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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大湾区文学的融合与发展
□ 钟建平

投稿邮箱：zhuhaiwanyun@163.com

我出生在远离中山三百多
公里外的九连山区，1988 年初
迁调珠海工作，2004年初调任
中山市。从山到海，我觉得已
经是不知交了多少好运了，后
来居然又到了伟人家乡工作和
生活，就更是一种天大的缘分
和福分了。

由于家庭的传统教育，我一
直秉承着用真善美、带着感恩去
做人和做事，尤其是发自内心感
恩改革开放、感恩时代。而来到
中山，我又增加了一种情感，这就
是对中山这座城市、对孙中山先
生这个伟人的爱慕之情。因此，
我在认真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
一直坚持将发掘、弘扬香山人文
作为个人的重点来做。对我而
言，这些工作则成为了一种最突
出的文化自觉。

这些年来，孙中山文化等八
大文化工程进展顺利，中山成
功创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成
功举行辛亥革命100周年和孙
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系列大

型纪念活动，孙中山文化正式
上升为国家命题，翠亨村成功
创建国家 5A 旅游景区……中
山市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大大提
升，文化软实力大大加强。有
幸见证并参与其中，我感到十
分荣幸。

而我个人，也通过以上工作
的开展，提升了综合素质，冶炼了
个人情操，锻造了人格气质，还借
机创作了大量作品。

究竟我与孙中山先生有什
么缘分呢？许多人总是这样问
我，我也不断地问自己。2011
年，我创作的大型交响音诗《孙
中山》在北京公演，我借机去了
香山碧云寺拜祭孙中山衣冠冢，
想不到在此发现了丘氏与先生
的缘分渊源所在。衣冠冢内有
1929年孙中山先生灵柩奉安南
京时的照片，我发现抬灵柩的八
个人中，居然有三位是姓丘的！
一查相关资料，原来当年先生在
马来西亚为革命筹款的时候，有
一个丘姓华侨为先生所感动，除

了带头捐款，后来还跟着先生回
国一起革命。先生担任非常大
总统时，这位丘姓华侨先后给先
生推荐了家乡阳山七位丘氏堂
兄弟给孙中山先生当卫士。当
年陈炯明叛变炮轰总统府时，背
着宋庆龄先生转移的也是丘氏
兄弟。

有此发现后，每逢有人问起
我为什么对孙中山先生情有独
钟、一往情深时，我就向他们讲丘
家与先生的这个真实故事。当
然，这只是一种带调侃的说法而
已，真正的原因，还是我出自内心
的对孙中山先生无限的热爱和敬
仰。

丘树宏 1957年7月出生，广
东河源连平人；中国作家协会会
员，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宋
庆龄基金会理事，广东省政府文
史馆馆员，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
席兼诗歌创作委员会主任；先后
在珠海、中山市任职，中山市政协
原主席。

出版个人诗集《隐河》《以生
命的名义》《长歌正酣》等 10 部，
人文社科和经济类著作《思维洼
地》《心的看见》《中山传》等 10
部。近几年来致力于长诗、史诗
和大型舞台节目文学台本创作，
已完成《30 年：变革大交响》《孙
中山》等20余部。

陈继明的创作
□ 梁鸿鹰

粤港澳大湾区，在历史源流和文化空
间上来说，是以中华文化为母体滋养，以岭
南文化为主脉根系，在邻近的地域空间孕
育出了丰富多彩的文化形态，包括我们所
熟知的广府文化、潮汕文化、客家文化等。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发布以
来，大湾区的文学创作领域迎来新的发展
机遇。我们与志同道合的朋友携手共进，
为创造富有湾区特色的文学瑰宝，营造团
结、和谐的文学生态，将粤港澳大湾区文学
建设成为国际文学版图中璀璨夺目的区域
板块而努力。

