫战、常德和衡阳保卫战等可歌可泣、气壮山河的战
斗。作者引用《九歌》的构架，用新的九章祭奠新的国殇。鲜
明沉郁的中国元素，成为这部交响乐曲中时时浮现的基本旋
律。二十四节气，匹配着24首竹枝词，讲述一个村庄的24个
故事，随处可见构思的缜密和诗意的充盈。它的色彩是中国
大地的色彩,它的音响是中国大地的音响,他的想象是中国大
地的想象。作家为了完成这部结构缜密复杂的恢宏的交响
诗，调动了他毕生的积累，有抒情的、叙事的、想象的，不仅是
叙事，作为整部交响乐的基础是抒情的散文诗，并且完成了质
的飞腾。

湖南省作家协会主席王跃文认为罗长江的文学创作有三
个特性。首先，生动诠释了习近平总书记“生活就是人民，人
民就是生活”的最新论断。他的作品体现出鲜明的人民性。
以人民为中心是社会主义文学的本质，罗长江的创作对人民
性的顽强坚守值得赞颂。其次，再次印证了文学源于大地的
朴素真理。罗长江是张家界建市之初从老家邵阳调过去
的。张家界从“养在深闺人未识”的世外仙境，到“三千奇峰，
八百秀水”誉满天下，成为全球闻名的旅游胜地，罗长江既是
见证者，也是参与建设的拓荒者。他是被张家界这片土地所
成就的作家。这也正是他把这部新作命名为《大地五部曲》的
原因。再次，是文学艺术守正创新的成功探索。作品俯瞰大
地，横贯古今，堪称皇皇巨构，有抟和诗歌、戏剧、小说、散文、
民谣、新闻、微信各类文体的大笔力，调度自如，包罗万象。有
大布局，有小细节；有大事件，有小人物；有锦山秀水里的儿女
情长，也有抗日战场上的断脰决腹；为屈子招魂，更为美好新
生活的奋斗颂赞。这是一部宏大立体的大湘西人文历史与自
然生态的全景式诗篇，具有令人叹服的文学雄心与勇气。《大
地五部曲》为散文诗艺术提供了一个可以探讨的极有价值的
文本。

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主任何向阳对《大地五部曲》的读解
是“致广大而尽精微”。何向阳认为，首先它是散文诗，但是它
又有些异处，属于跨文体。这五卷各有侧重，但整体读来史诗
的初衷和雄心跃然纸上，气势恢宏，有交响乐之磅礴。这确实
像狄德罗说的，诗需要一些壮大、野蛮、粗犷的气魄。《大地五
部曲》有点像马勒的大地之歌交响曲，55万字的体量慷慨任气
而又自由放纵。“致广大”起码有这样几个意思，作家对历史
的、战争的、自然的、古今的、未来的跨越，都有把控能力，可见

其掌控性是非常强的，像一个指挥家，要指挥着全部的乐团，
然后演奏出不同的声音。其次，一般散文诗是以抒情性为主
的，但这部作品里多为叙事性，甚至是历史性，却又不是把历
史、战争这些现实层面的事物去直写，是把它们还原成人的心
绪、人的感受。也就是说，在艺术层面上又打破了一些框架，
写得自由开阔，不受约束，具有敞开性、无限性和衍生性。而
衍生性确实是一种广大。《大地五部曲》体现了一种深度写作，
这种深度写作也可称之为呼吸写作，从听觉写到嗅觉乃至人
物等等。这部作品在抒情和叙事之上，构建了自己的史诗性。

《诗刊》副主编、《中华辞赋》杂志社社长王冰认为，罗长江
的《大地五部曲》是一部颇具气象的长篇叙事散文诗，是散文
诗写作中的又一次艰难跋涉之旅。作者凭借对于张家界这方
土地的热爱，对于这方土地上的儿女、风物、历史的熟悉，像打
扮自己女儿出嫁一样，精心细致地将张家界的各种美都呈现
出来。秋月夏云、冬月春寒，作者在文中尽情摇荡起自己的性
情，将自身融入张家界的山水和历史之中溶解它，渗透它，把
作者的精神世界、张家界的山水情韵和张家界的历史烟云，运
用诸如象征、意象、感觉、意识流、时空颠倒与跳跃等现代手
法，细致入微地表现出来。文字厚重、深沉，文风含蓄、节制、
老到，饱含物趣、意趣和情趣，颇有文士风骨和中国意绪，读来
令人感喟不已，回味无穷。

