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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 A13青未了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最近，著名作家贾平凹之
女、西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诗
人贾浅浅的诗歌引发巨大争
议，诗歌圈走进舆论的聚光灯
下，再次热闹起来。

贾浅浅写诗歌、做研究已
多年，近期对其诗歌的争议始
于1月份一篇名为《唐小林：贾浅
浅爆红，突显诗坛乱象》的文章。
文学评论家唐小林在文章中认
为，贾浅浅的诗歌完全属于一
种“回车键分行写作”，这种白开
水似的“浅浅体”诗歌，最显著的
特点就是把无聊当有趣，把废
话分成行——— 仿佛是一路狂按
回车键的产物。唐小林的文章
对贾浅浅诗作的质疑被媒体报
道之后，贾浅浅写的是不是诗
歌，能否将脏词、秽物入诗歌等，
都引发大众热议。有网友认为，
继“梨花体”“废话体”走红之后，

“粗话体”横空出世。
但在此之前，贾浅浅的诗

作得到了评论界的一致好评。
有人认为，贾浅浅写的是“儿童
体”诗：她“从生活细节入手，有
着朝圣者般的细腻与真诚，在
古典美学与现代生活的夹缝
中，找到某种黠慧的表达方式”，
并“以自然和平等的审度”，达到
了一种新境界，一种“自然和健
康的爱欲观”。

贾浅浅的诗歌到底是“脏
话体”还是很干净自然？她写的
到底是不是诗歌？她的诗歌为
何在网络引发如此大的关注
度？诗歌为何总以充满争议的
面孔出现在大众话语视野里？
诗人、山东政法学院传媒学院
教授赵林云给出了他的分析。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看了
贾浅浅那几首著名的诗歌，大
多数网友是嘲笑的态度。贾浅
浅写的是诗歌吗？为何网友群
嘲，评论界则有很多点赞文章？

赵林云：仅凭几首诗来评
判一个诗人确实存在偏颇，不
能就此说这个人创作的是垃
圾，或者写得很有艺术性。应该
从文本的整体性来看。就像不
少评论家说贾浅浅的诗歌好，
他们肯定看到了她那些极端的
诗作，也看到了她好的作品。评
论家们对好的诗作提出正面评
价，没有对差一点的诗作进行
批评和负面点评。但从艺术性
价值的角度，评论家们也没有
把诗人那些极端的诗歌当成正
面的东西来肯定。

我觉得贾浅浅的诗歌不是
不可以批评，但是不能为黑而
黑，也不能一棍子打死，不能专
门为了噱头来黑她。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屎尿
屁、性器官等词汇可以写入诗
歌吗？有这种诗歌风格流派吗？

赵林云：大概在新世纪之
交出现过一个“下半身”诗歌流
派，这在当时影响很大，以诗人
沈浩波为代表。后来还出现过
一个“垃圾派”诗歌，诗人们自称
是垃圾派。“垃圾派”说你们写下
半身，那我们干脆就写地上的
垃圾。这一派诗人姿态就放得
更低，直接到“地上”去了。

这是怎么造成的？诗歌发
展到现在，是诗歌的现代性，或
者说是后现代品质，给诗人创
作带来的影响。

这就像音乐，有各种类别，
后来有了摇滚，摇滚乐里有独
立精神，也有吸毒等负面东西，
我们不能说有负面的就认为摇
滚乐不好，但也不能说因为摇
滚乐好，就认为吸毒是应该的，
这是一种伴生现象。

“垃圾派”诗歌创作现在还
有，但影响非常小了。“垃圾派”
后来没有进入到公众和诗歌理
论界的视野中，也没有好作品
出现，就销声匿迹了，“下半身”
写作也没有了，诗人们不再写
这类诗歌。但是，“下半身”诗歌
中的一些元素在个别的诗作、

个别的诗句里还有出现，没有
什么爆点，大家也不去关注它。

现在大家关注贾浅浅的诗
歌，是因为这件事本身附带了
很多其他外在的娱乐因素，才
会引发公众狂欢式的关注。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贾浅
浅的诗歌为何能引发普通网友
如此大的关注度？

赵林云：这个事件有很多
引发大众关注的元素。一，是贾
浅浅是著名作家贾平凹的女
儿，如果不是贾平凹的女儿，可
能大家关注度就不会这么高。
第二点，贾浅浅是一个女诗人，
女诗人的诗歌里写屎尿屁、性
器官这些比较脏的字眼，更能
一下子引爆了网络。对贾浅浅
诗歌提出质疑的文章，应该也
都触及了这些能引发关注的要
素。

其实，贾浅浅那几首极端
的诗歌，在圈内，大家肯定也不
会有什么正面的评价，也不会
认为是好诗。但大家抱着更宽
容的心态来看，或者说允许诗
人们在探索的路上犯一些错
误，付出一些代价。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从“梨
花体”“废话体”到诗人余秀华
等，诗歌总是以争议的方式出
现在热点议题中，这是为什么？

赵林云：每次诗歌引起大
众的关注，都是以一种非正常
现象出现。我觉得更多的是可
悲。诗歌没有通过正常方式引
起大众的关注，在正常状态下
诗歌都是被旁落、被忽略的，甚
至是被大众遗忘的。

