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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晨晨 刘姝含 徐荣

回首向来萧瑟处 亦有风雨亦有晴

60载，他与诗歌同行
艰难岁月，“诗魂”开始觉醒
“今年是我从事诗歌学习、创作60年。60年

来，我与诗歌同行。”近日，张成杰先生诗歌创作
六十年嘉会， 在一众港城文艺界人士的参与组
织下，顺利举行。在会上，已经耄耋之年的张成
杰，站在舞台上，丝毫没有表现出疲态，相反，仍
像年轻时一样激情澎湃， 展现出巨大的精神活
力，他将此归结为诗歌带给他的精神富足。

60年前，张成杰初中毕业后，到生产队里参
加劳动。在当时还算是个农村的知识青年，所以
当了两年的生产队会计。“生产队会计基本上是
不参加生产劳动的，而且账务也不是很多，所以
有许多空闲的时间。”张成杰回忆道，“当时的农
村没有什么文化生活，唯一就是读书，能找到的
古今中外名著都可以看。 于是我如饥似渴地读
书，为我的创作奠定了基础。”

那两年，张成杰读了一些书，除了学习古今
中外比较经典的著作， 还自学了当时高中三个
年级的语文课本。当然，最感兴趣的还是唐诗、
宋词和一些现代新诗。“我曾经要求自己每天背
一首诗、写一首诗。”张成杰回忆道，那时他崇
拜的不仅是李白、杜甫、白居易这些古代大诗

人， 还有现代的戴望舒、 徐志摩以及艾
青、郭小川等著名诗人。他们都是张成
杰的偶像，也就是从那时起，他有了一
个做诗人的梦想。

此后， 经历了特殊的历史时期，
张成杰虽不再写诗， 读诗也少了，但
在泥泞的人生路上， 仍然于灵魂深
处保留着一首诗的位置，就像未曾
熄灭的火星， 还不时在心底忽闪
着。这期间，他下放农村，每天早
出晚归，往返几十里路到新浦做
工。那时通往新浦的路都崎岖不
平，行人也少，他每天骑着一辆
破旧的自行车往返。 为打发时

间，就不由边走边小声背诵一些古诗词，背诵最
多的还是毛主席的诗词。有时候回到家里，还会
偷着写上几句。

那段日子虽然艰辛，但乐观向上的他，仍然
“竹杖芒鞋轻胜马”， 在与诗歌同行的路上，“一
蓑烟雨任平生”。此后，张成杰被落实政策，分配
到市文化局文艺科的图片社工作，隔壁就是《连
云港文学》的前身———《连云港文艺》编辑部。他
由此结识了当时编辑部的老师们， 为他打开了
崭新的“诗歌大门”。

黄金时代，“诗情”淋漓尽洒
“小孩又唱起欢乐的歌/南风/捎来了春天的

信息/你捧出/金子般的心呵/献给这片苏醒的田
野……”这是结束动荡时期后，张成杰创作的第
一首诗歌，叫作《油菜花》，也恰恰如诗中所言，
那颗未曾熄灭的诗心，又一下子点燃了，激起了
他对这个新的时代的创作热情和勇气。

上世纪80年代，张成杰虽已不再年轻，但在
那个理想主义的时代，以及在《连云港文学》的
激励下， 沉寂了多年的诗歌创作激情又被重新
点燃。此间，张成杰先后报名参加了好几期中国
《诗刊社》举办的诗歌函授培训班和“鲁迅文学
院”的函授学习，逐渐对诗歌有了更深层次的认
知和了解，诗歌创作的水平亦有了显著提高。

那段时间，他不仅常在《连云港文学》发表
作品，还在《诗刊》《扬子江诗刊》《星星诗刊》等
国内各种报刊上发表作品， 并入选国内多个诗
歌选本，《杂文选刊》曾连续几期转载他的作品。
此间，他的诗歌多次在省、市级征文中获奖，并
获得连云港市首届政府文学奖，入选了《中国诗
人大辞典》；还出版了《走进秋天》《老山泉诗选》
《墙头草》等诗歌，同时策划、编辑《苍梧诗坛》，
主编了《山水连云港》《山海连云》等诗歌集。

古人作诗是借景抒情、托物言志，张成杰的
诗思和构想，也得此路径———他写《电冰箱》的
感受是：“接近你/很冷/却不会/腐败变质”。显然，
这是对社会上的腐败现象而发的， 冰箱虽然冷

