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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陈薇

2月25日，湖南省诗歌学会诗歌沙龙第27场
活动在长沙熬吧举行。现场，既有青年朗诵家的
深情朗诵， 也有资深诗人的创作主讲及嘉宾点
评，更不乏听众们互动交流的思想碰撞，活动精
彩纷呈， 空气中似乎弥漫着萦萦诗意。 春节过
后，始创于1985年的潇湘诗会满血复活，每半月
一次的诗歌朗诵活动弦歌雅奏； 而在长沙市图
书馆举行的“欢乐元宵，湘诗百年”诗歌朗诵音
乐会，其火爆场面至今仍是热议的话题。

谈到诗歌， 不得不提到备受瞩目的一档热
播节目———《中国诗词大会》。今年春节期间，这
档节目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引发社会强烈反响。
这一轮冲击波，波及的不仅仅是文艺圈，就连似
乎与文艺不沾边的受众，都被震撼了。 微博、微
信、QQ，包括所有的新媒体、自媒体，关于《中国
诗词大会》的话题不断。 随着节目的热播，不仅
火了里面的参赛选手、嘉宾和主持人，甚至有人
认为，它带动了全民学习、诵读古诗词的潮流。
其中，从湖南衡阳走向北京、担任《诗刊》编辑的
彭敏，获得此届《中国诗词大会》亚军，成为湖南
年轻诗歌爱好者的偶像。

《中国诗词大会》早已落下帷幕，余热却未
消退。 一档节目，果真引发了全国的诗歌热潮？

“春江水暖鸭先知”
在湖南省诗歌学会常务副会长、 秘书长罗

鹿鸣看来，《中国诗词大会》 节目引起全国上下
的关注，其实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我认为，不
是《中国诗词大会》引发了全国的诗歌热潮，而
是汹涌澎湃的诗歌热潮带动了《中国诗词大会》
的热播。 ”

罗鹿鸣说：“当前， 中国经济与社会改革都
进入到深水区， 全国人民正在朝着伟大的中国
梦而努力奋斗， 中国诗坛也在习近平总书记文
艺座谈会精神的照耀下，呈现出勃勃生机。‘春
江水暖鸭先知’。 诗歌作为文学皇冠上的明珠，
文艺方阵里的轻骑兵， 对外部世界的变化感觉
最快，发声最早。 我认为，诗歌已迈入再次繁荣、
复兴的新境界。 ”

罗鹿鸣分析，诗歌的复兴，既是人们对精神
世界的渴求、对社会浮躁的反叛，同时它还是当
代先进科学技术的催生。互联网的风起云涌，文
学网站、论坛、博客、微博的蓬勃兴起，QQ的普
及运用，特别是近两年微信的出现、微信群与微
信公众平台的异军突起， 为诗歌的繁荣提供了
快捷、无限的空间。

“便捷的现代通讯技术、广阔的网络空间，
为诗人表达对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的情感，提
供了无限强大的载体， 也进一步促进了诗坛的
欣欣向荣。 ”罗鹿鸣感叹，作为一个诗人，生活在
这个时代，十分有幸。

作为新乡土诗派“三驾马车”之一，陈惠芳对

湖南诗坛十分熟悉。他认为，无论是《中国诗词大
会》的热播，还是湖南诗歌的再度升温，都是中国
诗歌传统的深厚影响和湖南诗人对诗歌的持久
热爱所融合而成的。 这不是偶然，而是必然。

“乘着春风喜复兴”
曾有很长一段时间， 人们怀念上个世纪八

九十年湖南诗歌的盛况。 各大高校中， 文学社
团、诗歌社团如雨后春笋，一大批有影响的校园
诗人，成为大学生们追捧的对象。在长株潭等城
市，以“潇湘诗会”为代表的周末诗歌朗诵会，吸
引社会各界人士参与，年轻人以能登上“潇湘诗
会”为荣。 著名诗人、诗歌评论家纷纷来湘，举办
讲座，现场常常是“人满为患”。 在这股诗歌浪潮
中，油印、铅印的诗歌报刊和诗集，比比皆是。 更
有不少诗歌爱好者订阅“中国诗坛四大名刊”
《诗刊》《星星》《诗歌报》《绿风》，10余年乐此不
倦。

陈惠芳对此深有体会。他说，那种难忘的情
景又在湖南呈现。眼下，活跃于湖南诗坛的中坚
力量正是那批走过“激情燃烧的岁月”的50后、
60后诗人，他们像潜伏者，深受“盛世文昌”的强
烈感召，纷纷归来。 50后、60后与70后、80后、90
后“融合”，蔚为大观。 这种“融合”更体现在传统
纸媒与新媒体上。 以湖南日报“三个湘江”（即：
湘江周刊、新湖南湘江频道、湘江微信公众号）
为代表，包括《创作与评论》《湖南文学》《芙蓉》
在内，全方位推送诗歌作品，为正在升温中的湖
南诗歌鼓劲呐喊。

2012年1月至4月，《湖南日报》“湘江” 副刊
推出“新春诗会”“呼唤春天”、接力诗歌“飞翔”

