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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电影 《我的诗篇》 是第一部通过诗歌来
深入表现工人题材的纪录电影。 一个存活在中国
的特殊群体———工人诗人， 第一次携诗歌站到了
摄像机前 。 影片拍摄者通过互联网寻找到6位工
人， 有自杀身亡的苹果手机生产工人， 有叉车工、
爆破工、 制衣厂女工、 少数民族工人， 乃至地下
800米深处的矿工……镜头记录下这些工人诗人
的劳作、 生活、 悲欢离合， 他们的生命片段中有
爱有恨， 有悲有喜， 有死亡有新生； 他们是优秀
的诗人， 他们用诗书写劳动、 吟咏爱情， 也用诗
抒发悲欣、 直面死亡。 他们的诗是一个个不平凡
的平凡故事， 当他们带着自己风格各异、 扣人心
弦的诗篇在影片中现身， 当他们的生命片段汇聚
在一起， 你会看到一个个 “中国奇迹” 和 “中国
制造” 背后的故事、 一个个令人震撼的关于当代
中国的全新故事。

周刊主编 龚旭东 版式编辑 李雅文

两场星城美丽约会，
源于一位热爱文学的姑娘

在星城长沙，有一位热爱文学的姑娘。 她曾一
度以为，在她的生活中即使没有远方，也会有诗歌
的陪伴。 后来，她却与这个城市千千万万的人一样，
在日渐寡淡的生活中开始怀疑生命的意义，不再有
远方， 为了生存把诗歌藏在心底最深处的地方，覆
满了灰尘。

她是刘力维，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每日重复着
同样的工作，奔走在现实与梦想之间。 正因她的努
力，才有了1月8日和16日美丽星城与美妙诗歌的邂
逅，有了我们与《我的诗篇》难忘的约会。

刘力维说：“第一次看到这部纪录片的宣传，有
太多感慨，太多触动，太多的话语如鲠在喉。 影片中
的每一个人都有一颗平凡却不平庸的心灵。 每一个
平凡的故事，诉说的是他们，却又何尝不是我们每
一个人呢？ 他们生活在不被关注的底层社会，却从
不抱怨生活的冰冷，反而拥有诗意的人生态度。 这
般诗意的心态触动着我， 让我义无反顾地加入了

‘百城众筹观影活动’的群体，为这部影片的上映贡
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刘力维与制片方接洽，确定放
映影院及时间，展开一系列宣传。 她坦言，差点就要
放弃了。

“本以为在这座城市，栖息着许多与我一样、没
有了远方却不肯苟且的同伴，我们在火柴盒样的写
字楼里重复性地工作，在压迫和自由中寻找释放的
出口和心灵的归宿。 这部纪录片震撼我，让我在平
凡的生活中体会到诗歌的意义，它也一定可以震撼
这个城市的千千万万个‘我’。 ”她满怀期冀地向朋
友推荐，通过各种渠道宣传、接洽，然而收效甚微。

“似乎这个快节奏生活的城市也快速地带走了我们
的感动， 不再有耐心去仔细品味宣传片的内涵、翻
阅完我们的微信宣传，甚至没有足够的耐心看完我
站在高校门口递过去的宣传单。 原来，从踌躇满志
到灰心丧气，只需要一周的时间。 ”

万幸，在刘力维犹豫着要放弃的时候，她遇到
了“吴晓波长沙书友会策划部”的任强，达成共同众
筹的共识，得到了书友会的全力支持和更大规模的
宣传，终于按预期圆满完成了观影计划。

� � � � 由湖南省作家协会、 湖南日报社主
办，湖南作家网和湖南日报《湘江》周刊、
新湖南《湘江》频道、《湘江》微信公众号承
办的第四届“潇湘杯”网络微文学创作大
赛共收到微小说2389篇，微散文1610篇，
微诗歌1955篇。 作品评审采取常规评审

与网上投票并重的方式。 大赛网络人气
奖分为最佳网络人气奖和网络人气奖，
由网友投票决定， 分别由每个门类得票
数最多和排名第二的作品获得。 专家评
审奖则由实名评委对隐名的参赛稿件打
分，按得分多少排序，分别评出微小说、微

