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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东诗群研讨会举行

本报宁县讯 近日，“诗与故乡 大

美宁州———陇东诗群研讨会暨陇东基

层文学骨干研修班” 在甘肃省宁县举

办。活动由甘肃省文联和甘肃省文学院

主办，中共宁县县委宣传部和宁县文联

承办。甘肃省文学院院长高凯、《中国作

家》副主编高伟、《星星》诗刊副主编李

自国、《上海文学》 副社长张予佳、《延

河》副主编弋舟、《诗刊》编辑部副主任

蓝野、《莽原》副主编张晓雪及牛庆国、

王若冰、 侯波、 单永珍等参加了研讨

会， 并对陇东地区基层作者的作品进

行了点评。

在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将“陇东诗

群”称为“黄土地上的现代歌者”。从上

世纪 70 年代的种植、萌芽，80 年代的

生长、 兴旺，90 年代至新世纪初的延

续、繁荣，再到新世纪的扩张、成熟，这

一具有地域文化与审美特征的诗歌群

体在诗坛的崛起， 标志着诗坛对这种

地域性的诗歌书写风貌的认可。 2014

年，以高凯、第广龙、郭晓琦、李满强等

诗人为代表的“陇东诗群”，还入选了

由“三刊五报大展”评选的“21 世纪中

国十二家影响力现代诗群流派”。

天水市作协主席、 诗人王若冰介

绍，“陇东”是一个地域概念，也是一个

文化概念。 从地域上讲，陕西以西、陇

山（即关山）以东的平凉、庆阳可归属

陇东范畴以内；从文化范畴来讲，陇东

文化是与黄土文化、黄河文化、渭河文

化以及与之相伴相生的史前文化、游

牧文化、农耕文化相容相汇的综合体。

而今人难以释怀的乡土与乡情的眷恋

与关注带来的创伤感、痛感和忧伤感，

是陇东诗人感知诗歌、发现诗歌、触摸

诗歌共有的精神底色。 “黄土塬的辽远

贫瘠、信天游的苍凉、渐去渐远的乡土

的黯淡苦涩， 与高凯 《陇东： 遍地乡

愁》、段若兮《西北大旱》《麦未黄》、郭

晓琦《一个有霜的早晨》，石枫恋《你们

生了我》、惠水臣《山谷里》《忆起》中所

透露的对乡土割含不断的依恋一样，

对苦涩中不乏温暖、 晦暗中也有纯洁

亮光不断涌动的陇东乡土的怀恋，是

陇东诗人体认并结构诗歌的基本元

素。相比于经济发达地区，根深蒂固的

农耕文明所给予这片土地的贫困与苦

难，至今迟迟不肯散去。 因此，从大部

分陇东诗人笔下， 我们不仅可以品味

到黄土的淳朴， 更能品尝到信天游的

悲怆、生命的辽远、生活的艰辛。于是，

磨盘、碌碡、喜鹊、炊烟、场院、密洞、镰

刀等极具农耕文化的陇东乡村意象，

也就成了陇东诗最显著的诗学标识。 ”

王若冰说。 本报记者 金莹

杨
志
军
《巴
颜
喀
拉
山
的
孩
子
》出
版

本报讯 作家杨志军创作的 “藏地少

年系列”《巴颜喀拉山的孩子》 近期由二十

一世纪出版社集团出版。 作品以藏区牧民

生活为题材，既塑造了丰满的人物形象，又

饱含丰盈的情感和冷静的沉思， 是书写藏

地少年和藏地生活的儿童文学力作。

《巴颜喀拉山的孩子》围绕藏地少年喜

饶一家展开。喜饶家世代生活在黄河的源头

巴颜喀拉大草原。但巴颜喀拉山草原由于大

气变暖和牲畜采食过度，面临退化。 藏民们

纷纷迁居城镇。 喜饶一家也被迫放弃草原，

走向都市。 作品以孩童的视角，着力刻画了

淳朴善良的藏地牧民，以及他们与大自然生

灵的朴实关系，通过对藏地这种原始自然的

生命样态和社会形式的细腻描绘，一方面颂

扬了藏地乐观豁达的人生智慧和高洁坚执

的精神信仰，同时深刻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对

立与统一，自然文明与城市文明的矛盾与调

和，蕴含着作者对自然环境、人性伦理、生命

存在的深刻反省和理性思考。

据悉，杨志军从小生活在青海，其代表

作《藏獒》三部曲发行量达数百万册。 他的

“荒原”和“藏地”两大作品系列，以想象力、

悲悯心、批判精神，以及自由开阔的视域，

创造了葳蕤浩瀚的藏地文学世界。在《巴颜

喀拉山的孩子》的创作中，杨志军充分调动

丰厚的藏地生活经验， 以独特的视角关注和审视藏地

的社会文化和藏地人生， 一改以往在成人文学创作中

尖锐的批判精神和沉郁的悲剧意识，用从容恬淡、平静

克制的叙述方式将故事娓娓道来，不着痕迹，而大量真

实细腻的草原生活场景描写，以及对于藏地俗语乡谚、

宗教典故、歌谣颂词的信手拈来，使得作品字里行间透

溢着的作者朴素的情感和藏地情结， 将读者带入陌生

辽阔、充满风情的藏地高原，去触摸藏地少年的成长历

程和精神世界， 为儿童文学书写带来全新的格局和气

象，拓宽了儿童文学创作的边界，进一步丰富了相关的

主题内涵。

熊猫格子打造“渗透式”阅读空间

本报讯 日前， 二手书线上循环

平台熊猫格子宣布与共享办公空间

Distrii 办伴合作，双方将结合智慧型

办公空间和新型社交循环书店的优

势，以期通过线上资源与线下资源的

整合，打造“渗透式”阅读空间，以文

化为新办公场景赋能。

签约仪式现场上， 零点有数董事

长袁岳、熊猫格子创始人李辉、首席内

容官周玄毅以及办伴创始人胡京、联合

创始人邹华等出席活动，共同探讨阅读

文化与办公场景相结合的重要意义。

袁岳认为，“渗透式”的空间是未

来城市发展的方向。从前明确的分区

其实会割裂生活场景，渗透的状态才

是人们生活最自然的状态，“从这个

角度说， 读书和办公空间有契合之

处，现代人绝大部分职业技能的学习

都发生在工作中，因此办公空间理应

成为每位职场人随时随地补充和获

得最新知识的场景”。胡京补充说，阅

读与办公互相渗透产生的场景价值，

让办公空间成为有图书、 有文化、有

多元体验的思想交流场所。

“熊猫格子 ”创始人李辉介绍目

前办伴与熊猫格子共同创立的“熊猫

伴读角”已经在办伴各个空间相继亮

相，用户可以在空间内自由借走摆放

的图书阅读，如果喜欢，还可以随时

扫码，直接购买，让文化阅读和学习

触手可及。双方在未来还将陆续展开

更深层次的合作，推出包括文化名人

分享会、大咖会客厅、沙龙读书会、主

题辩论赛等文化主题活动，进一步提

升和丰富办公空间的社群价值。

本报记者 袁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