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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诗歌的当下处境
□ 周伦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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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诗歌与中国诗人，在20世纪80年代曾
处于舆论和社会关注的中心。随着商品经济的
发展以及社会风气的演变，近三十年来，如果我
们从“文凭热”“文化热”到“经商热”“网购热”来
追溯其演变轨迹，消费文化与欲望化耗散，对中
国人的精神消解，对严肃文学造成的冲击，把中
国诗歌与诗人从社会关注的中心抛向了舞台的
边缘。诗人们犹如被主流社会“放逐”的那些边
缘群体一样，大多数人的生活及写作状态都处
在了体制外。“底层化”“边缘化”，已成为描述多
数诗人生存状态两个常见的词语。但是，中国诗
人仍然在体制外，在社会底层诗意地生活、写
作，中国新诗仍然在艰困中以澄澈的诗性温润
着当代人的心灵。

长时间以来，人们常常爱把商业化浪潮冲
击下的诗歌与小说、散文乃至文学评论相比较，
也爱把诗人与小说家、散文作家、评论家以及学
者相比较。在进行人的比较时，都会异口同声地
说诗人可爱，诗人有激情。我认识的两位文学月
刊女编辑就曾对我说，她们参加过小说家的讨
论会，也参加过评论家和学者的学术会议，觉得
小说家的讨论会冗长、沉闷；学者们的讨论会比
较刻板、枯燥。而且，会上基本是按照行政职务
和级别来安排座位、安排发言，很不习惯。还是
诗人的讨论会好玩，自由、激情，活力四射，特别
有意思。

仅就以2012年10月在漳浦旧镇举行的“中
国先锋诗歌十大流派讨论会”为例，也可以说明
这一点。

讨论会是纯民间的，自发的，由诗人道辉提
议并承担会议的全部费用。道辉的提议很快得
到了众多诗人的响应。到会的100多位诗人中，
绝大多数都是自费去参加的。因为讨论会预定
的时间正好是中秋节和国庆节，机票都是全价。
其中航程最远的大概是诗人董辑，从长春到厦
门，往返机票就花了四千多元，只是为了参加一
天会（道辉原计划的会期只有一天，后改为两
天，但董辑是按一天会期购买往返机票的），四
千多元对一个工薪阶层来说不是一个小数目。
其中最让人感动的是发星和他的几位朋友。为
了参加这次讨论会，他们从各自的出发地相约
同行，坐了5天的火车和汽车才赶到漳浦，会议
后，又要坐5天的火车和汽车才能回到家。其中
的大凉山彝族诗人麦吉作体，除了往返的10天
火车硬座行程之外，到了西昌，还要再走两天山
路，因为他在大凉山深处的一个山区小学做老
师。他自费颠簸劳顿12天千里迢迢去参加诗会
的目的，只是为了在漳浦旧镇给到会的诗人们
唱一首彝语古歌（讨论会上麦吉作体没有发
言）。这种使人热血沸腾的情景，在中国的小说
界、散文界、评论界和学术界是不可能见到的。
这一切，只源于董辑们、发星们、麦吉作体们对
诗歌的热爱！这种热爱完全是纯精神的，非功利
的。

对文学的痴迷只有诗人才会如此这般。他
们图什么？他们的作品很多在正式刊物上发表
不了，他们自费印的诗集和刊物就是自己阅读，
自己交流。他们在自己的民刊上发表的作品和
职称不挂钩，和工资不挂钩，和职务升迁也没有
关系。我觉得这才是艺术的本来意义——诗歌
来自生命，又反过来关照生命；诗歌照耀他们的
生命，温暖他们的生命！最后会议主办者还给参
加会议的比较有知名度的评论家每个人发了一
个红包，我感觉很惭愧，私下退还了，否则，真是
无地自容。麦吉作体们自费颠簸劳顿坐10天10
夜火车和汽车，还要再走两天山路去参加一次
不准备发言的诗歌讨论会。说实话，这种生命行
为，散文作家们做不到，小说家们也做不到，学
者们更做不到——大多数小说作家、评论家都
体制化了。

这是人的比较。在将诗歌与小说、散文等作
比较时，人们的看法就大不同了。

在谈到“汉语诗歌的当下处境”时，目前在
评论界最流行、最通常，也被诗人们自己认同的
一个说法是：“当代诗歌已经被边缘化了。”我在
许多场合（包括一些学术讨论会上）都听到人们
在这样说。这种说法初始一听，似乎有些道理，
但仔细一想，就觉得不一定对了。既然说到“边
缘”，首先要确定一个“中心”作为参照系——即
以什么为中心？如果是以“经济中心”为参照，那
么，除了直接为经济发展服务的作品，所有严肃
的写作，不仅是当代诗歌，包括当代的小说、散
文、评论，甚至被学者们奉为安身立命之本的学
术，也都被边缘化了。当然我理解，人们不是以

