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潇湘有诗会，聚诵传弦歌

在潇湘大地这片诗歌沃土
上，千百年来，无数优秀的诗人
留下的大量诗作，已成为湖南
乃至全国精神文化中一笔宝贵
的财富。从庄严殿堂，到市井小
巷，湖湘大地，诵声不绝。

新时代的诗会活动，通过
吟诵、朗诵、故事讲演等多样表
现形式，再次点燃湖湘市民对
于诗歌的热爱之情

“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柳柳王王敏敏

舞台中央，5 名身着汉服的女子手捧茶杯款
款走来，琴音响起，一场由潇湘诗会主办的“二十
四节气诗会”之“小寒·养生”专场诗会 1月 7 日在
长沙举行。

2016 年 11月 30 日，“二十四节气”被正式列
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名录。受此启发，由志愿者组建的潇湘诗会在
2017 年举办“二十四节气诗会”。一个节气一场诗
会，吸引大量现场观众，通过新媒体直播等传播方
式，已获得十万多人次的关注。

自 1986 年创立至今，潇湘诗会通过组织举办
“我们的节日”“朗诵达人”“二十四节气诗会”等各
种形式、各种规模的超百场诗会活动，推动诗歌走
进市民生活，有力推动了文化传承与创新。

传统：潇湘有诗

“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这是
800 余年前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大诗人陆游对
潇湘诗情的赞赏。

诗，在潇湘大地传吟不绝；诗会，在三湘大地
聚诵至今。

从战国的屈原，到唐代的李白、杜甫，再到明
清时的王夫之、王闿运，数千年来，无论是旅湘诗
人，还是湘籍诗人，他们在湖南这片热土上，行吟
慢诵，结社唱和，诞生出了南岳吟社、碧湖诗社、南
社湘集等诗歌团体。

“我们湖南吟诵调在业界备受推崇，在古典诗
词吟诵中，吟得最好的大部分都是湘籍人。”湖南
省吟诵学会会长、93 岁高龄的史鹏老先生毕生致
力于吟诵的推广和传播。

史老先生告诉记者，吟诵必须得用方言，湖南
地区由于特殊的地形条件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方
言，加上湖湘吟诵调富于抑扬顿挫、语调平和舒
展，并辅以适当的示意性手势和眼神表情，使得吟
诵这种读书方法流传至近代而长久不衰。

随着我国百余年历史的时代变幻，诗歌经历
了从旧体诗到新体诗、从遵守传统格律到自由体

创作这样的发展变化。与之对应的，诗社或诗会活
动，诗歌吟诵或朗读等，也表现出了相应的时代特
征。

“据不完全统计，1980 年代全国有 2000 多家
诗社，湖南最多时也有 200 多家，那时全国已出的
非正式打印诗集达 900 余种，各种诗人评选活动
如火如荼展开。”潇湘诗会主要召集人、诗人胡述
斌告诉记者，那时社团林立、流派纷呈，激情的诗
人们，都对那个年代进行最热情的礼赞，可以说是
我国诗坛的“大摇滚时代”。

根植于潇湘沃土的诗情，随着时代的潮流发
展，再一次显示其蓬勃生命。1986 年由湖南省作
协、湖南文艺出版社等 10 多家单位共同发起的大
型诗会“红五月潇湘诗会”于当年 5月 11 日在青
少年宫剧场举行，1200 多张门票抢购一空。当代
诗人王晨牧、朱健、谷曼、石太瑞、李少白等的作品
现场朗诵，气氛热烈，盛况空前。“潇湘诗会”这个
文化品牌自此确立。

“我们打出的旗号就是‘不到潇湘岂有诗’，一
二十分钟内门票全部卖完，还有外地的人专门坐
火车过来。整个会场走道里都站满了人，但是现场
秩序特别好。”潇湘诗会创始人之一、诗人李少白
对于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他告诉记者，那个时候
的人们，尤其是大学生，好像内心都有一股激情需
要喷发，对诗歌到了万分痴迷的地步。

传承：弦歌不辍

1980 年代盛况空前的潇湘诗会，在连续举办
5 届后，随着“下海潮”等时代原因，不得不于 1991
年起停办，此后经历了长达 10 年的蛰伏与等待。

“1990 年代整个社会着力于抓经济建设，文
学界、新闻界、知识界都参与‘下海潮’，现今湖南一
些著名的诗人、作家在当时都下海经商了。”作为
过来人，胡述斌参加了 1980 年代的潇湘诗会活
动，对于诗会的十年沉寂也不无惋惜。