简单来说，大湾区文学就是在广东、香
港和澳门文学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更具生命
力和影响力的文化体系。这个体系推陈出
新、张力更强，最终达成三地文学创作者共
同参与、共享资源和共同创造的成果，打造
一个新的文学流派。

当然，湾区文学如何共享传统文化资
源、深度融合、协作创新，这是文学创作和
发展面临的迫切问题。提出大湾区文学概
念的初衷，是为大湾区文化共同体的建立
创造必要的条件，为港澳文学与内地文学
交流融合建立畅通的渠道，也为中国文学
的国际交流搭建新的平台。

粤港澳大湾区具有通畅紧密的结合关
系，是一块充满活力的土地。从这里，开始
西学东渐，发出盛世危言，诞生新武侠小
说、港产影视、流行音乐……如今，随着国
家新规划的出台，这里既是中国市场经济
蓬勃发展的热土，亦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前
沿，未来也必将是中国文学繁荣的窗口。

希望有关部门在扶持湾区题材创作、
开展三地文学互访活动、开展人才培训、加
强青少年文学交流、推动国际华文文学合
作交流、扩大大湾区文学国际传播等方面
给予大力支持。

粤港澳地域相近、血脉相连的优势，
是推动大湾区文学融合发展的独特优
势，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湾区、面向
世界，推出一批反映时代要求、弘扬中国
精神、体现粤港澳气派的扛鼎之作。共
同传承中华文脉，塑造和丰富大湾区人
文精神内涵。

钟建平 1961年10月14日出生，广东
江门新会人，现居珠海。广东宏洁集团有
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裁。中国作家
协会会员，中外散文诗学会副主席，中国大
湾区诗汇主席，广东散文诗学会副会长，珠
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大湾》文
学期刊创刊人、社长。1984年开始发表作
品，已出版个人作品集14部，作品多次获
奖并被收入国内外近100种选本。

每个作家的创作都不可避免
地携带自己故乡的基因和受一方
水土的影响，哪怕是风俗、饮食和
起居习惯等诸种外在因素，都会对
创作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更不用
说一个人的语言方式、思维方式。

作为在北方出生并生活很长
时间的人，陈继明的创作经历了
由写大地、写乡村、写北方，向写
大海、写都市、写南方，以及由写
现实向写历史的转变。他在体验
生活时发现，潮汕地区下南洋规
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侨批数量

最多最集中，于他这个对潮汕文
化较为陌生的人来讲，从“平安
批”这个角度去切入潮汕侨胞和
侨批文化，展现潮汕地区的历史
文化和风土人情，得益于他传统
文化底蕴厚实，文化眼光敏锐，以
及对历史的深入研究，也保证了
他能够跳出潮汕看潮汕，将迁徙、
土地、回归、家国等人类生存命题
表现得生动而深刻。

谈起文学创作，陈继明说：“小
说是一场演出，始于假，终于真。
正如略萨所说，小说一直在弄虚作

假，但是，小说说出的是我们一向
遮遮掩掩的真相。”《平安批》或许
正体现了他的这种创作观念。

陈继明 广东省作家协会副
主席、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教
授。主要作品有《一人一个天
堂》《七步镇》《平安批》《0.25秒的
静止》等。作品曾获中国好书奖、
华语传媒奖年度小说家奖、人民
文学奖、十月文学奖、中篇小说选
刊奖、小说选刊奖、中国作家出版
集团奖等。

我的诗观
□ 唐不遇

我一直希望自己的诗兼具肉体和灵
魂的穿透力，追求“垂直性”写作——肉
体垂直于大地，灵魂垂直于诗。这种诗
歌直接、开阔、有力，靠一种直觉钻探取
之不尽的源泉。我希望自己是一棵同时
向上和向下生长的树，枝叶伸向天空，根
须穿越泥沙。

