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

月

2

日上午，参加青春诗会的诗人走进横峰中学开展诗

歌讲座，著名诗人胡弦、田禾、曹宇翔、灯灯，以及贾浅浅、童作

焉等青年诗人， 与学子们面对面交流诗歌创作的所思所感所

想，用诗的清露润泽学子们心田，开启了他们的诗眼，为他们带

来了绝美的文学盛宴。

九月横中， 处处散发着青春的气息， 洋溢浓烈的学习氛

围， 同学们听说自己倾慕已久的诗人要来学校， 早已在校门

口翘首以盼， 等待心目中的偶像到来。 诗人们刚下车， 就被

同学们围住， 同学们向他们送上鲜花， 表达自己的仰慕之情，

期待与自己的偶像来一次诗歌的深入交流学习。

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胡弦认为， 无论从实用角度，

还是从人生成长角度， 阅读诗歌将让人受益终生： “ 我有段

时间不读诗写诗， 只写散文， 文字感觉就不好了， 可见多读

诗能提高对文字的敏锐性和审美观 。 孔子说 ‘ 不学诗无以

言’， 歌德说‘ 谁不读诗， 谁就是野蛮人’， 读诗不仅是汲取

知识， 还是个人修养、 境界的修炼和提升。 中国是古老的诗

教国度， 你一出生， 父母就教你背诵唐诗宋词。 如何让一生

过得有诗意， 这是中国人的崇高追求， 而且在民族的危机关

头， 经常会出现鼓舞人心的感人诗篇。 钟嵘有言‘ 使穷贱易

安， 幽居靡闷， 莫尚于诗矣’， 诗能把人从困厄中解救出来，

是一个心灵的奇迹！”。

随后， 曹宇翔、 贾浅浅、 田禾、 灯灯与学生们交流分享

诗歌创作的感受。 “ 孔子说‘ 诗可以兴、 可以观、 可以群、

可以怨’ ……” 青年诗人童作焉向同学们讲述了诗性的重要

性， 希望同学们不要认为诗歌离自己很遥远， 要保持良好的

诗性， 找到与自己内心沟通的渠道， 不断提升自我， 发现身

边的真善美。 诗人们语言风趣， 贴切实际， 一句句发自内心

的感悟， 感染着现场的师生， 现场氛围热烈， 不断响起掌声，

引发共鸣。

“ 你在写诗的时候，会不会受到其他诗人风格的影响？ ”在

随后的互动交流环节中，高二学生徐艺哲率先向他的偶像贾浅

浅提出问题。“ 我们在写作之初，先要学会读他人的诗，在以后

的不断创作学习中，找到自己的风格，从而提升自己的诗歌写

作水平。 ”贾浅浅耐心地回答道。 随后，现场同学们按捺不住内

心的激动之情，踊跃地向现场的诗人抛出问题，诗人们现场为

他们答疑解惑，耐心细致地回答了他们的问题，把讲座氛围推

向了高潮，直到活动结束后，同学们还意犹未尽。

诗人灯灯则献上了对学子们的美好祝愿： “ 同学们你们

生活在横峰， 这么一个风景秀美、 民风淳朴的地方， 你们的

生活就是一首诗， 你们的青春也是一首诗， 你们的未来更是

一首诗。 我祝愿你们有一个灿烂的前程， 生在横峰， 春暖花

开， 愿诗歌成为伴你们成长的忠实朋友！”

