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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区盛事多（国画） 席湖 作品

城里有多少寂寞的灵魂（外二首）

□ 李 贺

湾区文学的现状与未来湾区文学的现状与未来
□本报记者 张映竹

浩浩文脉，书香氤氲。2022南国
书香节珠海分会场于8月19日正式
启幕，《湾韵》特别推出南国书香节特
辑，在“书香湾韵圆桌对谈”系列活动
中，迎来了王威廉、陈继明、陈桥生、陈
培浩、陈崇正、李贺几位学者“大咖”，
围绕“湾区文学的现状与未来”这一主
题进行了倾心交流。

王威廉：作为圆桌论坛的主持人，
王威廉在每一位学者发表完见解之后
都以独到而精妙的话语将它们勾连了
起来。他认为，“湾区文学”这个提法
的召唤性是至关重要的。它是一个政
治、经济、历史的话语场，固有的文化
模式在这里都要面临挑战，从而得到
某种程度的更新。大湾区是超乎具体
的地理空间的，它更加抽象、更加具有
建构性。在“大湾区”这个语境之中我
们回望这块区域的历史，尤其是以更
加开阔的全球视野乃至文明模式来探
究细部，就会有新的视角。每一位作
家只要有了这样一种湾区的视野，所
写的作品自然就会打下湾区的烙印，
大湾区文学正在召唤着更多的可能
性。

李贺：在我看来，整个大湾区就是
同根同源的一家人。”大湾区城市是相
互毗邻的城市群，无论从地理位置、语
言文化、生活习俗上来看，都有着清晰
的共通性，粤港澳向来就有血脉相连
的概念。香港文学中也包含了许多广
东元素，例如作家黄谷柳的《虾球传》、
欧阳山的《三家巷》等都呈现出了丰富
的岭南味道。

李 贺 谈 到 ，近 两 年《醒·狮》
《龙·舟》等现象级作品的涌现，对于思
考岭南文化的创新表达和当代价值带
来了很好的启发。《南方日报》近期的

《文化周刊》推出了专版《共筑大湾区
文学版图蔚然气象》，其中谈到湾区文
学创作，有不少新锐作家开始尝试以

往较为少见的先锋、实验写法，不断拓
宽大湾区题材“怎么写”的可能性。无
论是“湾区文化”还是“湾区写作”，都
是一个自然生发的过程，当许多电视
节目开始用“回忆杀”唤起大家的共同
记忆时，“湾区文化”这样一个原有的
存在，如今被更加凸显了出来。

陈桥生：对于“湾区文学”创作，陈
桥生谈到一个关键词——现场感。他
认为，无论是从媒体的角度，还是从文
学的角度，现场感和在场感是最重要
的。就像记者有没有到达新闻现场，
写出来的新闻稿件是完全不一样的，
文学也是一样，文学作品在不在时代
的现场，能不能进入这个时代的现场，
决定了文学的价值和品质。现在，粤
港澳大湾区无疑是时代的第一现场，
一个有追求的作家，最重要的就是看
他能不能勇于进入现场，善于进入现
场。

文学的定义有千万种，“文者,贯
道之器也”，湾区的创作也应该注重文
化底蕴和湾区精神，既要有宏阔的史

观，也要有细微的文心。“我期待着广
东作家们继续讲好大湾区故事，创作
更多接地气、有温度、有深度的岭南文
学精品力作。”

陈崇正：大湾区是由不同的城市
构成的，“湾区文学”不是求同存异，
而是求异存同，要追求每个城市与众
不同的思想主张。就像《湾韵》这两
个字，契合了珠海的一种城市特质，
灵动、浪漫、柔软，同时也是大湾区精
神面貌的维度之一。现在，大湾区出
现了一个让人欣喜的态势，有许多作
家、作品不断涌现，大家都很关注湾
区的科技发展跟人类未来生活的话
题。科技发展是大湾区的一个新现
实，在大湾区写作几乎无法回避科技
发展对社会生活的改变，这也让湾区
作家们开始思考科技所带来的问题，
所以我们看到近些年广东有很多作
家开始创作带有科幻元素的作品。
作家开始关注人类未来，这也正是时
代气象的表现。商业的发展，时代的
进步，介质的迭代，往往可以跟艺术

创作形成正相关。

陈培浩：“湾区文学”概念的提出是
粤港澳大湾区这一经济规划概念推动
的产物。我经常会面临一个问题，当我
谈到“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这个概念的
时候，许多人会问什么叫做粤港澳大湾
区文学？概念的依据何在？它又带来
了什么？诚然，当我们提出一个新概念
的时候，必然意味着新的契机、新的可
能。所以，大湾区不仅是一个描述性的
概念，也是一个生产性的概念，这其中，
许多人可以去创造新的文化前景。