“经济中心”作为参照系来谈论诗歌的边缘化
的。还有一个参照是 20 世纪 80 年代诗歌的辉
煌。那个年代，诗歌处于整个社会舆论的中心，
引领着小说、美学、评论乃至整个社会思潮的变
革；可以说，诗歌是全社会关注的焦点。现在的
诗歌与那个时代相比，已经不再处于社会舆论
的中心了，公众的关注度也大大降低了。如果是
在这个意义上来论说“诗歌的边缘化”，那我认
为这个说法是基本成立的。

但在承认这一说法的同时，我也可以问一
句：如果是以上世纪80年代的辉煌作为参照，
除了诗歌之外，难道现在的小说、美学、评论的
影响力可以和上世纪80年代相比吗？为什么人
们只是在谈“诗歌的边缘化”，而没有人谈论小
说、散文、评论的边缘化呢？这引出了另一个参
照系：金钱—商业利益中心。这才是问题的实
质。现在的出版者、评论者、学者们正是以这把

“金钱—商业利益”的尺子作为价值尺度来看待
当代诗歌，才得出他们认为的“当代诗歌被边缘

化”的结论的。他们之所以不说“当代小说被边
缘化了”，是因为他们认为小说还有一小群读
者，出版社还愿意出版小说，文学杂志还愿意发
表小说，也是因为还有这一小群读者（一二万
人，约占十三亿人口的不到十万分之一）还愿意
掏钱买小说书；他们之所以不说“当代散文被边
缘化了”，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读者即发行量，
发行量即金钱—商业利益。这才是他们心目中

“当代诗歌被边缘化”的真正的价值参照系。
说到这里我想再问一句：现在一本以刊登

小说和散文为主的文学期刊每期的印数有多
少？一本以刊登文学评论为主的学术期刊的印
数有多少？这点，大概这些刊物的编者最清楚。
除了个别的印数上万（如《收获》），大多数刊物
也就二三千册吧。据笔者了解，很多文学期刊和
学术期刊每期的印数只有一千册上下。堂堂十
三亿人口的国家，只有二三千册（甚至一千册）
印数，难道不表明整个中国当代文学以及学术
已经完全被边缘化了吗？再从读者接受面的变
化来看，随着互联网特别是智能手机和微信的

广泛使用，手机阅读已经成为年轻一代接受信
息的主要方式，纸质读物特别是长篇小说的影
响迅速式微，销售量下降，读者减少，已成为不
可阻挡的趋势。现在，纸质印刷品中还有一点读
者的是历史类读物。置身于当下中国的精神氛
围中，还有哪一位小说作家、散文作家、学者没
有感觉到自己被边缘化了？也就是说，从现象上
看，继诗歌被边缘化之后，小说，散文、学术也依
次被边缘化了。

2013 年在复旦大学参加的一次学术活动
讨论中，我说到了当代先锋诗歌的一个传统：非
正式出版的诗歌刊物，即一般所说的“民间刊
物”。我说到这里时，著名学者孙绍振先生赞同
我的观点，说诗人们自己出版大量印刷精美的
民刊，是中国现代诗的一个伟大的传统。2014
年在同济大学举办的“汉语诗歌的当下处境”讨
论会上，我又继续了这个话题。我说，除了以发
行量为标准的商业利润算计之外，还有另外一
个更具参考价值的数据：据《诗选刊》编辑部统
计的数字，在当前，中国非正式出版的诗歌民刊
有 427 种，按每一种每一期最低印数 500 册计
算，一期最少印数有二十万册以上；自己印制交
流的个人诗集每年有两千种以上（按每一种最
低印1000册计算，大概有二百万册以上）。这样
一种诗歌奇观，是中国之外的任何一个国家
——不管是法国、德国或美国都不可能有，只有
中国才有这样的民间诗歌出版盛况。而且，这种
现象是在市场经济浪潮中，诗人个体大多被排
除在商品经济浪潮之外的情况下自发形成的。
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多年的商业浪潮冲
击，中国的现代诗仍然在民间活力盛大地生存
着、发展着——全国的427种体制外诗歌刊物
（每一期最少印数二十万册以上）、每年两千种
以上（印数二百万册以上）的自印诗集，仍然自
发地出版着，投递着，交流阅读着。这样一种现
象，不能不说是人类诗歌史上的一大奇迹！