散文、微诗歌奖（一等奖各1名，二等奖各
2名，三等奖各3名)。大赛专家评审团评委
由卿立新、唐浩明、龚爱林、屈贵全、梁瑞
郴、王跃文、游和平、龚旭东、黄斌、匡国
泰、谢宗玉、沈念、刘哲组成。

舒刚斌 夏喜衡

看似不经意的一笔， 轻点在阳雀图腾的眼睛上。 这
是1月17日阳雀坡古村落亲子嘉年华活动别具匠心的开
场戏“阳雀点睛”。 当天腊八节， 来自长沙、 怀化等地
的近万游人紧跟 《爸爸去哪儿》 节目主持人、 著名“村
长” 李锐， 蜂拥到阳雀坡喝腊八粥、 打糯米粑、 看木偶
戏、 听花瑶山歌、 舞喔嚯龙灯， 人们伸长脖子、 敞开心
门过了一把民俗瘾。

孕育七千年前高庙文化的雪峰山， 有代代敬畏自然
的生态文化， 层层梯田传承的稻作文化， 有大诗人屈原
流放溆浦演绎的屈原文化， 有独具特色的花瑶文化， 有
清代民居遗落的古村文化， 有红军长征播种的红色文
化， 还有雪峰抗战凝聚的抗战文化。 但由于缺乏有效的
收集、 整理和挖掘， 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曾一度被世人
忽略。 生长于雪峰山腹地的陈黎明走出大山艰苦创业，
厚积20余年实现企业成功上市。 带着乡愁回归田园。 雪
峰山的山水大美激发他再度创业的激情， 他邀请文化名
流前来做客， 寻计问策唤醒雪峰文化。

2014年冬雪降临雪峰山的时节， 省作协副主席邓
宏顺， 怀化文化界张家和、 刘忠阳、 柴棚等人应邀进山
做客。 站在雪野凸起的巨石上凌空远望， 邓宏顺文思泉
涌： “从雪峰山巅一直披泄而下的冰雪， 那没有一丝尘
染的冰雪真要让人美伤了眼睛！ 或许是打工回家， 或许
是上学的放假， 或许是走娘家的媳妇从梯田间路过， 她
们的花衣， 她们的花帽、 她们的花裙， 把个银色世界点
起了红的乡情， 红的热闹和红的祈盼……”

经过周密筹划， 怀化市雪峰文化研究会破壳而出。
专家、 作家纷纷撰文， 以深刻的探究、 细腻的感悟展示
雪峰山区特有的文化底蕴， 雪峰文化研究迅速崛起为学
界津津乐道的雪峰现象。 有了文化的强力支撑， 雪峰山
旅游开发提上日程， 制定了山背花瑶、 穿岩山森林公
园、 阳雀坡古村、 统溪河生态小镇四个核心景区的发展
规划， 得到了省市旅游部门的高度认可。

有了雪峰文化研究会走出的第一行足迹， 紧接着，
著名考古学家、 “高庙遗址” 发掘主持人贺刚教授和著
名古建筑专家、 岳阳楼大修设计组成员符炫来了， 著名
作家王跃文、 张重光和文化专家张建永来了， 省文联文
艺家采风团来了。 一批又一批专家、 作家、 摄影家、
书法家、 画家来这里调研、 采风、创作，共同编织的声色
光影，展示“中国的雪峰山、世界的雪峰山”。中国 · 雪峰
山首届稻作文化节， 雁鹅界梯田上， 十里八乡的村民来
了， 姑娘小伙唱着“吃粑粑， 拿钵钵， 花瑶姑娘敲锣鼓
； 挽裤管， 打赤脚， 下田拔秧插禾禾” 的山歌下田垄，
民间长老高吟祭文开秧门， 雪峰山最原生态的稻作文化
打开了所有人的心门， 传递出乡愁中的情趣。

短短几个月间， 电视上开辟了雪峰山旅游频道， 报
纸上开辟了雪峰山旅游专栏， 雪峰文化研究团队发展到
100� 多人， 在报纸杂志或网站发表大量学术性论文、
诗歌散文、 摄影、 书法、 绘画、 音乐作品。 雪峰山的声
名插上飞翔的翅膀飞向各地， 一大批金融界、 实业界老
总纷至沓来， 鼎力加盟雪峰山旅游开发。 在不久前举行
的湘商大会上， 雪峰山旅游开发项目签约资金直线飙升
到 30�亿元。