初秋的横峰大地，流光溢彩，田畴青碧，山峦戴翠。

8

月

31

日至

9

月

2

日， 为期

3

天的第

35

届“ 可爱的中国”摇

篮———横峰·青春诗会在横峰召开。 以青春的名义，因诗歌

的缘由，来自全国各地百余名诗人，欢聚在这里，采风、研

讨、歌咏，致敬伟大的时代，致敬伟大的方志敏先烈。

青春诗会是塔顶上的诗歌盛会

青春诗会由《 诗刊》社自

1980

年开始主办，之后每年举

办一届（ 期间

1981

、

1989

、

1990

、

1996

、

1998

年没有举办） ，被

誉为中国诗坛的“ 黄埔军校”。

首届青春诗会邀请了舒婷、 顾城、 梁小斌、 王小妮、

西川、 翟永明、 欧阳江河、 于坚等

17

位青年诗人， 诗坛

前辈艾青、 臧克家、 田间、 贺敬之、 李瑛、 蔡其矫等到会

授课， 严辰、 邹荻帆、 柯岩、 邵燕祥等亲自辅导， 为与会

的青年诗人修改作品。 这次诗会的成果在 《 诗刊》

1980

年

10

月号以“ 青春诗会专号” 发表， 轰动诗坛， 为八十年代

的中国诗坛揭开了青春篇章。 “ 青春诗会” 的名称并由此

确立， 成为中国新时期诗歌、 乃至中国文学界最有影响力

的文学活动之一， 历届推出的青年诗人， 成为诗歌界的中

坚力量， 如舒婷、 翟永明、 于坚、 西川、 陈先发、 胡弦等

诗人， 已成为新时期的诗歌代表人物。

江西有凌非、汪峰、凌翼、三子、邓诗鸿、林莉、王彦山、

灯灯、林珊、吴素贞、漆宇勤参加过青春诗会，其中汪峰、林

莉、灯灯为上饶人。

青春诗会是最高端的诗歌盛会，每届入选诗人，被诗坛

瞩目，成为诗歌界新贵。

在重要时间节点，落户横峰

今年是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纪念五四运

动

100

周年、方志敏诞辰

120

周年，也是青春诗会第

35

届。

作为现象级的诗歌盛会，落户江西、落户横峰，著名诗人、

《 诗刊》社主编李少君说出了原由：“ 江西作为重要的文化省

份，之前从没举办过青春诗会，我们不能让这个遗憾，再延

续下去。 横峰县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方志敏创建闽浙

皖赣革命根据地的地方。 方志敏写下了广为传颂的 《 可爱

的中国》 《 清贫》 等经典作品。 横峰秀美乡村建设名列江

西前茅， 群众的物质生活、 精神生活，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 已实现了方志敏‘ 可爱的中国’ 的革命理想。 这个

时代， 这片土地， 呼唤着诗人去歌颂。 同时， 江西是重要

的诗歌省份， 尤其近几年， 有圻子、 林珊等一大批新崛起

的青年诗人， 在 《 诗刊》 重要栏目， 刊发了组诗， 在全国

也不多见。 上饶是江西诗歌重镇， 涌现了汪峰、 林莉等一

批优秀诗人。”

本届“ 青春诗会”自

2019

年

1

月

1

日开始征稿，共收到全

国参评稿件

892

份，经过资格审查，有

744

份稿件符合条件。

经初评，产生

80

人候选名单；经二评，产生第二轮名单；经终

评委陈先发、胡弦、汤养宗、阎安、杨庆祥、刘笑伟、傅菲投票、

合议，选出最终名单，确定敬丹樱、黍不语、贾浅浅、林珊、王子

瓜、童作焉、年微漾、孔令剑、徐晓、吴素贞、纳兰、马泽平、漆宇

勤、周卫民、飞白等

15

位青年诗人，其中，江西诗人占了

3

席，

分别是林珊（ 赣州）、吴素贞（ 抚州）、漆宇勤（ 萍乡）。

重量级诗人云集，盛赞上饶

本届青春诗会，重量级诗人云集。

饮誉世界文坛的诗人有吉狄马加、舒婷。

现任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中国作家协会党组

成员、书记处书记、副主席的著名诗人吉狄马加，在青年时

期，以《 一个彝人的梦想》饮誉诗坛，被称为“ 彝人的歌手”，

多次获得国际诗歌大奖，是一位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诗人。 他

盛赞横峰村村是美丽的花园。

福建省文联副主席、厦门市文联主席、著名诗人舒婷是

朦胧诗派的代表人物， 以 《 致橡树》《 祖国啊， 我亲爱的祖

国》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初，走向诗坛，成为一个时代的记忆

与符号，留下了大量经典诗篇，享有国际盛誉。 在

2005

年初

夏，来过上饶。 再次莅临这片红色大地，舒婷老师说：“ 来过

两次江西，恰恰都来到了上饶，这是我和上饶的不解之缘。

这次来到横峰，我看到了时代日新月异的变化。 上饶山水之

美，全国不多见。 上饶人情美，更是难以忘怀。 ”

这次出席青春诗会的诗人，有

5

个获得鲁迅文学奖，分

别是曹宇翔、田禾、胡弦、陈先发、汤养宗。 茅盾文学奖评委、

著名文艺理论家、 诗人杨庆祥和著名诗歌批评家陈仲义也

出席了诗会。

诗会精彩活动纷呈，入选诗人终生难忘

诗会以致敬方志敏、诗会启动仪式、采风、诗歌朗诵会、

诗人走进横峰中学、诗歌研讨会、导师分组辅导等分项活动

开展。 本届诗会，共有百余人参加。

第

12

届青春诗会入选诗人汪峰，特意从四川大凉山赶

回上饶，参加诗会。 他说，青春诗会是诗歌界一年一度最有

影响的盛事，备受文学界关注，我作为嘉宾，接到邀请参会

电话，我提前

10

天，订好机票了，有幸在横峰参与青春诗会

的活动，我很激动。

入选本届诗会的诗人，大多数是第一次来到上饶。 他们

踏上横峰这片热土，被横峰优美的乡村景色和美食所吸引，

被横峰人的热情所点燃， 更被诗会一环扣一环的精彩活动

所感动。《 星星》诗刊编辑敬丹樱已是非常成熟的诗人了，她

入选本届青春诗会，仍然掩饰不了激动，说：在横峰，出席诗

会，让人终生难忘，是人生最美好的记忆。

江西省作家协会是本届青春诗会主办方之一， 江西作

协驻会副主席、著名作家江子说：第

35

届青春诗会在横峰

召开，必将写入江西文学史，成为新时期的重要文化记忆。

入选青春诗会诗人和导师在姚家乡采风。

青春诗会启动仪式上，集体朗诵《可爱的中国》。 傅菲 摄

诗酒趁青春 横峰著华章

——— 第 35 届 青 春 诗 会 回 眸

傅 菲 文

/

图

著名诗人舒婷（中）在葛源参观红色展览。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副主席、著名诗人吉狄马加（右二）在好客王家调研。

15

位入选青春诗会诗人在莲荷乡亭子上采风。

诗人们在姚家乡采风。

诗人们深入乡间采风。

用诗的清露润泽学子们心田

——— 著 名 诗 人 走 进 横 峰 中 学

本报记者 方子健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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