支撑“当代诗歌被边缘化”这个观点的还有
一个说法，就是所谓的“写诗的人比读诗的人
多”。这个说法也是想当然的，没有统计数字支
持的。应该说，诗歌的读者还是比较多的，实际
上诗歌作者就是最铁杆的诗歌读者。2012年到
福建漳浦参加“中国先锋诗歌十大流派讨论会”
时，我说，在中国，写诗的作者大概有十万人吧？
广东诗人杨克说：你太保守了，你根本不了解现
在的网络世界，现在的微博、微信对发表、传输
的内容有字数限定，这为诗歌的传播提供了很
好的方式。网络上写“微诗歌”的人很多。杨克在

搞这方面的组织工作，他们广东作协搞了一个
“微诗歌”大赛，参加的作者一次有十几万人。他
们统计了一下，现在网络上在线诗歌写作的人，
估计有几百万。我开始不相信，后来，开会的有
个“微诗歌协会”的副会长，很年轻的女孩，她给
我一个数据，说经常在网上、微博上写作诗歌的
不下五百万！而据我了解，当前，全国写小说的
最多一千多两千人，写评论的也就一两千人，写
散文的，网上网下加起来也就两三千人。这样看
来，与小说、评论、散文相比，白话新诗的作者和
读者还是最多的。仅就“几百万诗歌写作者”这
个数字和写小说的“一千多两千人”、写评论的

“一两千人”、写散文的“两三千人”这三个数字
稍作比较，我们就可以相信：当代诗歌仍然是中
国新文学最有活力的存在。

如果要我们对艺术与商业的亲密关系做一
个排序，排在首位的无疑是绘画，紧接着是电
影、音乐、戏剧、小说、散文，诗歌肯定是排在最
后的。也就是说，在所有的艺术中，诗歌是最不
容易被商业化的。也因此，诗歌才能在商业化的

浪潮中保持它的纯粹性。拒绝商业化，正是诗歌
的光荣，正是诗歌之所以为诗歌的伟大。正是诗
歌的这种非商业性和非功利性，为物欲泛滥时
代的审美和精神的超越性追求保留了最后一块
净土。我们应该加倍地珍惜和爱护它。我们为什
么要用金钱和商业尺度来衡量它呢？

说到这里，我想顺便问一下：中国当代小说
界有非正式出版的民间小说刊物吗？回答是没
有，一本都没有；中国散文界有非正式出版的民
间散文刊物吗？回答也是没有，一本都没有；中
国文学评论界有非正式出版的民间评论刊物
吗？回答还是没有，一本都没有；中国学术界有
非正式出版的民间学术刊物吗？回答依然是没
有，一本都没有。

为什么没有呢？因为不可能有，所以没有。
顺着这个话题，我想作这样一个假设：
——如果哪一天国内所有发表小说、散文

的文学期刊全部停办了，国家出版社也不再出
版小说、散文了，我们的小说家和散文家们会怎
么办呢？我想，除了改行写广告文案，只有失业；

——如果哪一天所有由国家出钱养着的大
学学报（社科版）以及各省的文学评论刊物都停
办了，其他文学期刊也不刊登文学评论了，国家
出版社也不再出版文学评论和学术著作了，我
们的评论家们、学者们会怎么办呢？我想，恐怕
只有改行了。

但是，当我们将同一个问题抛给当代诗歌，
答案就完全不一样了。

如果哪一天国内主要发表诗歌作品的刊物
（包括《诗刊》《星星》等）全部停刊，所有的文学
期刊全部取消诗歌版面，所有的国家出版社都
不再出版诗集，会是一种什么局面呢？中国的现
代诗会消亡吗？回答是：不会，一定不会！如果这
样的情况出现，中国的现代诗一定会在体制外
的生存空间中继续顽强，茁壮，活力，茂盛地生
长、繁荣和发展。

这是因为，近20年来，《诗刊》《星星》等主
要发表诗歌的正式刊物在大多数严肃诗人的眼
里早已不存在了（这些诗刊早已被诗人们把它
们边缘化了），其他正式文学期刊用于发表诗歌
作品的版面也已一再压缩再压缩；国家出版社
也很少出版诗集了。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下，经历
了几十年的商业浪潮冲击，中国的现代诗仍然
在体制外活力盛大地生存着，发展着——全国
的427种民间诗歌刊物（每一期最少印数二十
万册以上）、每年两千种以上（最少印数二百万
册以上）的自印诗集就是最好的证明。