一点，使东西不变质就很好！但愿人也如此。诗
人看到蚊烟袅袅,似在叹息,叹息什么呢?叹息“赶
不完的蚊虫/在叮人”这世界上的蚊虫可太多了,
驱之不去，奈何！

另外，他的有些想象，常在古典成语的启发
下，发挥得更深一些，如写《落叶》，起头两句是:
“一片落叶/落下一个秋天”，这是从古人“落叶知
秋”引发而出的，并不新鲜，接下去两句却是:“千
片落叶/落出一个春天”这句，就较原来有更深一
层的意蕴了。对“有钱能使鬼推磨”这句成语,他
加以翻新， 写出:“鬼的胃口大了/钱给少了/照样
不推磨”这类新的诗句来，表达了他对社会实事
的敏锐观察和思考，充满人生哲思。

耄耋之年，“诗心”仍不泯灭
在市文联党组的支持和帮助下， 张成杰做

了两件他认为意义重大的事情： 一是策划举办
了2001年“花果山金秋诗会”，二是策划联络中
国“诗刊社”在我市共同举办了“春天送你一首
诗”大型诗歌公益活动。这些活动，提高了我市
诗人群体的知名度， 激发了我市诗人及年轻作
者的创作热情，也借此契机，让全国著名的诗歌
编辑都来到连云港， 使我市在国内诗歌界名噪
一时。

退休后，自己支配的时间多了，张成杰与诗
歌的缘分也更加深厚———在市文联党组的关怀
和帮助下， 在广大诗人和诗歌爱好者的支持和
推动下， 张成杰筹划成立了 “连云港市诗歌学
会”，繁荣和壮大了我市的诗歌创作队伍。

“诗歌创作中，有寄情山水之说，于是，我趁
着退休走遍大江南北， 更加深入广泛与山水结
缘，为诗歌创作搜集素材。”张成杰说。但他更钟
情于对老海州山水的瞻望———此间， 他认真查
阅了《云台山志》《云台新志》《苍梧片影》等海州
的一些地方文献；学习、探索先贤们对于海州山
水文化所作出的贡献。同时，他还加入到一些户
外群，和队友们一同踏过连云港的大小山头、蹚
过每一湾溪水。此间，张成杰收集了一些文字和

图片资料， 并在社会各界朋友和诗歌学会诗友
们的支持和帮助下，先后编撰了第一、二、三版
《山海连云》，介绍当代连云港的山水文化，获得
了社会各界的好评。

“转眼间，我已进入耄耋之年。人生最大的
欣慰是在暮年时， 仍然还在践行着自己年轻时
的梦想。 一个真正的诗人不仅是在哪一级刊物
上发表多少作品，有多少成就，更重要的是，拥
有一颗永不泯灭的诗心。”张成杰说，一个人能
写一首好诗，是一个非常快乐的事情，如果能为
别人写出好诗，而做出一点奉献，更是一件愉快
的事情。

如他所言，一个人能创造多少财富，是一种
能力，而一个人为社会作出多少贡献，那是一种
情怀和精神。张成杰坦言，愿在有生之年，能继
续为社会、为诗歌、为他人多做一点事情。正如
我市郁洲诗社副社长穆燕玲在 《贺张成杰老师
八秩华诞》一诗中写的那样：

置身天地看斜阳，两鬓斑斑逆旅霜。
不诩才高勤励志，常为岁晚早偷光。
诗书成就风流客，日月从容锦绣章。
八秩童心犹未泯，泛舟白水自当王。

让文化资源
活起来火起来

以百年历史为轴，整合各类红色资源，依托3D数
字虚拟技术……只要在手机、 电脑上跟随指向箭头，
或者戴上VR（虚拟现实）眼镜，观众就能沉浸式观展。
在福建泉州 “红色记忆———中共泉州革命历史专题
展”VR云展馆，VR画面、图文展示、音频解说等形式丰
富多样，让当地红色资源活化为可听可看、可读可感
的线上产品。

红色资源是宝贵的精神财富，需要用心用情用力
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作为集中展现红色资源、传
承红色基因的重要载体，红色专题展览如何突破时间
空间限制，让更多人有机会随时随地参观？这无疑是
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现实课题。借助数字技术，整合文
字、图像、视频、音频等资料，实现内容与观众的远程
互动，不失为一种扩大展览覆盖面和传播力的有益尝
试。