“羊羔体”“梨花体”“废话
体”以及余秀华等一系列引发
关注的诗歌创作，都带有很大
的争议。但这里面也有区别，余
秀华有些诗歌写得不错，赵丽
华也有很有价值的好诗，“乌青
体”等可能是纯粹来蹭诗歌热
度的。

这些能引发大众的关注，
与大家的泛娱乐化心态有关，
把文化事件、文学事件、诗歌事
件都变成了娱乐事件来对待。
贾浅浅的诗歌受关注，与她是
名人之后，是教授，写屎尿等有
关，都是噱头。移动互联网时代，
我们的审美趣味、娱乐热点的
关注点，可能也出了问题。

再者，诗歌的口语化也好，
世俗化也好，现代性也好，得允
许诗人、诗歌去进行探索。当然，
在探索的过程中，也会付出这
样那样的代价。就像后现代艺
术创作，民间有些艺术家的探
索可能到了模糊通俗、低俗、庸
俗之间界限的地步。诗歌创作
也一样，被传统文化、现代文明
所忌讳、排斥的一些非常低俗、

“下三路”的字眼其实也是要避
免的。

如果能够帮助诗人和诗歌
写作者、诗歌爱好者，把这些过
于后现代、过于庸俗化的东西
从诗歌的视野里排除出去，那
么在诗歌进行多方面的探索过
程中，对诗歌写作、诗歌的普及
是有帮助的。

这种带有争议性的对诗歌
的关注，给很多人带来了误导。
这让很多人认为，诗人就是这
样的，当代诗歌就是这样的，怪
不得诗歌不受大众欢迎，原来
已经烂到这种地步了。实际上，
这些争议性关注，呈现的不是
诗歌写作的整体状态，诗歌创
作完全不是大家看到的这种片
面状况。

大量的诗歌写作者在兢兢
业业地写作，或为自然写作，或
者为当代生活写作，或是有社
会担当，有诗意探索。很多诗
人的作品既有社会担当，也有
艺术价值和较高的审美水平，
只不过现在的诗歌写作和大
众距离相对远，好作品很难引
起大众的集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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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张向阳

刚进腊月，故宫博物院就公布了牛年春
节文化大餐的“菜单”，有“宫猫记·过大年”系
列活动，有“数字文物库”推出的“牛主题文物
展”，还有针对《五牛图》和新春主题画的线上
鉴赏，如果不能亲自去看故宫的展览，那么跟
家里人线上逛一逛，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和
体验。

从农历腊月初八(1月20日)起，故宫文化
大餐就已经“开席”了。腊月初八也是传统节
气大寒，《故宫的时节·大寒》视频课率先上
线。课程围绕清代宫廷立天灯这一冬季习俗，
介绍天灯相关文化知识，并拓展介绍正月十
五的元宵花灯，分享不同造型花灯背后的美
好寓意。小朋友们还可以跟随课程进行手工
体验，学习制作“四季长明花灯”。

立天灯、万寿灯是清代早中期过年最盛
大的活动之一。从立到撤，前前后后光人工要
使用八千多人次。自道光二十年(1840)被节俭
的皇帝取消以来，它们已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将近200年。相关文物也早已分散各处，渐渐
不为人所知。故宫的研究人员依托故宫博物
院丰富的馆藏文物资源，通过仔细研读清代
档案史料，将它们复原出来，重新竖立在乾清
宫的台基上下，让康乾盛世的过年景象又重
新呈现。

除了年俗，故宫的建筑之美更是无与伦
比。寒假线上“故宫知识课堂”如期开课，围绕

“文物与自然”和“建筑与历史”两大主题进行
在线课程直播，两大系列、二十场不同主题的
课程精彩纷呈，与大小朋友们相聚云端。故宫
的专家为大家献上趣味十足、干货满满的知
识盛宴，足不出户就能深度了解厚重的历史
文化，真是“躺着也能涨芝士”。

“故宫红”也为过大年营造了节日气氛，
故宫博物院官方网站还将与官方微博和“数
字故宫”官方小程序同步推出“故宫红”系列
文化专题。正月初一至初七，将以故宫建筑、
藏品中的红色为切入点，每天呈现一个不同
的红色主题，用图文、视频、互动、游戏、线上
展览等形式，把建筑历史、非遗传承、文创产
品等文化资源进行串联整编，为观众奉上一
道别具“中国红”味道的新春文化佳肴。

故宫可谓国内撸猫的最高端地点，如果
能配一张故宫猫手绘图，那可真让“猫奴”们
圆梦了。养猫历来是故宫的传统，不但有妃子
养猫，从明朝开始，紫禁城还有专门管理猫的
部门“御猫房”。如今故宫里有数以百计的“故
宫猫”，这些猫特别呆萌，不怕游人，无论多么
偏僻的地方，都能看到它的身影。因此，故宫
博物院有很多网红猫的粉丝，有些“猫奴”进
宫后，无心留恋金碧辉煌的建筑或者琳琅满
目的文物，直接就去静仁宫、宁寿宫等地：他
们不想看风景，他们只想看猫。