大湾区是中西文化碰撞交融的桥
头堡，它的天然属性就是开放和创
造。大湾区是一个面向未来、面向创
造而作出的规划，所以敢于在融合中
创造便是大湾区文化的内在基因。如
果用一种颜色来描述粤港澳大湾区文
学，我认为应该是蓝。蓝既是对大湾
区地理的一种写实，也是人们对更美
好未来的一种愿景。假如说有一种

“湾区蓝”的话，它不是一元，而是斑
斓。追寻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其实质
就是眺望一种更高的蓝。

陈继明：“湾区文学”是一个社会
学或者说政治学概念，“要把它衍生成
为一个文学概念，作家们还有很长的
路要走。”作家对“湾区文学”这个概念
的理解应该更深刻、更文学化，需要强
调一种文学的思维，用文学的方式去
表达湾区。

作为一名西北人，《平安批》是我
‘不小心’写成的。写之前还没太重视
‘湾区’这个概念，对潮汕也不了解，但
要写潮汕，我能做的就是尽量找一些
方法去弥补这方面的不足。不过文学
创作的过程，我认为最重要的或许还
不是‘写潮汕’就要‘像潮汕’，最重要
的还是作者如何去构筑一部作品的内
涵、精神、气质，一本书的内在结构如
何？你想要把小说引向什么方向？这
些思考都源自作家自己的主体精神，
这份精神在创作中显得尤为重要。

南沙天后宫依山而建。山是一块
独立的赭红色的巨石。据说南沙天后
宫是很有神力的，经常将台风拒之珠
江口外。已经是十月，可广州的阳光
极其猛烈，晒得人皮肤生疼。登到山
顶上，眺望珠江口，还是那片狮子洋，
再次感受到心旷神怡。可今天站在天
后宫望到狮子洋的感受，跟昨天站在
黄山鲁森林公园望到狮子洋的感受是
一样的吗？似乎不同。天后宫与那繁
忙的港口，原本两个世界的产物，如今
却同处于一个世界。它们之间是一种
什么关系？对于此刻的我来说，它们
就是一种眺望的关系。

沿着山脊往上走，在更高的地方
看到了多座生锈的克鲁伯大炮。这
是鸦片战争的遗址。第一次来这里

见到这些巨炮的时候，我心底有种极
其奇怪的感觉。要么是古代的遗址，
要么是现在的残迹，而在这里看到的
战争遗址，却是一种历史过渡的状
态。两个不同文明的遭遇，如今被阐
释为一种时间的开端，此中的意味不
是轻易能解开的，直至今天。

正因为如此，便想着再去一江之隔
的东莞虎门看一看。两岸和江心上的大
岛，构成了鸦片战争爆发的第一战场。

坐上前往虎门的车，没想到由于
假期的车流控制，南沙立交暂停通
行，不得不绕了一大圈走到广龙高
速。即便如此，还是塞车，我们终于
成了出门堵在路上的人。等到了虎
门，威远炮台博物馆已经下班，只能
先住下了。

晚餐选择了一家素菜馆，里边都是
用原木材质装修的，环境幽静。打开菜
单，居然看到有佛跳墙。这道海鲜大菜
用素食如何能做出？因为好奇便点
了。等到素佛跳墙端上来，迫不及待品
尝起来，发现豆制品不仅模仿了鲍鱼、
海参的颜色与形状，还模仿了它们的韧
度和味道，惟妙惟肖，叹为观止。恍然
间，脑海中忽然闪过无糖可乐这样的东
西。没有海鲜的佛跳墙，没有糖的可
乐，都是取消了它们原本核心的灵魂，
而用另外的事物进行替代。这样一来，
事物还是原来的事物吗？还是说，根本
就不存在原来的事物？

睡前读赵汀阳的书，《历史·山
水·渔樵》。作为艺术的山水，自然是
中国古人的审美建构，也代表着中国

古典哲学中那莫可名状的形而上观
念。赵汀阳让我佩服的是，他还将山
水分为“远人山水”跟“近人山水”，这
两个概念展现了思想的细腻。远人山
水是神的领域，是人不能登临的；而近
人山水则沟通了形而上跟形而下，也
就是结合了观念与生活。我想到今日
攀登南海神庙眺望现代港口这个事
儿，好像更为复杂，它究竟属于远人山
水还是近人山水？也许已经是一种山
水与人无法区分的状态了。

当文化的空间发生变化之后，山
水的内涵也获得了新的阐释，有了新
的变化。因为观看山水的目光也发生
了变化。我们不再是古人，我们通过
古人的眼睛看到山水还是曾经的山
水，但山水毕竟不再是过去的山水。