近年来，借助新技术新手段，将线下资源转化为
线上产品的做法，被广泛运用在包括红色资源在内的
文化保护与传承上。从引入体感互动技术的福州市非
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到用投影技术再现宋元时期海
上繁华贸易的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从上海红色文
化资源信息应用平台“红途”，到“云游敦煌”“云游长
城”小程序……博物馆、展览馆内的文化资源，插上科
技翅膀活起来，既提高了文物资源的利用率，又以便
捷方式走近大众，增强了文化的魅力。

文化保护与传承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让文
化资源活起来、火起来。过去，口头传播、书面记载、实
物展示是文化传承的主要方式。随着科技发展，线上
展示空间得以不断拓展。以泉州博物馆为例，工作人
员说：“有了云展馆，珍贵文物可以永久展示，获得更
长久生命力。”无论是博物馆闭馆不闭展的探索，还是
一些地方打造红色资源数据库的尝试，把文化资源化
为数字资源， 不仅为保护与传承提供了新的可能，也
有助于进一步释放文化资源的价值。

活起来的文化资源更迷人，火起来的文化资源更
入心。 泉州市委市直机关工委相关人员这样介绍：打
造云展馆，有助于强化党史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党史
学习教育常态化 、长效化 。上线一年多来 ，云展馆单
日最高浏览量突破1万人次。相较于线下团队入馆参
观 ，云展馆里有详细讲解 、多种互动 ，激发了观众的
学习兴趣。让文化资源活起来、火起来，形式新颖、内
容鲜活是基础，有深度、接地气是关键。坚持政治性、
思想性、艺术性相结合，做到表现力、传播力、影响力
相统一， 才能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
要。

“我们传承红色基因，我们展陈红色记忆，我们记
住红色征程！”这句“红色记忆———中共泉州革命历史
专题展”VR云展馆的前言，令人印象深刻。的确，线上
与线下相结合，能让参观者更好感悟红色精神、汲取
文化力量。与时俱进创新表达形式，推动包括红色文
化在内的文化资源活起来、火起来，不断提升文化资
源吸引力，就能充分激活文化生命力，更好激扬时代
精神。

2022全国西游记文化嘉年华开幕式日前在连举行

打好西游牌 尽显城市文化魅力
8月4日下午，2022全国西游记文化嘉

年华开幕式暨西游丝路文旅时空信息走廊
研讨会在我市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领导、
嘉宾，西游文化专家、学者，齐聚花果山下，
开启新时代西游丝路文化之旅。会上，公布
了全国首批10家西游研学基地， 随后召开
了西游丝路文旅时空信息走廊研讨会。“连
云港举办的西游文化嘉年华活动， 为弘扬
西游精神、提升西游文化影响力、推动文化
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探索。”有关
专家表示，“此项活动也为我们传承经典、
展望未来，开拓了崭新的视野。”

■ 坐镇“主会场”
“西游文化嘉年华” 展现城

市魅力

“一部西游未出此山半步”，作为西游
记文化的发源地， 连云港花果山正是西游
记的真实写照，也是连云港的神来之笔。作
为“2022全国西游记文化嘉年华”系列活动
的主会场，连云港“西游文化嘉年华”也将
盛大开幕，尽显城市文化魅力。

“该系列活动，是为了贯彻落实文旅部
相关文件精神，弘扬西游文化，展示西游记
文化精神内涵和创新成果， 提升全国西游
记文化和旅游品牌的影响力， 推动全国西
游文旅产业的发展而举办的全国性西游文
化活动。”中国西游记文化研究会秘书长蒋
回源介绍。

据悉，2022年8月至10月，3个月间，该
系列活动将在中国西游记文化研究会的指
导下、 在全国各西游记文化相关地区及本
地区西游记文化相关单位的支持下， 集合
地方政府、团体、企业和民众的力量，通过
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 围绕全国各地
区独有的西游记文化资源， 开展丰富多彩
的西游记文化活动，宣传、展示全国各地区
西游记文化和旅游相融合的成效， 传播推
广各地区西游记文化品牌， 提升本地区西
游记文化创意和旅游品牌的影响力， 推进
西游记文化的传播， 促进相关地区西游记
文化产业的发展。

作为今年活动主会场的连云港系列活
动，2022连云港西游文化嘉年华暨第八届
“创意连云港”文化创意创业大赛也随之正
式启动。据介绍，连云港西游文化嘉年华已
经连续举办了4年，旨在让西游等地方传统
文化走近生活、走近民众、走近市场。据悉，
本次嘉年华共有西游文化会客厅、 西游研
学露营基地开营仪式、花果山研学、第八届

“创意连云港” 文化创意创业大赛等多个主
题、不同形式的文旅活动。第八届“创意连云
港”文化创意创业大赛包括了“强国复兴有
我”综合文化创意、抗疫、文创海州、公益广
告等主题内容。

