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 Addresses of Avant-Garde Poetry Forums 先锋诗歌论坛

1) http://tw.netsh.com/eden/bbs/709988/ 东北亚诗歌论坛 (版主
版主：阿西
宋迪
版主
非 梅花落 泽婴 杨勇 杨拓 杨旭 杨铮 杨刺)
2) http://tw.netsh.com/eden/bbs/705791/ 诗三明 (版主
版主：昌政
沈河 斯平 卢辉
版主
萧春雷, 值班版主：陈小三 高漳 南方 兰雪 马兆印 叶逢平 下雨的樟树
张广福)
3) http://bj2.netsh.com/bbs/91181/ 唐论坛（值
唐论坛 值班：马非 徐江 伊沙 黄海 朱
剑）
4) http://tw.netsh.com/bbs/716717/ 在路上诗歌论坛 （斑竹
斑竹:
斑竹:吴非,指间沙
(副),仪(副),心理零度(副),雅茜文(副),泥人：(副),愚粟(副),|清水
|(副)）
5) http://tw.netsh.com/eden/bbs/703920/tree_index.html 中国丐文学（斑竹
中国丐文学 斑竹:
斑竹:
李向阳，潇湘剑）
6) http://tw.netsh.com/eden/bbs/716748/ 中华雪耻论坛 （斑竹
斑竹:潇湘剑,陆柯
斑竹
(副),湘西刀客(副),荐轩辕(副),袁硕士(副),袁硕望(副),欧阳疯(副),
红军精神万岁(副),白衣相(副)）
7) http://tw.netsh.com/eden/bbs/713969/ 工人诗歌联盟 （斑竹
斑竹:绳子；由
斑竹
于，一兵，吴季，郝茂军）
8) http://tw.netsh.com/eden/bbs/708799/ 野公子 （斑竹
斑竹:潮音）
斑竹
主持：王也、佛之
9) http://tw.netsh.com/eden/bbs/703976/ 80 后诗坛观察 （主持
主持
鱼、林溪、八零、聆听 金牌批评
金牌批评：聆听 云中帆 吻过你的梦 周平庸
八零）and 网刊。
10) http://bj.netsh.com/bbs/80584/ 第三说诗歌论坛 （原名 甜卡车；斑竹
甜卡车 斑竹:康
斑竹
城；历任斑竹
历任斑竹：
历任斑竹：安琪，燕窝，唐兴玲，辛泊平，冰儿; 驻坛诗人：
驻坛诗人：余
怒，李德武，格式，刘泽球，周斌，蒋振宇，潘友强，朱佳发，老
皮，黑枣，江浩，赵思运，向卫国，胡亮，周薇，西北龙）Also,听安
集 blog dedicated to the poet 安琪.
11) http://sh.netsh.com/bbs/19481/ 诗参考 论坛 （斑
斑主：中岛）
12) http://my.clubhi.com/fcgi-bin/listboard.fcgi?bookname=660856 诗家园论坛
（站
站长、主编： 章治萍 ，副站
副站长
副站长： 老剑（常务） 严迪 任少云，
本季版主:
本季版主:大雁 陆华军 舒藤 万川 笔尖）
and http://www.gxnc.com/com/yplmu/ 诗家园主业
13) http://tw.netsh.com/eden/bbs/715813/ 诗歌资料馆信息发布 （消息区
消息区值
消息区值
班：世中人 史俊俊）and 论坛
14) http://my.clubhi.com/bbs/661421/ 野外论坛 （野外同人
野外同人：
野外同人：胡人 楼河 江离
飞廉 炭马 古荡）
15)http://hk.netsh.com/eden/bbs/131/ 存在诗歌论坛 (New forum for 非非)
非非
（论坛
论坛版主
蒋蓝 朱杰 刘泽球 华未眠 谢银恩 曾令勇 吴新川
论坛版主：陶春
版主
梁珩；存在
存在论坛驻坛诗
蒋蓝 袁勇 马永波 白郎 孙文涛 梁珩 吴
存在论坛驻坛诗人
论坛驻坛诗人：蒋