“火把”“水流”“四羊方尊”、接力诗歌“阳光”“月

光”“天路”等6个诗歌专版，并配发评论。 全新改
版后的“湘江”周刊，2015年9月至2016年9月，
开辟“二行同题诗”专栏，共推出41期，来自全国
各地的400余作者亮相， 无一重复。《创作与评
论》2012年第7期，推出《新乡土诗派“新三驾马
车”研究》专辑，发表陈惠芳、杨林、黄曙辉的作
品及评论。《长沙晚报》2012年8月30日发表长篇
通讯《新乡土诗派踏上复兴之路》。

与此同时，湖南诗人重新进军《人民文学》
《诗刊》《十月》等名刊的速度加快。 全国有影响
的诗歌年度选本，湖南诗人占据了重要的一席。

“集体发力看诗群”
除了湖南主流媒体推波助澜， 还有湖南诗

群的集体发力。
在中国诗坛， 新乡土诗派是湖南的一张诗

歌名片,从1987年春由江堤、陈惠芳、彭国梁创
立，至今已走过整整30年。

“对于诗人来说， 又一个诗歌黄金季到来
了。 以前，我们只有纸笔与破单车，只有囊中羞
涩的窘境。 现在，我们有了快捷的网络，有了一
些宽裕与从容。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站在复兴新
乡土诗派的前列， 在精心构建的精神家园中享
受快乐，传递美好？ ”陈惠芳说。 30年前，新乡土
诗派倡导“传承民族血脉，塑造精神家园”的宗
旨。时代在变迁，社会在发展，这一宗旨没变。事
实证明，这是有远见的。 民族，本土，家园，始终
是诗歌的主旋律。

2015年，以梁尔源为会长的湖南省诗歌学
会成立， 成为湖
南诗坛的一件大
事。其后，推出《诗

歌世界》诗歌季刊，打造湖南省诗歌学会微信公
众平台、湖南熬吧诗歌沙龙平台，建好湖南省诗
歌学会网站，办好中国诗歌网湖南频道，并与湖
南日报社旗下的新湖南客户端合办“听诗”平
台， 将优秀诗人的诗作通过朗诵的方式加以传
播。 以长沙为中心，诗意不断扩散，变得浓郁起
来。 岳阳、张家界、怀化等地纷纷成立诗歌学会，
积极发展会员，踊跃开展活动，推动了湖南诗歌
向纵深发展。

桃花源诗群是常德当下诗歌写作者的集合
体，已成为全国颇有影响的诗群。 自2010年4月
常德市诗歌协会成立后， 该协会首任主席罗鹿
鸣倡导并建设“桃花源诗群”。 该诗群以诗歌民
刊《桃花源诗季》为依托，在中国诗坛迅速崛起。
短短几年间，“桃花源诗群”成员出版诗集近100
部，10多名骨干成员在全国荣获诗歌大奖，上百
人次作品被各大年选、排行榜等书刊转载，还有
多人参加有“中国诗坛黄埔军校”之誉的《诗刊》
“青春诗会”。 桃花源诗群成为全国颇有影响的
诗群，其依托的《桃花源诗季》被评为“中国十大
诗歌民刊”，其会员连续3届蝉联“湖南青年文学
奖”，6个会员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邓朝晖、谈雅
丽、杨亚杰等是这一诗群的佼佼者。

近年来，湖南各地纷纷推出微信公众号，发
表、推介诗人作品。 较有影响的有《湘江原创》
《二里半诗群》《旋梯诗社》《天天微意思》《岳麓故
事》《宁乡文艺家》《楚地诗歌》《绿汀文萃》等。 宁
乡、邵阳、邵东等县文联、作协，利用微信群，开
展同题诗创作，一波接一波，形成规模较大的诗
歌集群。 谢蓄洪、刘炳琪、刘怀彧、刘洋、喻剑平、
杨罗先、胡雅婷、唐志平、刘博华等为维护微信
平台不遗余力。

而成名已久的湖南诗人， 比如谭仲池、起
伦、吴昕孺、远人、张战、胡丘陵、黄曙辉、聂沛、梦
天岚、玉珍、谢小青、欧阳白、姚茂椿、蒋三立、黄
明祥、龙红年、龚鹏飞、龚志华等，把诗坛搅得风
生水起。值得关注的是，湖南诗人的双线或多线
“作战”，冯明德、刘鸿伏、谢午恒、周艺文、陈新
文、碧云、方雪梅等诗书画均有成就。 散居各地
的湖南诗人， 也以极大的热情汇聚到湖南诗歌
大合唱之中，比如谋职于《诗刊》的李少君、刘
年，痴心于诗歌年选的周瑟瑟，奔走于益阳内外
的郭辉等。

新世纪的诗歌升温，已成为一个重要
的文化现象,预示着诗歌复兴“黄金时代”
正在到来。 近年来，湖南诗歌所取得的成
绩便是一个生动的展现。湖南广大诗人与
诗歌爱好者，坚守着自己的内心，坚守着
精神的高地。