潇湘大地的诗情在新世纪引来转机。为了顺
应新世纪的时代呼唤，迎接新千年，2000 年下半
年开始筹备、2001 年 1月 6 日在长沙田汉大剧院
举办的第六届潇湘诗会，再现了第一届上座千人
的轰动效应。

“一直就很喜欢诗歌，虽然偶尔没被提及，但
没有真正忘记，这是一种埋藏在心底里的情感。”
作为一名播音员，谢红对于 2001 年的那场诗会活
动记忆犹新，诗朗诵的酣畅淋漓之感如今犹在耳
侧：“因为平时工作的原因，我只能在录音棚或演
播厅接触诗歌，但走上舞台后，那种感觉完全不一
样了，那是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

复归后的潇湘诗会显示出其强大社会效应。
2008 年，适逢南方冰雪灾害、汶川大地震等国家
不幸，民间掀起一股诗歌创作潮流。潇湘诗会在
“我们的节日”等传统节日节点上，举办了感叹时
事、讴歌生命等系列诗会，尤其以 6月 6 日在长沙
田汉大剧院举办的“长沙端午诗会”最为轰动。

迄今为止，在“潇湘诗会”旗帜下举办的各种

形式、各种规模的诗会超过百场次。其中 2009
年组织的“朗诵达人”活动，培养“朗诵达人”近
万人，并先后推出“朗诵达人·端午诗会”、“朗诵
达人·七一红色诗会”等一系列活动，在各大社
区、学校中引起了热烈反响。就在同一年，胡述
斌、许参扬、申芙蓉等 40 余名湖南诗人开展潇
湘诗会“青春中国·湘江颂”万行长诗创作朗诵
活动并出版万行长诗集《湘江颂》。

“诗会并不是协会或学会那样的组织机构，
潇湘诗会现在是一个文化品牌。”胡述斌认为，
人民群众对于文化品牌的认同感较强，潇湘诗
会作为精神文化品牌，在湖南尤其是在长沙地
区，发展时间较长，知名度较高，组织者大多都
是义工和志愿者，很好地做到了一种文化传承。

“二十四节气诗会第一场我作为听众参加
了，当时就被感染了，后来通过慢慢接触，现在
已经参与诗会的策划和筹备工作。”80 后雷烨
告诉记者，诗会营造了一种很好的氛围，吸引了
很多志愿者和义工的热情投入。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因为诗歌而
走到一起。诗会汇聚了多种资源，提供了一个供
人成长的平台和空间，从诗歌朗诵、音乐制作、
视频后期、摄影摄像等，既是汇集人才，也是锻
炼人才。”潇湘诗会志愿者晏晓锋说。

传播：雅俗共赏

在潇湘大地这片诗歌沃土上，千百年来，无
数优秀的诗人留下的大量诗作，已成为湖南乃
至全国精神文化中一笔宝贵的财富。从庄严殿
堂，到市井小巷，湖湘大地，诵声不绝。

新时代的诗会活动，通过吟诵、朗诵、故事
讲演等多样表现形式，再次点燃湖湘市民对于
诗歌的热爱之情。“二十四节气诗会”不只是诗
人、朗诵家的诗会，丰富多彩的节目内容、深入
社区的举办地点、与百姓生活十分接近的表达

平台，如此接地气的风格，在持续一年的时间里
已“火”遍长沙。

“每一期我们发布预告，社区群众很多都慕
名来打听，询问怎么参加，有哪些活动。”晏晓锋
认为，将高雅的诗歌融入市民文化又不流于形
式，首先得在诗会节目质量和平衡上下工夫，选
择什么节目，由谁来表演，都会考虑层次和平
衡。

主题正能量是诗会吸引人的重要因素。“冬
至古时称岁首，有拜长辈的习俗，主题为‘景仰’；
‘瑞雪兆丰年’，‘大雪’的主题是‘向往’；霜降前夕，
重阳将至，‘霜降’的主题为‘孝老爱亲’。”胡述斌
认为：“诗会主题不仅要体现节气特点，更要接
地气，要与平常百姓生活相关，在诗歌中有体
现，还能讲出故事。”

“二十四节气诗会”在传统与现代、高雅和
通俗之间做到了很好的包容性。一场诗会中，古
典诗、现代诗、人物故事、节目表演，从白发苍苍
的老者，到垂髫天真的孩童，诗人、朗诵家、上班
族、社区大妈、退休干部等等，汇聚一堂，倾耳聆
听，细细体味。