我既希望自己写出有担当的诗，也希
望自己写出有魅力的诗。当然，无论怎么
写，最重要的还是现代性、独特性，这是两
个大前提。

对一个诗人来说，自由是一种非凡的
感受力——有时候表现为一种痛苦。在文
字缝隙间的每一次呼吸，像风一样穿透灰
尘。

当然，如何在诗中把握真实，却是一个
巨大的考验。我不无矛盾地告诫自己：诗
必须像自己的生命，熟悉而神秘；必须呈现
一个深广的世界，像生活，让它的幽远包裹
在切近的语言中；必须把反思意识修炼得
更高，在迫近的危机中锻炼爱的能力，这才
是一个合格的现代诗人。

我想起我们最伟大的哲人老子的话，
“含德之厚，比于赤子。毒虫不螫，猛兽不
据，攫鸟不搏”。在遍布毒虫、猛兽、攫鸟的
森林里，只有“骨弱筋柔”的赤子能够避免
被毁灭的命运，也只有赤子之诗能够获得
大地和时间的宽宥。

因为，诗就是德，赤子之诗就是一种厚
德。每一首真诚的诗都被赋予一种纯洁的
力量，即使面对那么多的邪恶和嘲讽，它那
作为自然心灵的象征依然坚定。

感谢诗歌，让我回到最初的生命——
回到童年，甚至回到漫长的孕育中，体味到
出生的痛苦。这“精之至”与“和之至”的赤
子之诗，在表面的柔和之下，曾有着我们无
法想象的勇气和抗争，它所呈现的赤色，来
自于母腹的鲜血，来自于冲向那道生命之
门的痛苦挣扎。正是这种黑暗中的挣扎以
及随之而来的嘹亮的哭声，呼应着被疼痛
撕裂的母亲，将会在未看来的岁月中唤醒
诗人的良心，让他的双手不疲软，让他的嗓
子不嘶哑。

T.S.艾略特说，历史意识是一个诗人
25岁以后仍要继续写作所不可缺少的。

而现在我觉得，黑暗意识可能是一个诗人
35岁以后仍要继续写作所不可缺少的，他
必须学会与人性的幽暗共处，理解却不被
其吞噬，为那尚未睁开双眼的胎儿提供营
养，来创造光明。

回顾过去，我唯一值得欣喜的是，在人
类无需借助树木就能燃起火焰的年代，我
已经在诗歌中发现了被人类丢弃的古老技
艺。我将继续研习如何钻木取火，并通过
这赤子般纯洁的火种，尽我所能，寻找那心
灵中丢失的一切。

唐不遇 原名张元章。中国作家协会
会员，广东省作家协会理事，珠海市作家
协会副主席。1980 年生于广东揭西，客
家人。2002 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先
后任珠海特区报、南都周刊记者、编辑，
现供职于珠海华发集团。出版有诗集

《魔鬼的美德》《世界的右边》。作品收入
《中国新诗百年大典》等多个重要选本。
曾获第十届广东省鲁迅文学艺术奖、第
四届珠海市文学艺术“渔女奖”一等奖等
奖项。曾被《文艺报》《南方日报》专版推
介评论。

写诗，就是骑马找马，就是骑
着一匹马去找另一匹马。

我骑着的马，是一匹平常事
物的马，日常经验的马，是一匹生
活中随处可见的马，是一匹老马
识途的马。

我要找到的另一匹马，是一
匹什么样的马，它会不会成为只
有我才能找到的马，我骑在马上
冥思苦想。为找到这匹马，我的
第一堂课，就是去唐诗宋词中看
看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辛弃疾们
找到的马。李白“挥手自兹去，萧
萧班马鸣”，杜甫的瘦马“皮干剥
落杂泥滓，毛暗萧条连霜雪”，白
居易的“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
能没马蹄”，王维的“雪尽马蹄
轻”，苏轼“竹杖芒鞋轻胜马”，辛
弃疾“鞭个马儿归去也，心急马行
迟”，陆游“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
冰河入梦来”……唐诗宋词的疆
域辽阔，万马奔腾。千百年之后，
这些马遥远的嘶鸣和踏踏的蹄
声，仍在我大量阅读的新诗中清
晰地回响。臧克家的《老马》“背
上的压力往肉里扣/他把头沉重
地垂下……眼里飘来一道鞭影/
他抬头望望前面。”，牛汉的《汗血
马》“流尽最后一滴血/用筋骨还
飞奔一千里//汗血马/扑倒在生
命的顶点/焚化成了一朵/雪白的