诗歌复兴，方兴未艾。 越来越多的人，
正诗意地栖息在这个波澜壮阔的时代。

� � � � 【观察】

从湖南诗歌再度升温看———

诗歌复兴“黄金时代”是否到来 2016年湖南十大诗事

1、湖南省诗歌学会第一届二次理事会召
开，来自全省的理事与会员代表130余人参加
了会议。 设立湖南年度诗歌奖、湖南年度诗人
奖、湖南年度青年诗人奖。

2、举行了《诗歌世界》暨《2015湖南诗歌
年选》首发式。

3、诗刊社第七届 “青春回眸·株洲诗会 ”
举行。 参加此次活动的诗刊社特邀诗人、湖南
省内各地代表诗人、株洲市诗人共50余位，采
风吟诗。

4、“走进柳叶湖·第六届 ‘十月诗会’”在
常德举行。

5、《人民文学》第五届“新浪潮”诗会在望
城举行。

6、 第二届岳阳楼国际诗会在岳阳举行。
来自国内外近百名诗人云集洞庭之滨，数百位
诗歌爱好者参加了诗歌朗诵晚会。

7、 举办鲁迅文学院湖南诗歌创作培训
班。 参加培训班的来自全省和湘籍外省诗人
55名，旁听10余名。这是鲁院第一次与省级诗
歌组织开展培训活动。

8、张家界市诗歌学会成立。 这是继常德、
岳阳之后，我省第三家市级诗歌组织。

9、诗歌沙龙活动在各地兴起。 省诗歌学
会自2016年初创办诗歌沙龙， 全年共举办诗
歌沙龙23场，近3000人次参与了诗歌沙龙活
动。省诗歌学会诗歌沙龙的举办，带动了衡阳、
岳阳、常德、张家界、怀化、湘潭、湘西等市州以
及邵东、安化、耒阳、宁乡、衡南等县市诗歌沙
龙的兴起。

10、诗歌作品发表、出版、获奖硕果累累。
据估算，全省全年发表诗作上万首，仅省诗歌
学会会员在 《人民文学》《诗刊》《星星》《十月》
《中国诗歌》《诗选刊 》《扬子江诗刊 》《诗歌月
刊》等主流刊物发表作品200多人次，发表诗
作1000多首。 全省200多人次作品入选《诗歌
排行榜 》《2017年天天诗历 》《新世纪中国诗
选》等各种选本。

� � � �湖南日报3月7日讯 （记者 王晗 通讯员
王婧菲） 记者今天从湖南湘江新区管委会获
悉， 湘江新区智能驾驶测试区三大控制性工

程———3座桥梁下部结构施工已基本完成，一
期工程预计将于今年9月建成并交付使用。

湘江新区智能驾驶测试区项目于去年9

月启动建设， 包含3个T字路口、2个十字路
口、环岛、高速、城市道路、乡村道路、越野道
路等多种交通道路类型，分3期进行建设。

� � � �湖南日报3月7日讯 （毛敏轩 任家欣）
长沙市人社局近日透露， 2017年度稳岗补
贴申报工作将于4月1日启动， 符合条件的
企业可以按要求申报。

申报企业应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参加
失业保险并足额缴纳失业保险费满一年
（自然年计算）； 上年度裁员比例低于长沙
市城镇登记失业率2.74%； 财务制度健全，
管理规范。 对积极承担社会责任， 采取有
效措施不裁员或少裁员的用人单位， 长沙
市将按照该用人单位及职工上年度实际缴

纳失业保险缴费总额的40%给予稳岗补贴。
申报企业可通过长沙市12333公共服务

平台（www.cs12333.com）进行网上申报，同
一用人单位每年只能申请一次稳岗补贴。
“去年申请过稳岗补贴资金的企业需提供使
用情况，稳岗补贴可用于用人单位开展职工
转岗培训、技能提升培训、岗位补贴和缴纳
社会保险费等。 ”长沙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2016年，市人社局对符合规定的2052
家企业，发放了1.308亿元的稳岗补贴，充分
发挥了失业保险促就业的社会功能。

� � � �湖南日报3月7日讯（记者 徐典波 通讯
员 潘胜亮 罗江满 ）今天，岳阳市道路交通
安全委员会召开专题会议，对交通违法行为
较多的“两客一危”运输企业负责人进行集
体约谈。 岳阳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唐文

发表示，要在运输企业特别是“两客一危”
企业属地政府层面，堵住“两客一危”运输企
业安全生产上的漏洞，推动全市道路交通安
全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此次约谈的5家“两客一危”客运企业、

危化企业及物流公司、旅游公司，均存在交
通违法次数全省排名前100以内、 未处理违
法累计达到12分等问题。 市交警部门和安监
部门对被约谈企业车辆违法情况进行了详
细通报，并下达整改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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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2月20日晚， 长沙市芙蓉区东湖街道举办“诗话东湖———分享诗词之美， 感受诗词之
趣” 比赛， 8组参赛家庭进行了角逐。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宋丽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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