《诗刊》编委、《中华辞赋》总编辑石厉认为，自19世纪到
20世纪，文学极端表达的事例太多，从荷尔德林的疯癫到奈瓦
尔的自杀，波特莱尔恶之花般的忧郁和纳博科夫小说中的变
态恋情，拉丁美洲的魔幻一直到我们诗歌小说中所谓的“试
错”叙述，都试图不同凡响、一鸣惊人，以致文学作品常常被自
己所制造的审美疲倦的洪流所内卷。这主要是写作者偏离自
然之故。罗长江《大地五部曲》之所以让读者产生一读而快的
兴趣，就在于其所涉内容虽然庞杂，但他如惠特曼一样，基本
都能将其归于一种持久、普遍性的自然书写。天地常新，无论
五行、花草和鸟虫，还是风景、民俗、战争与人物，他都得心应
手将其统摄于空灵而芳香的土地。我们的身体、意识以及文
化或历史其实都是自然演变的一部分，自然的状态可完美覆
盖或呈现我们所谓诗性表现的本质。一旦将自然而非神偶作
为在场的主体，诗歌的灵魂就开始生成，也可能所有语言表达
中所潜藏的极端、幻象或迷惑都可得到自然的调适，这大概也
是中国古人所说的“极高明而道中庸”，那是一种至大无外的
包容。不要以为分行的文体就是诗歌，不应过于局限形式上
是否是诗或非诗的形式，即使写作者并不刻意追求诗歌式的
分行表述，其自然状态的修辞本身也必然呈现出诗歌的属性
与追求，这似乎就是人们所说的散文诗。《大地五部曲》可谓是
如此意义上的一个特例。另外这部作品并非传统意义上具有
主要脉络与结构作为穹顶支撑的一部文学长篇，而是仿佛大
地上盛开的一朵五瓣相依的鲜花，是自然天空中的五角星，抑
或是更加灿烂的一棵语言大树上五根扇形排列的枝桠。作为
长篇巨制，这种结构是发散的，而非线索式的内敛，因此又具
有广阔的探索性。

《大地五部曲》让作家出版社编审唐晓渡大感震撼。他认
为，这震撼固然和其体量有关，但考虑到类似体量的诗卷在当
代并不仅见，故算不得最主要的原因；真正让他感到震撼的是
这部作品的恣肆汪洋、元气淋漓，既是一个结构宏大、肌质复
杂的语言织体，又是一个能量充沛、辐射着巨大生机和活力的
自在生命。兼有如此质量和体量的当代作品，在他的阅读视
野中，还当真是凤毛麟角。我们当然可以说这是散文诗的一
个重大收获；然而，只要粗略分析一下其多支点的建构方式、
多要素的肌理特征、多功能的语言转换、多调性的声音变化，
再回到其以“大地”之名，将所有这些融溶为一的有机整体性
质，就会发现，这一文本的内涵，早就大大撑破，或者说溢出了
通常所谓“散文诗”概念的外延，以至不能被任何现成的文体
或文类概念所限定，而一般性地指称它属于“跨文体写作”，又
显得过于刻意。如果一定要对其进行某种总体定性的话，我

