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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百年，致敬青春

诗人王鹏的
“一团火”，
燃起诗颂“五四”热度
文、图：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余枚珠
“在我的领土我的海洋，鲜艳的
红旗，是我无畏的鲜血，猎 猎地 飘
扬；历史不会忘记我的小米加步枪，
历史不会忘记那些刀剑的锋芒，历史
不会忘记你那颤抖的笔写下的只有投
降！”5 月 4 日下午，
“致敬青春，拥
抱新时代——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
年诗歌朗诵品鉴会”在长沙松雅湖畔
的湖南艺术职业学院实验剧场亮相，
开场的这一首《中国梦·龙图腾》让
现场的人们重温“五四运动”的激昂
岁月。
诗歌朗诵品鉴会分“中国梦·龙
图腾”
“爱语情话”
“心间光芒”
“致敬
青春”
“拥抱新时代”五大篇章，
由李兵、
杨召江、王欢、仲杰、刘承博、吕铭、
田百灵、仇韬兀、莫娟娟、吴卫玲、
詹霞等一大批国内诗歌朗诵与文艺界
大咖，以及湖南省艺术职业学院教师
现场激情朗诵，并以歌舞、情景式表演、
灯光影像等舞台表现形式立体演绎诗
人王鹏的一系列诗词作品。
《我愿是君手中茶》
，以古筝伴奏
配以清雅的朗诵，将人带入茶艺的芬
芳与优雅 ；
《天堂里是否也有清明雨》
，
朗诵者杨兵的声情并茂催人泪下；由
国家一级演员、大型歌剧《江姐》主
演吴卫玲和众演员演绎的《绣红旗》
让人重温革命岁月的温情 ；
《让梦想起
航》中激昂的海浪、雄健的表演让人
激情澎湃……现场掌声不断，有观众
表示，此次诗歌品鉴会是一场视听与
心灵歌唱结合的盛宴。
诗 歌 朗 诵品鉴 会后， 一场 研 讨
会 随 即 召开， 来自湖 南 省 文 艺 界、
学术界的专家们聚集一堂，对本次
品鉴会上王鹏的诗歌作品进行专业
点评，与会专家认为，
“王鹏就是一
团火，用诗歌燃烧青春之斗志，用
诗歌铸就时代之精神，给人们带来
浓烈的 艺 术 熏 染和 思想 启迪。” 最
后，王鹏表 示，赞 许既是点赞，更
是抽鞭，他将继续快马加鞭，让自
己扎根泥土，以中华民族绵延不绝
的文化养分滋养自己，创作出更 好
的作品。

湘籍女作家杨丰美献礼祖国华诞

长篇报告文学《先声》
再现伟人青春

大型歌剧《江姐》主演吴卫玲演绎《绣红旗》。

王鹏简介
湖南经视主持人王欢、仲杰朗诵《青春是一道夺目的光芒》。

专家精彩点评：
宋智富（湖南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副主席）：王鹏的
诗细腻而不失磅礴，通俗易懂而不失优美，颂今而不忘
历史。心中有大爱，心中有阳光的人才能写出这样的诗歌。
罗鹿鸣（诗人、湖南省作家协会理事）
：我对王鹏的诗
歌有两大印象，一是颂体，二是诵体，光明、温暖、鼓舞人心。
李兵（朗诵艺术家，著名主持人）：王鹏诗歌，婉约
风格和豪放风格融合得相当漂亮。
刘新华（湖南省委办公厅副巡视员）：王鹏的诗歌是
在为时代、为人民所呼喊，时代需要这样的诗歌，他的
诗做到了与时代同步。
梁尔源（诗人、湖南省诗 歌
学会会长）：王鹏诗歌在湖南可以
说是一枝独秀，立意高、格局大、
情意真、色调暖。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
厅副巡视员、副研究员，
湖南省委宣传系统“五
个一批” 优秀理论人
才第一人选。他打造了
立足湖南、影响全国的
两大文化讲坛“岳麓书
院讲坛”和“湖湘大学
堂”，诗文选粹《爱·
永恒》在 2012 年公开
发行。近年来，王鹏诗
歌精品不断，诗歌《中
国梦 ·龙图腾》 荣获
全国大赛一等奖、
“夏
青杯”朗诵比赛二等奖，
作词的歌曲《拥抱新时
代》 荣 获 2018“ 潇湘
好歌” 银奖。 其作品
在海内外华人世界广为
传播，深受广大读者和
网友喜爱。