2月4日是北方小年，从这一天开始一直
到大年三十(2月11日)，故宫博物院官方微博
会开启“宫猫记·过大年”系列活动，依托院藏
文物，配合活泼可爱的故宫猫形象，向观众介
绍从小年到除夕的宫廷过年习俗。活动期间
每天发布一张故宫猫手绘图，观众朋友可以
跟故宫猫一起完成一项过年习俗或准备一样

“年货”，每天积累一点，直到除夕夜实现“大
团圆”。估计“猫奴”们会一张不漏去打卡。

当然，有幸进入故宫看展览的观众或许
注意到一个小细节，近日在永寿宫开幕的“丝
绸之路(乌兹别克斯坦段)考古成果展”，原本
要展出的是中乌联合考古队2015——— 2018年
在乌兹别克斯坦境内考古发掘的出土文物精
品90套(组)。但因为疫情影响，文物运不过来。
于是，诞生了现在观众看到的图片展。三维的

文物展，变成了二维的图片展，仿佛被一片
“二向箔”降维打击。而这图片，绝不是一张简
单的照片，而是和文物同等大小、同样形状的

“剪纸”。而且图片的摆放完全遵循真实文物
展的布置，陶罐立着摆，铁刀横着放，连珠串
都一颗颗剪出来再串起来。

据透露，这次的文物图片之所以看上去
那么立体，是因为在拍摄过程中使用了精心
设计的布光，明暗对比，文物立体。即便“降
维”，在考古人心中，也是无比激动人心的所
在。考古人的走心，观众get到了，几乎所有去
现场看了展览的人都评价“栩栩如生”。甚至，
经过几天的新闻发酵，图片展已经“出圈”了。
一些原本对考古并不感冒的观众，就因为想
看看什么是“二次元”文物而走进了展厅。疫
情影响下，博物馆的数字展得到了前所未有
的重视，VR、AR等高科技的使用，让足不出
户看展览成为现实，甚至在清晰度和信息量
上比在现场更胜一筹。这是考古人用最原始
的“手艺活”，与最先进的“数字展”结合，在不
得已中暴露了他们的浪漫与执着，而走心，终
有一天会赢得掌声。

给观众的惊喜还有不少，故宫博物院官
网近些年推出的“数字文物库”“故宫名画记”

“数字多宝阁”等数字产品为文物爱好者们提
供了许多便利。故宫馆藏的珍贵文物以高清
数字影像或高精度的三维形式呈现。全新版
本的“故宫博物院藏品总目”正式上线，全部
186万余件/套院藏文物目录实现实时检索，
满足观众对故宫博物院基本藏品信息的查询
使用需求，进一步完善和充分发挥博物馆的
服务社会功能。

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单霁翔曾透露，故宫
实际展出的藏品仅占全部藏品不足1%。“不是
没有家底，也不是不展示，是苦于没有足够的
空间和条件来展示宝贝。”如今，“云展览”、

“云过年”给公众带来了全新的视听体验，突
破天气、交通、客流量等传统旅游形式的局
限，节省了时间和经济成本，使得游客足不出
户就能拥有“诗和远方”。

告别庚子鼠，牛气满乾坤！牛年的主题是
牛，和牛有关的文物自然也格外受关注。故宫
博物院的“数字文物库”栏目将全新发布15000
件文物影像，并推出“牛主题文物专题”，从已
公布的6万余件院藏文物中甄选出与牛相关
的高清影像，便于观众欣赏和随时查阅。

与牛相关的数字高清影像——— 故宫博物
院官方网站下的“故宫名画记”是中国古代绘
画高清大图鉴赏栏目，主要提供故宫藏中国
古代绘画珍品的高清大图欣赏和多媒体导览
内容。在这些牛文物中，《五牛图》的知名度比
较高，《五牛图》是唐朝韩滉创作的黄麻纸本
设色画，又名《唐韩滉五牛图》，图中的五头牛
从右至左一字排开，各具状貌，姿态互异。一
俯首吃草，一翘首前仰，一回首舐舌，一缓步
前行，一在荆棵蹭痒。据说《五牛图》是乾隆喜
爱的藏品之一，他先后三次为此图作题跋，这
背后有什么故事？节日期间，有着“私人藏画
馆”之称的“故宫名画记”绘画鉴赏栏目也将
针对《五牛图》和新春主题画作进行重点解读
与推荐。

除了故宫，由全国44家文博机构共同策
划的“牛转乾坤——— 辛丑(牛年)新春生肖文物
联展”将于春节期间展出，并在全国50多个博
物馆和公共文化空间同步推出；上海博物馆
近期要办一个关于牛的生肖展，展览将呈现
上博的一件珍贵藏品——— 青铜牺尊；此外，三
峡博物馆、南宁博物馆也都有牛主题文物展，
展览中那些形态各异的牛儿们，可以让观众
追忆起历史岁月、乡土乡愁的那份美好，并期
待在纳福迎祥的佳节喜庆中，鼓足“牛劲”，充
满“牛气”。

““撸撸猫猫””““赏赏牛牛””

故故宫宫云云过过年年，，约约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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