更愿意说，这正是许多诗人作家梦寐以求的“大心灵书
写”或“诗性总体书写”的产物，一个兼具复调和复合性
质的超级文本，一部不可多得的“奇书”，尽管其完成度
还大有改善的余地。至于它与散文诗的关联，似更应从
其挑战、颠覆，以至粉碎了迄今为止所有有关散文诗的
成见这一角度来看待。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汪剑钊阅读罗长
江的《大地五部曲》，让他想起了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
国》。费孝通在书里指出，正是那些平时被我们看作“土
头土脑的乡下人”才是中国社会的“基层”，土是他们的
命根子，在农村，土地神恰好是在数量上占有最高地位
的一尊神。可以说，土地这一丰富的资源让生长其上的
人们形成了特定的空间感和时间感，进而影响到了他们
的生活方式、政治秩序和道德规约。第一卷的“小引”
中，作者告诉我们，泥土是有声音的，那就是天籁，一支
与人类共在的古歌。正是顺着“小引”所设定的路径，汪
剑钊进入这部鸿篇巨制的正文，也由此更深地感受到了
作者在形式上精心的建构。全书共分五卷，以“大地苍
黄”“大地气象”“大地涅槃”“大地芬芳”和“大地梦想”收
纳和铺展。通读全书，不由得让人对这部作品的文体归
属产生一丝怀疑。它有抒情，有叙事，有议论，似乎集聚
了诗、神话、歌谣、小说、戏剧、新闻、口述实录等各种元
素，打破了以往散文诗的精短和两栖特征。这种跨文体
性令人想到了麒麟的存在，它集龙、鹿、羊、狼、牛、马诸
体征于一身，成为了获得人们青睐的瑞兽。因此，应当
对作者罗长江生出由衷的敬意，为他的大胆实验而称道
点赞。《大地五部曲》是当代文坛的一部“心血之作”，就

目前完成的篇幅而言，它已基本实现了作者的预设，我们也可
以从字里行间体会到其中的甘苦。一个中国人以“五部曲”的
形式对自己的民族立言，这是一个令人欣喜的成就。

在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王久辛看来，要创作好伟大时代
的英雄史诗，就一定要遵循这三个逻辑，即历史的、理论的、实
践的逻辑。罗长江正是循着三个逻辑的内在精神创作的，他
从家乡湘西的根性历史开始写起，写了这块土地上风云际会、
波澜壮阔的大事件。他的五部曲起承转合，内在勾连，本质的
推动力推动着作者的创造力，一部部作品创作出来。第一部
《大地苍黄》写村庄的24个故事，苦涩与温暖，苍茫与救赎，命
运与奋争，可见湘西漫长的成长、风俗与精神的演进；第二部
《大地气象》写湘西会战、长沙会战、常德衡阳保卫战，写出了
湘西惨烈英勇的战争与瑰丽奇谲的湘楚祭祀的氛围，更切近
地域人文的灵魂；第三部《大地涅槃》写六百年河街面临拆迁
引发抢救文化记忆数十人的生死歌哭，引发关于诗意栖居和
自我更新的思考；第四部《大地芬芳》写作者“我”与小孙女来
张家界探寻自然奥秘，将文史哲美与风土人情融入诗性的表
达和对生态严峻形势的叩问；第五部《大地梦想》以“天空”

“大地”“追梦人”为书写对应物，以“我”行走于千年鸟道的所
见所闻所感为演绎推进的脉络，写了人与鸟、大地与天空、神
话与现实、光荣与梦想的多重交响。罗长江创作的作品，其底
蕴的力量以及推动时序演进的故事与人性，是紧扣三个逻辑
的，内容与形式是结实而华美的。

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副主任张清华认为，谢冕先生从新
诗诞生以来散文诗文体的发展角度，用“从短笛到交响，从野
草到丛林”这样一个比喻来概括，是精准的，给了这部作品一
个定位，即一个具有“交响乐性质的大文本”。作者的写作抱
负，可谓溢出了传统的文体观念，意图通过这一巨形文本，构
造一部当代性的史诗，将中国现代史中湘楚大地上发生的重
大事件，近代以来仁人志士的奋斗、抗战、现代化进程、城市改
造等等历史元素，都以“历史串联”与“空间并置”相结合的方
式予以了表现。同时，作者还通过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诸
如五行“金木水火土”，天干地支，二十四节气，古曲的五种调
性“宫商角徵羽”等等，强化本土意味，使这些元素与丰富的历
史内容之间，实现了对话与形式的匹配，并且以此来配合历史
的空间化设置。再一点，是叙事中一种鲜明的现代性诉求。
一方面它坚守了历史的真实，同时又有很高的哲学理念——
是用“大地”这个总体意象作为承载，并将之具体化为土地、河
流、族群的生存，大地上的所有表象等等；同时还传递了城市
化的进程对于自然和传统所形成的破坏的忧思，等等，贯穿了
人文主义的精神和当代性的世界视野，不断与世界文学的经
典作家与文本对话。另外，作者在写作的过程中，还生成了一
个令人尊敬的“诗人的主体形象”，这也是值得肯定的一点。