花。”，布罗茨基的《黑马》“它仿佛
是某人的底片/它为何在我们中
间停留——它在我们中间寻找骑
手。”这些古今中外的马，因为诗
人和他的诗，成了名马，成了永远
的马。这是隐喻的马，意象的马，
联想的马，象征的马，反讽的马，
夸张的马，矛盾修辞的马。这是
陌生的马，多义的马，丰富的马，
复杂的马，形而上的马。但这些
诗人用诗艺找到的马，是马本身
吗？是我要找的那匹马吗？我如
果也是这样去找马，我找到的只
能是一匹模仿的马，似曾相识的
马，约定俗成的马，抽象的马，符
号的马，白马非马的马。

我要找到怎样的马，就是我
要写怎样的诗，就是我要怎样去
写诗。在我和事物之间，会不会
因为象形文字天然固有的形象，
遮蔽了事物的现场和本来的面
目。在我骑的马和我要找的马
之间，有太多的因为歌咏马的诗
所赋予马的纷繁寓意，而让我看
不见我要找的马的存在，只看到
马代表的文化符号。看见马失
前蹄，就想到所遭遇的挫折。看
见一马平川，就想到人生的快
意。看见悬崖勒马，就想到浪子
回头。看到驴唇马嘴，就想到前
言不搭后语……当这种言此即

彼，顾左右而言他成为一种习惯
的言说，成了某种寓言的表达，
马就从我的眼睛里隐退了，只在
隐喻象征意象反讽中呈现，而这
样的呈现，事实上是一种遮蔽，
于是就让指鹿为马成为一种可
能，于是有不少人用词语建造诗
歌的乌托邦，让黄金在天上舞
蹈，让夜莺在玫瑰里歌唱。我要
找到的马，是去蔽存真的马，是
在大地上奔跑的马，是我能看见
马尾上有野花花瓣的马，是我能
听到蹄声和鼻息的马，是以本来
的面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马。
我眼前有太多看似真相大白的
事物背后藏着新的秘密。我在
我的诗中，要让被传统的意义遮
蔽的事物回到事物本身，要让被
遗忘的无意义的事物，因为我的
诗，有了存在的理由和权利。我
用我所有的感官去感知这些事
物，让这些事物因为细节而纤毫
毕现，让这些事物因为记忆和经
验活灵活现。我写的每一首诗，
都使我置身于存在的现场，处在
事物的当下状态，在我与事物之
间建立直接的对话，客观地说出
事物和存在的本然状态。

我骑马找马，我找到的马，就
是我正骑着的马，我也是我骑着
的马要找的骑手。

卢卫平 中国当代诗人，中国
诗歌学会常务理事，广东省诗歌
委员会副主任，珠海市作家协会
主席。出版《异乡的老鼠》《向下
生长的枝条》《各就各位》《浊酒
杯》《我后悔让这块石头开花》《蒙
尘的镜子》《瓷上的火焰》等诗集
十余部。获中国第三届华文青年
诗歌奖、2008年《诗刊》年度优秀
诗人奖、2007首届《星星》年度诗
人奖、第九届广东省鲁迅文学奖、
首届《草堂》诗歌奖年度实力诗人
奖、刘禹锡诗歌奖、李杜诗歌奖等
诗歌奖。诗作入选《中国新诗总
系》等 200 多种诗歌选本。有诗
作翻译成英语、俄语、葡萄牙语、
日语、瑞典语等多国文字发表。

南国书香节特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