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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研相长
合力推动诗词研究

10月16日上午，“中华当代
诗词研究中心”揭牌仪式，在山
东师范大学千佛山校区成功举
办。

“中华当代诗词研究中心”，
由山东诗词学会、山东省作家协
会文学理论批评委员会和山东
师范大学文学院主办。是山东省
首家高校当代传统诗词研究机
构。山东诗词学会会长、山东省
原副省长赵润田介绍，中心计划
合作开展的工作，主要包括三个
方面：第一，结集出版大型文献
丛书《山东诗藏》；第二，创办《当
代诗词研究丛刊》；第三，编辑出
版当代诗词集、诗词选，组织不
同形式的诗词研讨会。研究中心
的成立及相关工作的开展，将推
动山东诗词事业的发展上一个
新台阶。

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林峰
表示，研究中心的诞生将为山东
的诗词创作起到理论上的指导
和方向上的引领，可以弥补诗词
学会理论研究的不足，实现“双
轮驱动，两翼齐飞”。山东诗词学
会和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强
强联手，将在推动传统诗词走进
大学校园上发挥重要作用。

随后，召开了“蒿峰诗词创
作研讨会”。与会专家对山东诗
词学会常务副会长、著名诗人蒿
峰的作品，进行了研讨点评。大
家对蒿峰诗词创作延续杜少陵、白
乐山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给予高
度评价。中央文史研究馆中华诗词
研究院学术部副主任莫真宝认为，
蒿峰诗词创作继承了中国诗词现
实关怀、史学意识和情感抒发三个
传统。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宋遂良
教授认为，蒿峰诗词有坚持当代、
坚持审美、坚持诗性和文学性的特
点，是一位睿智的、清醒的、有探索
精神的诗人。

联动作协、高校等各方资源
成立研究中心，进行重点作品研
讨，是山东诗词学会推动当代诗
词理论研究的“高阶版本”。同时针
对初级大众作者的普及推广，诗词
学会同样对策有方，行之有道。

山东诗词学会在与县(市、
区)和企业开展合作中，把培训
放在首位。“我们编订了专门的
教案以及课件，对入门作者进行
系统讲座，每场讲座不低于15个
学时。先后邀请到钟振振、林峰、
杨逸明等著名诗词研究专家来
为山东的诗词创作者们授课，效
果非常显著。对申请入会的新会
员，在审查把关通过后，先进行
培训，还要答题验收学习效果，
合格后再发证。”山东诗词学会
副会长兼秘书长孙义福介绍。

同时，赵润田会长也带头到
各地去讲课，极大激发了地方学
员的学习热情。各个县区参加学
习的人员多则三四百人，少的有
百余人。其中有机关的领导干

部、文化站工作人员，也有中小
学教师、作家协会会员、诗词学
会会员，还有一些自发而来的诗
词爱好者，在传授知识中共享诗
词魅力。

经过几年的努力，山东诗词
创作水准日渐提升。尤其在一些
群众性诗词活动开展较好的地
区，比如烟台、聊城等地，出现了
优秀诗人“扎堆”的现象。

另外，学会会刊《历山诗苑》
也迎来了全新的发展。诗词学会
副会长布凤华说：“换届后，我们
对《历山诗苑》进行了改版、扩
版，增设了栏目，加大了投入，提
出了争创全国一流刊物的奋斗
目标。为提高稿源质量，对稿酬
标准也进行了提升。同时，提高
编辑水平和用稿质量。刊物立足
全省，面向全国，开辟好的稿源。
组织评选年度优秀作品、优秀编
辑，推介优质稿件。通过《历山诗
苑》这个阵地，把我省的优秀作
品展示出来，又把省外的精品佳
作介绍给我省广大诗友，充分发
挥桥梁纽带的作用，助力我省诗
词队伍的发展壮大，多出好作
品，培养优秀诗人。”