《解放军文艺》原主编刘立云在读完《大地气象》的上半
部，即《第四歌 英雄故事歌·湘西会战（续）》之后，为诗人的
胆识和才华击节赞叹，为他处惊不变的心态和从容不迫的倾
诉频频叫好；同时也为他运用散文诗的形式处理这样一个重
大而惨烈的战争题材而感到独具匠心，越读越被作品多视角
多维度地反复交织和咏叹振奋不已，越读越有一种摧枯拉朽、
荡气回肠的快感。作品采取复调的形式，设湘西会战纪念塔
下那座阔大的舞台为祭坛，把绵延辽阔卧虎藏龙的雪峰山麓
作为庞大的背景，以正在举行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
作为时间切口，在屈原《九歌》亦真亦幻的乐舞中，帷幕拉开，
一场大型民间祭祀仪式宣告开始。从一脉脉山莽到野牛耸动
的背脊，从野牛群大张的鼻孔、抖擞的毛发、狂野的光芒、响入
云宵的叫喊，到漫山遍野的云呼水啸，山奔海立，雷霆万钧，这
是闪回，是幻化，是通感，是穿越，是意象叠加，是乾坤颠倒。
读着这些文字，或者听到这些朗诵，一颗心不由自主地跟随着
他跳动，跟随他进入漫长而幽暗的历史隧道。忽然，心里跳出
两个字：格局！这就是一首诗的格局。他把一场战争当成一
首诗来写，或者反过来，把一首诗当成一场战争来写。当然，

这首诗是一首大诗、一首长诗、一首暂时无法命名的诗。
“沉重与飘逸，都听命于情感。”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敬文东

认为，《大地五部曲》对散文诗另有理解，它首先是从语言的层
面革新了散文诗的内涵，从而让它具有中国本土的特色，汉语
言的特色。罗长江使用的汉语有两个极点，一个是沉重，另一
个是飘逸。沉重和土地有关，飘逸则和天空联系在一起。毫
无疑问，《大地五部曲》更偏重汉语的土地特质。作为土地的
反面或必要的参照物，天空在《大地五部曲》当中也理所当然
地得到了呈现。听命于语言，更应该听命于情感，这是《大地
五部曲》对散文诗从语言的维度给出的独特理解。《大地五部
曲》各种文体多管齐下，使得大地自身的复杂性、多样性、爱恨
情仇一并得到了没有死角的诗情抚摸，提供了一个散文诗还
可以这样写的新文本、全文本。