■ 依托“科技+”
“西游丝路走廊”激发地方

发展活力

开幕式现场，还举行了“西游丝路文旅
时空信息走廊”研讨会活动。据介绍，“西游
丝路文旅时空信息走廊”由中国西游记文化
研究会倡议发起，是以“一带一路”交汇点连

云港为中心点， 覆盖江苏-河南-陕西-甘
肃-新疆一带规划和覆盖江苏-浙江-福建-
广东-广西-海南的海丝线路规划。 在此基
础上，该“走廊”以线路规划为基础，以各地
区西游丝路的文化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
和自然遗产为元素，形成“西游丝路走廊”
的总体布局。

“我们会通过课题研究、 线下载体建
设、规划西游丝路北斗地标建设，以及搭建
大数据算力中心等手段，来打造‘西游丝路
走廊’。”蒋回源介绍，通过这些手段，可以
实现对文化的挖掘与梳理， 并以学术研究
为根基， 将这些资源转化为地方文化连接
西游丝路沿线各地区的重要文化符号，通

过现代科技手段与线下载体节点的联动，实
现文化脉络清晰呈现和文旅等相关产业的
互联互通，将有力促进地方经济的转型升级
和高速发展。

此外，在西游丝路沿线线上与线下互联
互通的基础上，还将规划文旅示范区、研学
基地、露营基地等系列业态布局，推动西游
丝路文化与农业、工业、旅游、教育、中医药、
康养、建筑等产业融合发展，不断激发“西游
丝路走廊”项目的发展活力。

■ 提升“传播力”
“研学基地”助力青少年“读

懂西游”
“文化的传承，离不开教育，文化、教育

和旅游相结合是教育的最好手段之一，而西
游记文化研学对青少年具有非常强大的吸
引力。”活动现场，中国西游记文化研究会副
秘书长多红斌介绍，为进一步推动全国西游
文化研学工作开展，切实发挥中小学生研学
活动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作
用，实现全国西游文化研学基地运行管理规
范化、制度化，加强西游文化在青少年群体
中的教育传播力度，中国西游记文化研究会
决定自今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实施西
游文化研学基地的申报认证工作。

据多红斌介绍，在全国范围内，凡是具
有西游文化资源、 能够开展西游文化研学
实践活动的西游文旅景区、文物保护单位、
生态保护区、历史文化场馆、非遗传承地、
高等院校、文化机构、文化企业、大型国企、
上市公司以及其他组织内部具有与西游文
化教育功能有关的、 并有条件向公众开放
的历史文化场馆、艺术展示及活动场所、演
出演艺场所、 传统手工艺传承制造基地等
场所，均可申报西游文化研学基地。

为了更好地开展西游文化研学活动，按
照有关要求，研学基地应处于交通、食宿、医
疗便利地区， 并应配备专业的指导老师，且
能够开设具有本地区西游文化特色、主题鲜
明、课程体系完整的适合中小学不同学段学
生的研学课程。

据悉，西游文化研学基地申报工作不定
期开展，每年最少一次，认定有效期为3年。
认定为西游文化研学基地的单位，在期限内
将得到中国西游记文化研究会在西游文化
专家、 课程开发指导论证等多方面的指导、
帮助和支持。值得一提的是，在本次全国西
游相关景区、企业中评选出首批10家西游文
化研学基地，我市花果山景区管理处榜上有
名。

图为活动现场。

□ 张晨晨 文/图

张成杰的家， 在一个老
巷深处， 旧墙斑驳， 人流熙
攘，透着浓浓市井烟火气。走
进他的家， 随眼可见朴拙的
装饰、简陋的家装，彰显了主
人的质朴和敦厚。

但一走进他的书房，便
被满眼的藏书所震撼———这
些藏书中， 大部分都是各类
诗歌集子， 且以古色古香的
线装书居多，堆起来，足足顶
到天花板， 墙上有一面题有
“室雅何须大”的牌匾。

“我既钟情于旧体诗，也
喜欢新诗。”作为市诗歌协会
首任会长、 中国诗歌学会会
员、 省作家协会会员的张成
杰，一边拿出一本线装诗集，
一边饶有兴致地回忆起了与
诗歌的“一生缘”，“我抗战时
出生于长沙，务过农，做过木
工，后来又经商多年，一生布
衣， 但始终不改对诗歌的热
爱，所谓‘回首向来萧瑟处，
亦有风雨亦有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