阳雀坡腊八节亲子嘉年华活动， 6个古院落里举行
各种各样的民俗表演展示， 近万游客自己动手舞起板凳
龙、 草把灯， 欣赏到以古村落为背景、 以田间为舞台的
雪峰山古村音乐会， 古朴自然的民俗表演、 悠扬自然的
唱腔， 雪峰山释放出特有的亲和力、 感召力， 让众多从
长沙赶来的游客如痴如醉， 群众和游客从围观者变成参
与者， 在这里找到了年味的根。

江 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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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陈薇

2016年1月16日， 在长沙一家影院， 纪录片
《我的诗篇》以众筹包场的方式播放。电影落幕时，
好些人，眼睛都红了。

这是一部深入表现普通人生存境遇和精神世
界的纪录电影。 影片中真实拍摄的6位主人公，既
是普通的工人，也是优秀的诗人。 他们辛苦工作，
却又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之上，被交织在一起，构成
了一个中国深处的故事。 该影片由著名财经作家
吴晓波担纲总策划，由吴飞跃和秦晓宇联合执导。

绽放我的诗篇，给这座城看
刘彤彤是一名文化创业者。 那天，在《我的诗篇》

长沙首映礼现场，观影结束后，她深情朗诵了邬霞（片
中6位主人公之一，制衣女工）的诗歌《吊带裙》：

“包装车间灯火通明/我手握电熨斗/集聚我所有
的手温/我要先把吊带熨平/挂在你肩上不会勒疼你/
然后从腰身开始熨起/多么可爱的腰身/可以安放一
只白净的手/林荫道上/轻抚一种安静的爱情/最后把
裙裾展开/我要把每个皱褶的宽度熨得都相等/让你
在湖边 或者草坪上/等待风吹/你也可以奔跑 但/一
定要让裙裾飘起来带着弧度/像花儿一样/而我要下
班了/我要洗一件汗湿的厂服/我已把它折叠好打了
包装/吊带裙它将被运出车间/走向某个市场某个时
尚的店面/在某个下午或者晚上/等待惟一的你/陌生
的姑娘/我爱你。 ”

现场，掌声雷动，令人动容。
后来刘彤彤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活动结束，长沙

下起了大雨， 忽然觉得我的文艺亦如这工人们的诗
篇，大雨中都是疾行的脚步，有谁会为文艺的诗篇逗
留片刻，独行是选择也是必然……再卑微的骨头里也
有江河！ 在这个荒草蔓生的年代，唯一不应凋零的就
是诗歌， 那些闪亮的诗行必将照亮无数卑微的生命。
美好的东西都应该让更多追求美好的人看到，而不应
该悲情地束之高阁。 ”

被感动的，不仅仅只有刘彤彤。 詹镓箐是一名年
轻的策划人，她说：“6位工人诗人，6座城市，6种命运。
通过镜头，我听见了他们从最低尘埃里传来的诗意的
声音。 诗歌里有他们各自的故事，不张扬也不喧哗，他
们默默承担着这个时代最深重的苦难，却用最质朴的
诗的语言，传递着心底的温度，期望以这样方式达成
与艰难命运的和解。 工人们的诗，没有哲学的语言，只
有生活， 却深刻得可以穿透一切可见或不可见的间
隔，直抵人心最深处。 正如片尾曲所唱‘退着回到故
乡’，这‘故乡’是有血有肉的中国人的情怀所在。 有情
怀，这部影片就有它的重量！ ”

张晴，从事工程设计工作。 她说：“前阵子，我的思
想状态相当消极，一度认为自己只不过是设计院流水
线上的画图机器。 看完《我的诗篇》后，我从他们的故
事中读出了生命的韧性。 我想，我要好好工作，更加努
力地生活，要谱写自己的诗篇。 ”

瑜伽老师肖孟霞说：“倾听了生活在底层的农民
和工人的理想，内心被触动了。 知道了中国有3.1亿产
业工人， 在一线创造了中国近20年巨大的发展神话。
那一首首充满深刻、苍凉、厚重的诗歌洗刷了我们的
灵魂。 生活有多艰辛这些诗就有多珍贵。 ”