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龚旭东认为，散文诗应具有精神
原创性与艺术先锋性。《大地五部曲》让我们有了一个可以真
正作为文本分析的标本。散文诗的发展，从一开始就天然地
具有精神的原创性和艺术的先锋性，从鲁迅开始就是如此，它
直接和心灵与精神相关，是内心搏斗的深刻体现。《大地五部
曲》为我们提供了这么一个认识的契机，为诗人和作家如何艺
术地表现和回应我们所处的时代，提供了一个新的艺术经
验。包括它对时代、对历史、对现实的思考，它的思维格局，思
想和情怀，以及整体的结构和每一部的构架里面，是怎么样去
体现的？这其中有很多值得我们思考甚至反思的东西。书中
有很多新鲜的艺术追求和艺术经验，比如发帖、跟帖，本来很
难进入到诗歌里去，《大地五部曲》却用它们多层次、多角度地
体现了各种社会观点、社会公共性的情感情绪观点，很和谐，
打破了叙述和叙事单一的角度，具有很强的延展性。本书引
导我们进一步思考，散文诗和分行的诗差异到底在哪儿？启
示我们，散文诗更具有综合和开放的诗性，可以更多地为了意
义表达的需要，将一切可以拿来的艺术形式、方式、方法、手段
运用进来，去探索一切新的艺术可能性。在此基础上，文学的
界限越模糊，散文诗的空间就越开阔。所以理想的文本创新，
它一定是思想溢出或者撑破艺术的结果，这才是最好的艺术
表达。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李林荣谈到，《大地五部曲》的
第五卷最能够突出交响乐特质，因为整个这一卷的结构方式
就是交响乐的方式，而且对位特别准确，几乎把交响乐的各种
要素、篇章结构的元素全都体现出来了。把散文诗的短章的
小而微变成宏大华美，结构上有很多苦心孤诣而且精巧的设
置。第五部中有一个部分，虽然占的篇幅不是很大，但是对于
理解罗长江的散文诗创作的思想底蕴很有帮助，就是第三章
当中的第一个变奏，也是整个第五部的末章，是一部戏剧体有
点像伯克新的诗剧。在这个文本当中可以看到罗长江作为一
个诗人、一个散文诗的探讨者、建构者对鲁迅深入的理解、对
鲁迅《野草》的理解，以及旧体诗当中很隐秘的情怀，鲁迅思想
当中和早年特别神往的诗人，还有思想上一直念念不忘的，都
解读得很细。尽管是一个诗剧的形式，但既是诗也是戏剧，把
从《野草》到鲁迅整体思想当中的关节，用生动形象的方式全
都展现出来。第五部写得很沉重，但是就像交响乐的编排，有
些乐章很强，有些乐章很弱。有些过渡确实是比较散淡的，但
是实际上是为后面更强乐章做准备的。

解放军艺术学院教授黄恩鹏认为，罗长江的《大地五部
曲》是一部卷帙浩繁的散文诗叙事长卷，作品弥漫浓郁的“母
土”气息：祖先、自由、爱情、生存、战争、神话等等，似曾相识的
事件，以不同视角、结构和手法，构建了长篇散文诗滔滔时空
的“宏大叙事”。作品的文本策略是以小说的语境、剧场的效
应、电影蒙太奇等等手法安排和架构整体，不拘一格并葆有诸
多新文体“杂糅”，让语言的绵密与思想的布局相关，与理想化
了的风格相关，当然也不妨碍从整体的概念、风格、结构、人
物、情节等来求证独特的语境对散文诗文本的适用，甚至是开
掘性的。《大地五部曲》的文本立场明显，根基坚实，从而枝叶
纷披、思情饱满、想象充沛，也让诗的意象粲然生光。诗人一
方面受“物色”感知，喻写自然；一方面运用主体之思，关怀人
类的处境。以含蕴“事典”的文本，打造生动活脱而又卓荦不
凡的“大湘西”意境。还穿插“随笔式”的思考，将一种广义的

“人类学”完美呈现。可以说，《大地五部曲》是散文诗又一个
重要收获。

湖南省作家协会创研部主任贺秋菊认为，罗长江是一位
有文学理想和文学追求的作家，《大地五部曲》是他沉潜多年
创作的一部厚重之作。他的笔触朴实且细腻、真挚而富有哲
思，气象辽阔。细读文本可以发现，罗长江善于在日常繁杂琐
屑的河流之中用关切而深情的目光挖掘生活的细节，孕育成
诗，打捞精神的光亮，迸发出丰沛动人的情感。在《大地苍黄》
中，他写到烧瓦窑的祖父、身着蓝印花布的女知青、放牛娃雷
生和雷生爹的“雷生崽”，写蹲在鸭棚望着鸭群在溪河和水田
里叽叽嘎嘎啄泥觅食的鸭客佬，也记录下了一生坚守在茶园
守候孟同归来的三姑娘的故事。平凡岁月中的小事物、真感
情最是深藏诗意，最能遣发诗兴。我们读到，存储往事的匣子
被无言地打开，有时是在晨光暮色里，有时是在无眠的暗夜，
有时是在渔火飘忽的阡陌田垄、蓝印花布的村庄。诗人有时
凝神沉思，有时自审自省，贯穿始终的是一位怀着虔敬之心在
文学创作之路上坚定迈进的前行者，他坚守老祖父的“瓦窑”，
倾听“泥土的声音”，匍匐在大地上一路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