这样多的诗歌读者，这样多的诗歌作者和
诗人，这样多的民间诗歌出版物——这样一种
由自生自长，而自足自为，进而自在澄明的诗歌
存在，是绝不可能被边缘化的，也没有任何力量
能把它边缘化。

我虽然在上面对汉语诗歌的当下生存状态
作出了比较乐观的描述和肯定，但并不等于我
没有看见汉语诗歌存在的问题。下面仅就我观
察到的一些现象谈点个人的看法。

一是所谓的“下海归来派”现象。“下海归来
派”又被有的诗人称之为“诗歌还乡团”。这是指
一些顺应潮流下海经商先富起来的以前写诗的
人，这些年又重新上岸，把诗人的桂冠戴在自己
头上，四处活动，八方露脸。这些响应党的号召
下海经商的前诗人，基本上都涌现于上个世纪
80年代。在那个“文化热”“诗歌热”的社会氛围
中，爱好诗歌并选择诗歌写作是很普遍、很时髦
的事，就像今天人们热衷于经商一样。后来发生
的分化（出国、经商、践踏诗歌、坚持严肃写作），
原本就是有前因的。诗人经商致富当然是好事，

但我不喜欢成了商人，还要死死扭住“诗人”这
个称号不放。为什么只写了一两年诗，而有了二
十多年的商人经历以后，仍要称自己是“诗人”
呢？不写诗了，经商了，就是商人了，即使称诗人
也应该加一个“前”字，叫“前诗人”。顺便说一
句，这些“前诗人”即使重归诗人行列，也大多带
上了商业心态和商业眼光，并且会以商人的方
式来包装自己、炒作自己（因为他们有钱，他们
相信钱的力量）。这对坚持严肃的诗歌精神是有
害的。至于“口水诗”“下半身”“废话诗”“裸诗”
之类，不过是商业意识形态支配下的一种人妖
化行为，完全是对诗歌的践踏。评论者不应该把
这种种乱象与当代诗歌的先锋实验相混淆。

二是中国诗人的“写作资源”问题。自上个
世纪90年代以来很长一段时间，国内的诗歌风
气被几个北方诗人热衷的“翻译体写作”（即知
识分子写作）所牵引和毒化。所谓“翻译体写
作”，是指那种醉心于西方文化语境——以西方
人名、地名为诗题，与西方大师的幽灵对话，大
量充斥于每一首诗中的外国场景与人物，扭捏
作态的刻意断句和转行，不时插入诗中的对话
和引语（一定要加引号），拖沓，涣漫的节奏，直
至在审美趣味和价值取向上完全以西方现当代
诗歌标准为圭臬的近似于“翻译诗”的诗歌写
作。一次，在和国内一位优秀的诗人同时也是英
美现代诗翻译家的朋友通电话时，我善意地提
醒他：“你翻译的外国诗对你自己的诗歌写作有
着影子般的参照作用，可能会产生某种负面意
义。”他说，“伦佑，你说得对。但是没有外国诗歌
资源怎么写作啊？”我说：“你自己呢？你的生命
本身，你的生存体验，你的痛苦虚无，你的所思
所感，还有我们置身其中的这片土地的忧患历
史，过去与现在，当下境况，你肉体和精神每一
天的疼痛！这些都是你的写作资源啊，你还要到
哪里去寻找写作资源呢？”这段对话提示了我的
写作价值观。和那些强调西方知识资源，主动与
西方接轨的近似于翻译诗的“翻译体”写作者不
同，我的知识背景、审美趣味和诗学价值观就其
根本上来看，是本土的、中国的。我个人在写作
中更强调诗人切身的生存体验、个人经验以及
置身其中与这块土地共忧患的疼痛感和介入
感。在这样的基点上，可以说，我近些年完成的
三首长诗“后中国三部曲”：《变形蛋》、《象形
虎》、《伪祖国书》，既是“介入当下”的作品，更是