踵事增华
持续壮大诗人队伍

省城济南东部，穿过一道狭
长的通道，山东诗词学会就坐落
在一栋建筑的五楼之上。窗明几
净，静谧雅致，令到访者也跟着
心境宽敞。

副会长兼秘书长孙义福介
绍，山东诗词学会成立于1984年
国庆节前夕，是全国第一个省级
诗词学会。当时，全国政协主席
邓颖超到山东，转达了周恩来总
理要恢复孔子历史地位、弘扬传
统文化的遗愿。时任中共山东省
委书记苏毅然同志非常重视，立
即召开会议研究决定组建“历山
诗社”。归省委宣传部主管，由财
政每年拨款10万元作为工作经
费。后诗社迁往山东省政协，更
名为“山东诗词学会”，至今已历

37年。
2019年4月，学会第四次会

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以赵润田
为会长的第四届领导班子。设有
五位副会长，两位顾问，七位副秘
书长，专兼职工作人员11名。

如今，山东诗词学会下设有
创作部、学术部、诗教部、合作部
等6个内设机构，同时还设有省
直分会、诗书画研究院、散曲和
诗歌吟诵专业委员会。全省16市
诗词学会为团体会员，以及41个
企业理事单位，共同构成了一个
运转有序的团体。经过不断拓
展，目前省诗词学会拥有会员近
1 5 0 0 人，各市学会共计会员
17000余人，县级以下的各类诗
词创作组织，总会员约十万人。

如此庞大的创作群体，需要
制定多样化的措施来激发创作
潜能。常务副会长蒿峰认为，创
作群体如同广阔的平原，也要有
让人看得到的“高山”。于是，
2019年学会委托第三方机构，通
过“盲评阅卷”的方式，遴选了30
位“山东首届优秀诗人”，并将其
作品编撰成册。今年第二批优秀
诗人41人也已评选完成。

有步骤、有重点、有梯度地
发掘诗词人才，壮大创作队伍，
也让山东诗词整体的创作发展
呈现繁盛之势。蒿峰表示，自
2019年以来，山东诗词学会在
实践摸索中，总结了新的发展
经验，其中包括加强诗词研究、
普及诗词教育、抓好阵地建设、
丰富交流活动、强化组织保证等
等。这些措施贴合实际，富有实效，
凸显了学会组织在文化事业发展
中的难以替代的作用。

精心运营
倾力繁荣诗词创作

谈及“山东经验”，山东诗词
学会副秘书长、合作部部长郭秀
生感同身受：“所有的经验，都是
干出来的。”

作为合作部负责人，郭秀生
的主要工作是对外联系，寻求合

作。郭秀生介绍，学会对会员只
收每年50元会费，加上有限的财
政拨款，正常维持学会的内刊出
版运转都不容易，要想真正扎根
基层，扩大影响就更不容易。

于是，山东诗词学会想了很
多方式来进行运营。比如与县区
签订合作协议，进行针对性的

“六个一”诗词文化服务。其中包括
一场培训、一场采风、一次征文、一
本汇编、一次宣介以及《山东诗藏》
的整理等。这“六个一”兼顾到了诗
词文化的方方面面，既有授课又
有创作，既有近景又有远图，取得
了良好效果。两年来，已经有30
多个县区与山东诗词学会签订
了协议，其中有20多个县(市、区)
已开展了相关工作。

孙义福表示：“走到基层去
才发现，群众对诗词文化的需求
是巨大的。整理山东的诗词资
料，也非常有必要。这也是盘点
文化家底的重要办法。比如临清
市在编写《山东诗藏》临清卷时，
就梳理出很多县志上都找不到
的新资料，对地方史志研究也很
有益处。”

此外，诗词学会还与山东省
土地发展集团联合建立了“山东
大地诗词乡村振兴基金”，为诗词
事业提供了长久保障。并与众多
企业合作，助力企业文化提升。

除了与政府和企业的紧密
合作，山东诗词学会还在主题创
作组织上下足了功夫。自2019年
以来，围绕国庆70周年、全民抗
疫、建党百年等重要事件，诗词
学会和有关单位合作开展了一
系列活动。涵盖诗词征文及评
奖、吟诵、采风、晚会、书画展等
方面，让诗词实现了“跨界破
圈”，并承载了更多主题。