诗会通过新媒介渠道进行传播，曾经被冠
以“阳春白雪”的高雅诗歌艺术也逐渐走进社
区，受到普通百姓和孩子们的欢迎，侧面反映出
潇湘诗会活动逐步平民化的同时，也体现出大
众对于精神文化和美好生活的一种追求。

“参加诗会对于孩子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
特别是那些融入了我们民族优秀传统的古典诗
词，比如讲“孝”，诗歌《游子吟》小孩子非常喜
欢，这没有说教的成份，但孩子能够明白母亲的
付出。”市民王瑛莹参与了“秋分·齐家”的专场
诗会，她告诉记者，现在小孩在家里也搞诗会，
晚上都不看电视，拉起家里的长辈，就开始读唐
诗。

“长沙是一个诗意浓浓的城市，毛泽东的
《沁园春·长沙》就很好地将长沙的诗情表达出
来了。近几年来，诗歌开始逐渐走向复兴，走进
百姓生活，成为市民文化的一部分。”李少白告
诉记者，随着我国社会逐步走向全面小康，人民
群众对精神文化的需要也越来越大。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惠惠小小勇勇、、董董小小红红、、吴吴晓晓颖颖

走进千年盐都自贡，扑面而来的不止有盐味，
更有搅动味蕾的盐帮菜香味、闪烁在多姿彩灯里
的浓浓年味。

有盐有味的自贡，兴于盐，也曾困于盐，特别
是上世纪 90 年代后期，10 余万盐业工人下岗，不
少三线企业倒闭，自贡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转型困
境。这个曾经心怀天下盐的“中国盐都”、经济总量
居四川第三的“三线重镇”，走过鼎盛繁华，经历了
老工业城市转型期阵痛。

盐，自贡的根与魂

自贡市大安区阮家坝山下， 182 岁的“燊海
井”修缮一新，车马如龙。海内外游客慕名而
来，一睹这口世界首个人工钻凿超千米深井的芳
容。院内，在已复原的生产现场，游客体验着井
盐制作过程；院外，市民争相购买传统工艺所熬
制出的粗盐，用它腌渍的腊肉、泡菜，味道格外
鲜美。

重焕生机的燊海井，让自贡人看到盐文化的
魅力，重新思考如何用活盐、龙、灯、菜、工业“老字
号”资源，在城市转型中开辟出一条新路径。

漫步在自贡街头，你会被浓浓的“盐味”包裹，
自流井区、贡井区、大湾井巷、余庆笕街道……一
个个地名，一条条街名，无不和盐有关。过龙凤山、
进老城，釜溪河边盐码头旧貌犹存，街头巷角不时
可见旧时各地盐商所建的祠堂会馆、民居院落。在
巷子里找当地老者攀谈，随口就能道出与盐有关
的许多趣闻轶事，让外地游客感受到这座曾遍地
盐井的都市过往的盐业辉煌。

盐，是这座城市的根。早在公元一世纪东汉
时，今自贡富顺县城一带便凿井取盐。因盐聚人，
因人成邑。自贡的名字就是两口古老盐井的组合。
1939 年自贡正式设市时，取自流井和贡井第一字
合称自贡市。

盐史专家陈星生介绍说，自贡盐业在 3 次历
史机遇中，实现腾飞。第一次是清咸丰时期，太平
军建都南京，淮盐不能上运，清廷饬令川盐济楚。
富义厂盐业生产步入鼎盛时期，各地客商云集自
贡建起 13000 余家盐井，年产量占全川的一半以
上，年征税银占全川盐税收入的 40%，自贡成为

四川井盐业的中心，盐商“富庶甲于蜀中”，始有
“盐都气象”。

第二次是抗日战争时期，沿海盐区相继沦
陷，自贡担起“天下盐”重任，成为维系国家经济命
脉的大后方重镇之一，从传统手工业城市一跃成
为现代工业城市。为全国三分之一人口提供食
盐，人口不多抗日献金却居全国之首，支撑中国
度过最艰难的时光。

第三次是新中国成立后 1960 年代的“三线”
建设，因良好的工业基础，东方锅炉厂、晨光化工
研究院等 20 多家企业、科研院所内迁自贡。自贡
形成了以盐及盐化工为主要支柱、兼有机械、电
子等多门类的工业格局，成为川南工业重镇，汽车
牌照继成都、重庆后的川 C，至今四川 21 个市州
向省里汇报工作，排在成都之后的就是自贡。