“介入中国”的作品。
三是建立“诗歌标准”问题。这里所说的“诗

歌标准”，牵涉到诗与非诗怎么区别？一首好诗

和一首坏诗如何鉴定？评价一首诗歌作品是优
秀的而另一首诗歌作品是重要的，是根据什么
来判定的？这是与诗歌的本质确认有关的大是
大非问题。

这里仅举笔者经历的一件事，以说明建立
“诗歌标准”的迫切性以及诗人对“诗歌标准”的
分歧与共识。

2012年，我到郑州参加杜甫诞辰1300周年
纪念活动。在会上，遇到北京《诗刊》社的一位编
辑，他也是一位诗人，但他不承认诗歌有标准。
晚上有个诗歌朗诵会，由诗人们朗诵自己的作
品。朗诵会上这位《诗刊》社编辑也朗诵了他的
诗。我听这位编辑朗诵后对他说：你朗诵的只是
一首诗的素材，还不是一首诗。朗诵会下来，这
位编辑找到我，问我：“周老师，什么是诗，什么
不是诗，什么是好诗，什么是坏诗，有什么标准
吗？”我说，理论上确实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但
如果由我来编一本《中国新诗百年百人百首诗
选》，假如你入选了，我请你选出你自己认为最
好的一首诗，你能选出来吗？他说：当然有啊！然
后说出了他认为的自己那首代表作的标题，并
念了一些片段给我听。我说：“你是根据什么标
准来选的？”他说：“说不清楚，只是觉得这首诗
好。”我说这就对了，这说明诗歌是有标准的，好
诗和坏诗也是有标准的。这个标准就在你心里。
怎么能说诗歌没有标准呢？你看，我们不是找到
共识了吗！

虽然迄今为止，有关现代诗公认的、统一的
批评标准暂时无法建立，但不等于诗歌没有标
准。其实，诗歌的标准一直存在着——它就存在
于我们每个写诗者和爱诗者的心中。所以，诗歌
标准的建立是有根据的，也是能够形成共识的。

四是诗歌写作的“有效性”问题。2011年12
月，我到广东佛山参加“中国先锋诗歌二十年讨
论会”，在许多诗人的发言中，我听到最多的是
对“写作无效”的感慨，说社会变化太快了，一切
都破碎化了，诗歌的表达乃至于词语完全失去
了对应物，语言无效了，诗歌无效了，写作已经
完全无效了。我在会上说出了相反的声音。我
说：所谓的“写作无效”，其实是诗人们逃避现实
的结果，是自我取消的结果。我们所说的“词语
的对应物”并没有破碎或自动消失，它继续坚
硬、庞大地存在于我们的现实中、生活中，甚至
在睡梦里也在践踏我们的睡眠。而我们的诗人
们对此视而不见，或者故作优雅，刻意回避之，
不敢用词语去“对应”这个“词语的对应物”。要
说无效，那些逃避现实的写作肯定是无效的。退
回到自己那点小小的个人趣味上，守着几个无
害的词语和句式把玩，你怎么能获得你期待中
的“写作的有效性”呢？真正的问题不是“词语完
全失去了对应物”，而是中国诗人完全失去了用
词语去对应那个“对应物”的良知和勇气。

最后，请允许我以2015年10月5日撰写的
《<钟山>文学奖书面答谢辞》中的一段话，作为
这篇短文的结束语：

诗歌往往被视作一个民族的精神镜像。当
这面镜子被打碎，丧失其完整性时，许多人转身
离去，而这时依然会有少数人弯下腰、蹲下身
子，从地上捡起破镜的碎片，努力使这面破碎的
镜子恢复完整。重建当代诗歌精神及其价值标
准，正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

根据词源学的考察，“象征”原指古代恋人
分手时将一块信物从中分成两半，两人各执一
块，以便相逢时重合验证。它代表人类对完整生
活、圆满幸福的期待。我是握着一件信物——一
块破镜的碎片来到这里的，我看到在座的各位
评委和各位朋友的手里也都握着一件信物；我
们每个人的手里都有一小片破镜的碎片在闪
光；我们都是握有信物而期待圆满生活的人。我
们手握同一件信物的碎片走到一起，在这里，在
这个早晨，我看见那一面破碎的镜子在各位的
努力下，突然间呈现出完整的镜面，并以它澄澈
万方的光辉照亮了这座大厅，照亮了我们在座
的每一位，照亮了中国诗歌的天空！

我由此坚信：只要我们拥有圣洁的精神，只
要我们坚持不使自己的灵魂蒙尘染垢，只要我
们手中握有的信物——哪怕只是一小块理想的
碎片——不丢失，人类便不会失去最后的希望。

★原载于学术刊物csscl来源期刊《扬子江
评论》。

中国新诗仍然以澄澈的诗性温润着当代人的心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