扫一扫，看更多精彩瞬间

以女性的诗歌，促女性的觉醒

骆晓戈诗歌朗诵及文学创作交流会长沙举行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余枚珠）
5 月 6 日，在湖南女子学院，一场“骆
晓戈诗歌朗诵及文学创作交流会”在
悠扬的乐声中展开。现场通过音诗画
的形式，由女子学院的学生温情演绎了
《乡村的风》
《农家小姑娘》
《秋树如花》
《异乡的年味》《惦记树林》《一颗星星
飞快地跑回家》等五首骆晓戈诗歌作
品。诗歌朗诵之后，骆晓戈动情地分
享自己在知青下乡时期的生活和以女性
视角进行诗歌创作的灵感来源，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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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将诗放到人生中去读，
“读他人的人
骆晓戈简介：
生对自己的人生有帮助。”
湖南商学院中文系教授，湖南商学院
骆晓戈表 示，文学促使着我们用
女性研究中心主任，湖南女子学院中文系
更加全面、发展的眼光看待社会。而
特聘教授。历任湖南省总工会《主人翁》，
这些年来，女性主义的研究在各位女 《湖南文学》杂志编辑，
《小溪流》杂志社
性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下已经有了很大
主编，已出版的诗集有：
《乡村的风》(1983、
的发展，它不仅仅让缺席的女性重新
1984)、
《鸽子花》(1989)、
《挎空篮子的主
进入人们的视野，更向人们展示了女
妇》(1994)、
《骆晓戈短诗选》，散文随笔
性的理论抱负和文学艺术抱负，也促
集有《母亲手记》(1995)、学术专著有《性
使了更多人能够以女性的角度看文学、 别的追问》，
《女书与楚地妇女》，
《尴尬的
以女性的角度看世界的作品。
温柔》，长篇小说有
《长成一棵树》(1998) 等。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首席记者李立）
4 月 30 日，为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 100 周年，湘籍女作
家杨丰美长篇报告文学《先声》作品研
讨会在长沙举行。
本次作品研讨会旨在献礼这段不朽
的峥嵘历史，献礼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
礼赞青春，讴歌祖国。由中共长沙市委
宣传部指导，湖南省报告文学学会、中
共长沙市委党史研究室、长沙市中共党
史学会、湘潭大学出版社主办，中共长
沙市岳麓区委宣传部、长沙市作家协会
承办，岳麓区作家协会协办。
《先 声》讲述了 100 年前的五四时
期，以毛泽东、蔡和森为代表的爱国青
年们成立新民学会，为救亡图存而奔走
呼号的伟大历程。与会专家学者对《先
声》一书给予了高度的肯定。专家们认
为，青年作家杨丰美在五四运动 100 周
年，留法勤工俭学运动 100 周年这样的
历史节点上走进百年前以毛泽东、蔡和
森为首的这群爱国青年，是对五四精神
很好的阐释与传承。作者没有枯燥地罗
列历史事件，而是融会贯通相关历史资
料，以宏大叙事的手法，将这段历史书
写得自然生动。与此同时，作者以当代
青年的身份深入挖掘了 100 年前的先辈
身上所展现的诸如立志救国，勇于探索；
潜在务实，奋斗不止；立足本国，向外
发展；敢为人先，不怕牺牲；乐于奉献，
敢于担当等精神，使得《先声》一书不
仅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而且有着鲜明
的现实意义。
杨丰美简介：
杨丰美，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
传播学院。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湖
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湖南省报告文学学会
理事，
《湖南报告文学》编辑部主任，长沙
市作家协会报告文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兼
秘书长，岳麓区作家协会会员。毛泽东文
学院第十六期中青年作家研讨班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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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悲伤时请记住》
作者 : 玛吉·凡·艾克（荷）
出版社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出版时间 :2019 年 04 月
定价：42.80 元
这是一个自我拯救的故事，讲述着一
个孤独、悲伤的女孩与自己的负面情绪对
抗的种种经历，以及她从最糟糕的低谷时
期直至恢复的全部细节。这是一本女生心
理健康自救指南。作为 BBC 著名心理健康
专栏作家，她以此写给女生十二堂情绪自
修课，解答焦虑、抑郁、孤独、无助四大
心理难题，以看似不起眼的方法，化解生
活中的焦虑和抑郁情绪。她通过自媒体平
台发起的“最适合哭的公共场所”
“当问
起伤疤由来时该如何有趣回应”等话题引
发读者热情参与，点击量超过 200 万次。

扫 一 扫， 关 注 今
日女报官微并转发此
条赠书微博，即有机
会获赠此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