古人山水与今人山水
□ 王威廉

城里有多少寂寞的灵魂
迎面走来都是空落的足音
他们目不斜视
各自的心事无处安放

高大的盆架树伫立两旁
好像温顺的守卫等待吩咐
密林深处的花香
突然让我想起青春时光

城里有多少寂寞的灵魂
玉兰树下旋律忧伤
热闹忙碌已成过去
往后全是孤独的旅程

什么时候寂静过后，我们依然为爱动容
什么时候风光看尽，我们依然目光澄澈

什么时候我们的内心
恍如一望无际的金色麦田
平滑延伸到蔚蓝的海边
刹那间学会与自己握手言和

那些日子

这是空旷的街道无人的旷野
全城的人都躲到哪里去了
星星眨着眼睛
微风清爽 空气澄澈

我走在江边，感觉就像在异国他乡
从华南大桥下走到广州桥下，
广州的夜景还是那么璀璨
空无一人让她美得像一张风景明信片

那些一个人在公园散步的午后
一个人享受绿树红花
我拍了很多照片，天特别蓝 树特别绿
色彩真是鲜艳

此时这偌大的公园就是我的私家花园
无人可以对话

有时我拎一把折叠椅
在家里的阳台上晒太阳
享受这份清爽与宁静
也许一生都没有这样的时光了

这个月我把阳台种成了花园
那些最好养的花草蓬勃生长
茶花紫浆草 吊兰太阳花 海棠三角梅
姹紫嫣红 赏心悦目

多喜欢这样的时光，一切都慢下来
休息就是工作 不必心怀内疚
我们回归生活的本原
自制简单的食物

养花养草 读书喝茶

开车行驶在闹市
我也会怀念平时的热闹
那些热气腾腾的摆摊，人满为患的餐厅
五花八门的消费和享受……

但是我不担心
我相信空气、食品、人，依旧是可信的
无论何时 也不要活在恐惧和怀疑当中

山间焰火

漆黑 静谧
山 浓黑的影子
衬得夜色淡了

山魅的传说在少年之间游走
群山环抱
仿佛真的向你默默走来
或者幻化成魂
弥散包围

——咱们走吧！
——不要怕
看我用焰火镇住山魅！

乡野的石拱桥边
焰火忽然引爆夜空
有声！有色！

就地旋转的“地鼠”
腾空嘶吼的“啸猴”
还有通天炮
满天花……

焰火 美而诱惑
瞬间吸引了山魅的注意力

男生想投出更多“啸猴”吓退它
他们让女生拿住烟花 他们来点火
女生满手璀璨
摇一摇 摇出声势！

一个小时过去了
山魅果然止步不前

瞬间即逝的烟花
终究放完了，就像被打完的子弹
群山，又黑黢黢地往前进发

快！……
归来的少年们
一溜烟钻进车里
借着大开的车灯
逃离……

收获

他在大地上耕种
粮仓却在天上
今年，收获何其少啊

他的身体也储存着
神秘的粮食
今生，收获何其少啊

他自己也变成一粒种子
沉睡着，吸收黑暗的力量
在清晨钻出泥土

孤零零的，收获何其少啊

月亮

这么多年我总是活在过去。
我醒来时黑夜已成过去。
人间已成过去。我曾比你更早抵达这里：
一个影子等待月亮在天空中升起。

蚂蚁

诗人必须对着过去的天空说话，
必须写下几颗看不见的流星。
而在他的脚下，流沙正在聚集，
就像不知从何而来的一群蚂蚁。

诗

泥土般松软的椅子。
打着呼噜的鼻尖。

喵，一个新的季节之神
盯着开始发育的鸟儿。

当我熟睡之时
我的语言正慢慢康复：
死亡，一首动了小手术的诗。

新生

第二次，你将出生在水里
而不是空气中。
你将像一条鱼或一根水草
啄破流水的壳，重新呼吸。

你将拥有新的睡眠，一个新的母亲。
你注视着她——仿佛一个倒影
给了你模糊的记忆。
你不在她的子宫中，倒更像
她刚从你的身体里出来，
脸皱皱巴巴，挂满泪水——
你脱下泛起涟漪的衣服
作为襁褓，把她轻轻裹住。

席湖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珠海市
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兼版画艺委会主任，珠
海画院副院长。作品曾入选《第六届全国
美术作品展览》等国家级展览,并在美国、
加拿大、韩国、日本、保加利亚、新西兰、奥
地利等国家展出和发表。

收 获（组诗）

□ 唐不遇

圆 桌 对 谈圆 桌 对 谈

对谈现场。 本报记者 朱习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