吴晓波长沙书友会微信群的一位主编苏蒙娜写
道：“诗歌是边缘的，工人是边缘的，纪录片也是边缘
的，我害怕它是我们小部分人的执拗与倔强，害怕它
只是一小滴水慢慢汇入历史的大潮，然后慢慢淹没消
失，连着仅有的几滴眼泪。 可是———这就是我的诗篇
啊！我就要做一个旗手，为我的诗篇呐喊———2016年，
我在星城长沙，绽放我的诗篇，给这座城看！ ”

� � � � 2015年6月，《我的诗篇》在完成全球首映后，
随即摘得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入围台湾电
影金马奖，进入全球最大纪录片节荷兰IDFA的主
竞赛单元，拿下了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年度
最佳纪录片”与“最佳音效”两项大奖，在国内、国
际上均取得了非凡影响力。

很多人希望能在影院看到《我的诗篇》。 当他
们得知影院因为对票房没有信心不敢排片， 就提
出：我相信我能在身边找到对这部电影感兴趣、有
共同价值观的朋友，我们众筹观影，成功后请影院
排片！ 于是，就有了星火燎原般的“百城众筹观影
行动”。 2015年8月下旬，《我的诗篇》率先在上海
的影院众筹上映，如今已在全国30个城市众筹放
映156场，目前仍有16场观影行动在众筹中。

中国纪录电影80后新锐导演之一吴飞跃曾
这样形容《我的诗篇》：“这是迄今为止中国最互联
网化的一部纪录电影， 上映之前已带动几千万人
了解到这些工人诗人和他们的诗歌。 我们通过互
联网向全国直播‘工人诗歌云端朗诵会’，通过众
筹帮助许立志（片中6位主人公之一，已离世）出版
遗作诗集《新的一天》、为《我的诗篇》筹集拍摄资
金、在全国百城众筹观影活动。”吴飞跃认为，互联
网时代给了纪录电影一个全新的命题。“如果把握
住这样的时代脉搏，有可能让中国的纪录片、纪录
电影取得一个质的提升。 ”

《我的诗篇》，
我们的诗篇

� � � � 6位工人诗人，6座城市，6种命运。 他们用最质朴的诗的语言，传递着心底的温度，期望以这样的方式达成与艰难命运的和
解。 工人们的诗，没有哲学的语言，只有生活，但却深刻得可以穿透一切可见或不可见的间隔，直抵人心最深处———

文化“点亮”
雪峰山

第四届 “潇湘杯” 网络微文学创作大赛获奖名单

1、最佳网络人气奖
小说类：《零件》 作者：任匆（东区柯克） 得票：5316����
散文类：《神鸟三墩》 作者：李婷 得票：11333
诗歌类：《故乡即景》 作者：刘朝阳 得票：7615� � � �
2、网络人气奖
小说类：《谁的错》 作者：王博 得票：4838
散文类：《沩江，我的沩江》 作者：杨罗先（太阳雨）

得票：11196
诗歌类：《干草垛》 作者：怡月 得票：6809� � � �

1、微小说(6名)
一等奖 孙毛伟《最后的愿望》
二等奖 杨国峰《古柏》

辛贵强《老戏》
三等奖 胡慧玲《松林和清香》

樊专砚《担子》
堰塘堡人《哑炮》

2、微散文(6名)
一等奖 李婷婷《猫》
二等奖 余小英《乡村老人》

高求忠《世上最后的

味道》
三等奖 谢丽荣《沱江之恋》

谢慧《姜渔鼓》
蒲海燕《眉月》

3、微诗歌(6名)
一等奖 孙霞《不提》
二等奖 刘朝阳《故乡即景》

冯金彦《故乡》
三等奖 飘飘然《守望》

李婷婷《剪指甲》
曹珂《拾掇一棵水稻》

网络人气奖： 专家评审奖：

文化风景线

迄今为止
中国最互联网化的
纪录电影

� � � � “如果把握住这样的时代脉
搏，有可能让中国的纪录片、纪录
电影取得一个质的提升。 ”

� � � “他们生活在不被关注的底
层社会 ， 却从不抱怨生活的冰
冷，反而拥有诗意的人生态度。 ”

� � � � “那一首首充满深刻 、苍凉 、
厚重的诗歌洗刷了我们的灵魂。 ”

� � � �《我的诗篇》长沙众筹观影发起人之一———刘
力维（中）与吴晓波长沙书友会的工作人员在影院
现场合影。

《我的诗篇》剧照

文化强力支撑山区发展。
在这里，有年味的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