2亿多年前的三叠纪时期，自贡所在的古四
川盆地还是一片汪洋大海，后经地壳运动，存留在
盆地内的海水和积水中的盐分被沉积、掩埋形成
盐卤、天然气资源。

梳理历史，自贡的恐龙、彩灯、盐帮菜等几张
城市名片都与盐息息相关。至今在自贡已找到近
200 个恐龙化石点，使其成为世界上拥有侏罗纪
时期恐龙化石种类最全的地方。自贡为何成为恐
龙最活跃、繁盛的地区？有学者认为，古四川盆地
湖泊众多、裸子植物丰富，而沉积了厚厚盐矿结晶
的湖水有利于恐龙补充必需的无机盐及微量元
素，这些独特而优越的地理、自然环境为恐龙栖息
创造了天然条件。

走进自贡市恐龙博物馆，一只只侏罗纪时代
的恐龙标本活灵活现。穿越亿万年的时光隧道，仿
佛看见它们仍在湖滨河滩嬉戏，在林间草丛捕食
奔跑。这些恐龙标本近年来走出国门巡展，足迹踏
遍全球，成为“恐龙之乡”当之无愧的侏罗纪使者。

始于唐宋的自贡灯会，800 年来久盛不衰的
奥秘，与盐业经济的繁荣有关。当时盐场岁入颇
丰，富甲一方的盐商出钱办各种灯节赏乐祈福，在
雄厚的经济支撑下，放灯规模渐大，花样渐多，形
成新春必放彩灯的习俗。据《荣县志》记载，清道光
年间自贡灯会出现“新年灯火甚盛……嵌灯如星，
一亭燃四五百灯，辉丽万有，西人来观亦欣然，京
邑所不见的盛况”，“中国灯城”实至名归。改革开
放后，一盏盏充满中国元素的彩灯从这里走出，点
亮了世界各地。

“超过了建造城墙和隧道的能力”

彩灯照亮了生活，盐帮菜则满足了“好吃嘴”
的味蕾。自贡是移民城市，五湖四海的味道在这里
融合，产生了川菜系中自成一派的盐帮菜，水煮牛
肉就是其中代表。盐帮菜名厨余长明介绍说，这道
菜就诞生在盐井边。旧时盐场每年有大量不能再
劳作的牛被分给盐工，他们用井盐腌渍牛肉，加入
作料，用水煮熟，就是一道下饭的美肴。除了大道
至简的盐工菜，还有精益求精的盐商菜，“牛蹄熊
掌”“泡青蛙”等盐商餐桌上的绝世佳肴提升了盐
帮菜的品位，有了“吃在四川，味在自贡”的说法。

记者在采访时听到一种说法，四川火锅源于
自贡。不论真伪，在历史发展长河中，亿万年恐龙
遗址、两千年井盐文明、八百年彩灯风情、川菜一
派的盐帮美食如火锅一样，在细火慢炖中煨出了
这座城市独特的文化与气质。

有盐的人生，才有味。深厚的盐文化积淀，哺育
出一代代性格鲜明的自贡人。盐至纯，味至浓，恰如
自贡人直率纯粹、仁义豁达的性格。从敢于上书弹
劾权贵、为百姓请命的“晚清仕林之鹤”赵熙，居官
清廉、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到大气凛然、为信
仰慷慨就义的“江姐”江竹筠，高洁不肯染纤尘、决
不二三其德的革命先辈吴玉章……社会动荡时期，
一位位自贡人直面黑暗，不畏艰险，追求真理。

国难当头，这座仅有 22万人口的城市，在抗战
时期生产食盐 300 余万吨。其捐款数超过了成都、
重庆捐款之和，居全国之首，创造了人均和个人捐
献等多项全国纪录，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
盐工们倾其所有，购买“盐工号”和“盐船号”两架飞
机，支持抗日救亡。从历史名人到普通产业工人，自
贡人身上具有的爱国敬业、诚实守信精神，正是这
座千年盐都的发展之魂。

由成百上千根木头捆扎而成的汲卤井架，形
状大小各异的几十种锉，状如针筒的竹制汲卤筒，
形同过山车的输卤笕管……走进自贡市盐业历史
博物馆，很难想象，仅凭眼前这些看似简易的工
具，盐工们就发明了独步世界的深井钻凿技术、天
然气开采技术、深层岩盐井下自然连通开采技术
等“黑科技”。