“当代诗词创作要保持生命
力，必须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
近群众，要跟上时代节拍，多发
时代新声。歌颂祖国河山、助力
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弘扬爱国
爱党精神，都成为了我们的创作
主题。国庆70周年征文，收到作
品1600多首。抗疫征文一个月就

达20000多首。另外我们还身体
力行，参与了扶贫攻坚，对德州
禹城20户贫困户进行了结对帮
扶。”孙义福说。

由于各方面的突出表现，山
东诗词学会荣获“中国社会组织
评估5A等级称号”等各项荣誉，
将诗词做出了“文章”。

展望未来
山东诗词代有新篇

“诗词只是古老，并非陈旧。
格律也不全是限制，在新的意象
之下，完全可以有全新的演绎。”
山东诗词学会副秘书长兼创作
部部长林建华表示。

曾经在农业系统工作多年
的林建华，在其作品集《咏絮集》
中，存留了大量关于脱贫、小康
之类题材的吟咏，他将其称作在
诗词海洋中“学习游泳的轨迹”。

的确，诗词海洋之大之深，
很容易让人产生敬畏之心。但山
东诗词学会的很多人，仍旧秉持
着“入世有为”的心态，力求让这
宝贵的传统文化艺术，在当代再
现光华。

“不同的时代，人们的审美
情趣也不同。诗词要反映时代重
大事件，同时在日常生活中，人
们也离不开它。作为一个中国
人，从小背诵唐诗宋词，是我们
人生的必修课。熟读唐诗三百
首，不会写诗也会吟，只要掌握
了平仄等基本规律，就可以上手
入门，一点点提高鉴赏写作水
平。不管最后到什么程度，都会
给生活增添很多情趣。”孙义福
说。

孙义福结合自己的创作体
验，谈了一些写诗的窍门。他说，
写诗未必要字字珠玑，重在取法
自然。生活中感人的一瞬，能够
记录下来，便有可能成为生动活
泼的好诗。

为了扩大诗词的影响力，山
东诗词学会着力推动诗教“六
进”，即进学校、进机关、进企业、
进农村、进社区、进景区。以此举
来促进基层诗词人才的成长，同
时也为山东诗词骨干的培养和
队伍的壮大积蓄了后备力量。

副会长布凤华表示，近年来
各个层面对于诗词的重视，比如

“中国诗词大会”“经典咏流传”等
一些创新的节目，也很好地助推了
诗词文化的复兴。比如日照的一些
学校，就把诗词培育成教学特色。
另外，有意向创建“诗词之乡”的
地区越来越多，这也会成为下一
步诗词事业发展的利好。

孙义福表示，目前诗词创作
队伍中年龄跨度很大，既有90多
岁的老翁，也有10多岁的中小学
生。整体上看，60后、70后是中坚，
80后、90后，甚至00后爱好者众多，
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说明诗词新
生力量正在不断壮大，也给予了我
们的工作以很大的信心。

“我们希望凭借自己的努力，
让山东诗词的整体水平，与山东
人口大省、文化大省、诗词大省的
地位相匹配，为新时代现代化强
省建设贡献力量。”孙义福说。

以诗情激荡时代潮声，山东诗词学会：

让山东诗词代有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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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数千年来，诗词曾经标注过古典文学气象的高度，也成为中华历史精神代代传诵不息的优质载体。山东作为文化大省，，在诗词领域同样名

家辈出，佳作频传。而其诗情郁茂，文风蔚胜，延宕至今。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时代的发展，让传统诗词拥有了更广阔的视界和全新的命题。近年来，在山东东诗词学会的着力推动

下，山东的诗词事业不断创新、别开生面，在创作研究、活动组织、持续发展等诸多方面，找到了新办法和新路径。

▲山东诗词学会深入诗词创作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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