1888 年，美国学者弗吉尔·哈特来到这座川
南小城，惊叹这些盐井“显示了中国人的聪明才

智、坚韧和勇气”，“超过了他们建造城墙和隧道
的能力”。

先进的井盐开采工艺无疑是自贡盐工“工
匠精神”的见证，与此并行的是这个身居川南内
陆城市的开放包容。明末清初，繁荣的盐业吸引
了来自五湖四海的淘金者，陕西、广东、贵州等
各地客商在此地建起了西秦会馆、南华宫、贵州
庙等 100 多家会馆，各种地方文化在此交融，成
就了多元繁华。

抗战时期，化工之父范旭东携世界领先的
现代制盐工艺来自贡办厂，久大精盐公司、永利
制碱公司和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也随之内迁定
居，从此，自贡盐化工业翻开了新的历史篇章，
大踏步走上了现代化进程。后来轰轰烈烈的三
线建设中，东北、天津等省 22 个工业企业的迁
入，不仅带来了数以百万的工业人才，新观念、
新思维的悄然潜入，更为这座城市持续发展奠
定了新基石。

中国最古老的股票

工匠精神根植于自贡人内心深处，更让外
来投资者感到放心、自贡人引以自豪的还有伴
随井盐产销而生的契约精神。

据自贡市志记载，清代自贡地区凿井取卤
如同当时的采矿业一样，往往带有很大的投资
风险。以凿井来说，往往“每开一井至数年，工费
甚巨，且终有不及泉者”。由于独资不易维持凿
井等项费用，所以井、灶、笕各业大多是“凑资朋
充”经营，便不得不采取合伙制度——— 契约精神
也由此诞生。

在现今的西秦会馆里，展览着一张乾隆年间
的凿井契约———“同盛井约”，这份合约约定了投
资者的股东身份和应得到的收益，收录到《中国
老股票》一书扉页，位列近 800种股票、股据、股
证之首。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在此书的序言中，
认为它符合股份制的特征，与现代意义上的股票
有相似之处，是中国最古老的股票。

曾经的辉煌虽然如数家珍，但审视来
路，自贡人不得不承认，市场经济大潮冲击
下的跌落，除了未搭上成渝高铁被边缘化等
客观因素外，必须深刻反思自身的思想桎
梏。“自贡历史上三次大的发展机遇，都来

自外部力量的冲击。重振辉煌，必须集聚更
多的内生动力。

在世纪之交的国企改革大潮中，自贡一度
有 10 多万工人下岗，正是凭借一双双匠人巧
手，依靠传统手工业文明积淀滋养出的勤奋合
作坚韧精神，让他们重新找到了演绎人生精彩
的舞台，也推动着仿真恐龙、彩灯、餐饮等行业
的勃兴。

在亘古龙腾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
钢架焊接、裱糊、上色……一道道工序在工人手
中井然有序进行着，今年的订单已经“爆满”了。
车间门口的告示板上，乌克兰、阿根廷、温哥
华……来自世界各地的订单出货日期正在逼
近，“工人们都忙惨了！”该公司财务总监卢天志
“抱怨”说。

“当前很多公司正在加强技术研发，未来仿
真恐龙将更加具有娱乐性、趣味性和智能化，恐
龙这张城市名片将更加鲜活。”自贡市文广新局
局长陈刚说。

从观赏到经销，自贡彩灯悄然间摇身一变，
成为吸纳就业、转型升级的大产业。今天的自贡
拥有 631家彩灯企业，从业人员超过 10 万人，
年产值超过 20亿元；自贡灯会已在世界 60 多
个国家和地区、国内 500 多个城市展出，占据了
国内 80%、国外 90% 的灯展市场份额。“随着
‘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自贡彩灯将成为传播中
华文化、加强中外交流的一座桥梁。”自贡灯会
总策划师沈宏跃说。

仅 2016 年，自贡餐饮规模以上企业的收入
就超 70 多亿元，冷吃菜品交易超过 50 多亿元。
当前，“盐帮菜”不仅带动了当地 20 多万人就
业，也盛行于成都、重庆等多个城市，成为餐饮
界一张响亮的品牌。

不仅“盐龙灯食”转型效果渐佳，曾经没落
衰败的老工业企业遗迹也惊艳转身，焕发新的
生命力。

斑驳的墙面彰显昔日时代的沧桑印记，酒
吧咖啡馆凝聚今日休闲从容气息——— 在大安盐
厂工业遗址改造现场，全钢架老厂房与现代创
意园区完美结合，走进全国第一座 30 万吨真空
制盐车间，脚踩在全玻璃的车间走廊上，巨大的
蒸炉、运盐的管道…… 55 年的老盐厂岁月穿过
时空隧道扑面而来，空气中仿佛都有盐的味道。

千 年 盐 都

永不“盐”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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