新川 谢银恩 刘泽球 发星 陶春 小海 朱杰 大名 李莽 蝼冢 曾蒙 韦
源 邹赴晓 蒋振宇 海上 哑石 曾令勇 史幼波 胡马 野愁 人与 徐廷
陈建 阿翔 郑小琼 楚楚 狂虻 长岛 李龙炳 杨春光 艾晓琳 陈蔚 王

刚 俞昌雄 果河子 王梦灵 施工 庞清明 林童 乾坤 碧青 幽兰 李浔
黔中客 张选虹 三原 张玉明 张建新 老英在野 苏扬 陈洪金 张卫东
李拜天 陈代云 高岭 凸凹 田一坡 华未眠 洛风 白洞 屠夫 梦呓 青
弦 边建松 未了 焦虎三 南北 JOJO 温暖的石头 乜刁 野城 静庐听雨
张哮 张伦 徐慢 丁成 童子 可可西 西边雨 刘恺恩 欧隆痴 胡应鹏
白鹤林 孤独黑 莫卧儿 竹露滴清响 霜林晚）
16) http://hk.netsh.com/bbs/460/ 泛我 诗歌论坛（斑竹
诗歌论坛 斑竹:
斑竹:王楚,柳坤(副),无雨
(副),纳森(副),值班 MM(副),唐凸(副),铁蛋(副),上帝的拇指(副),我
爱海神(副),消除(副)
17) http://tw.netsh.com/eden/bbs/716583/ 垮掉诗歌（斑竹
蔡子；驻
驻
垮掉诗歌 斑竹：日久
斑竹
站：王一 恶之华 王也 余毒 无花 吴非 诗狗人 乔书彦 郭密林 江耶
李浔 封志良 荒地 沈秋寒 暗暗 血色浪子 鱼鳞鱼鳞 疯子安 西早冰
紫 红色的红 池沫树 书天人 旗烈 普格 吴兰保 桂林清泉 柏松 蓝色
冰独 天舒龙熙 单行道 菟丝 八爪 天山雪莲花 木默 绛雪 在人间 林
西 慢三 渔火 邰江 青铜 林忠成 小刀 袁蛟 郭杰 一空 主父 飞侠虫
子 罟兮兮 陈锐 拾荒者 七玄鹿仙 红居 王柳峰 程世农 方惘燃 谢灵
儿 汪抒 西子西子 对酒当歌 阿角 任明炀 郭伟 流黑 十一 王鹏 色
彩的夜 和慧平 刁小虫 野灵 木鱼 何山川 故叟 林道 阳明明 唐凸
怪年 沉戈 牧子 黎阳 鬼老大 黄王珏觉 老魈 好重）and 网刊。
网刊
主人：
18) http://tw.netsh.com/eden/bbs/716172/ 无聊派论坛 （主人
主人：牧野，空空
道人；结
结盟组织:撒娇派
荒诞派 不解诗群 非非主义
组织
非非主义 橡皮 物主义 新
死亡诗派 垃圾派 垃圾运动 第三条道路 零度写作 自由平民 后现代
主义 新意象主义 新古典主义 新现实主义 完整主义 新结构主义 新
现代主义 结构主义 解构主义 新解构主义 大路诗歌）
19) http://tw.netsh.com/bbs/711716/ 荒诞基地（版主
荒诞基地 版主:
版主: 飞 沙； 值班版主：
班版主：
林忠成 武靖东 阿也 毕立格；驻坛
驻坛蛋人
驻坛蛋人：
蛋人：武靖东 散心 西北龙 毕
立格 阿也 小云 吴警兵 邢昊 李英昌 吕煊 石化 十品 阿宝
下雨的樟树 何山川 木子髯 秦风 林忠成 竹剑飞 飞沙）
20) http://sh.netsh.com/bbs/18432/ 汉语诗歌资料馆（馆长
雨竹；
汉语诗歌资料馆 馆长：世中人
馆长
值班：史俊俊 子石）
21) http://www.sydao.net/fourm/bbs.asp?id=guxiang 故乡 诗歌节场（版主
诗歌节场 版主：
版主：
游子衿 鲁西西 世 宾 范小雅）and 一刀网刊。
一刀网刊
22) http://www.sydao.net/fourm/bbs.asp?id=houlai 后来论坛（总
程增
后来论坛 总版主：
版主
寿 三缺浪人 余辜 评论者
评论者： 陈培浩 黄春龙 驻站诗人： 海魂 游子
衿 温志峰 老剑 旗烈 涂灵 风信子 谢玄 南村子 KINGSAM 水草丰美
假如种子不死 胡子 陈剑州 静湖）
23) http://bj3.netsh.com/bbs/118332/ 诗中国论坛（站
诗中国论坛 站长：爱若干[艾若] 斑
竹：曹喜蛙 佟声 海妖 迷 风中百合 雨山 驻站诗人：叶匡政 浪上行
云 撕开灵魂 天蝎蝴蝶 孟祥忠 张玉明 世中人 华晓春 王豪鸣 宋峻
梁 乐思蜀 小海 玄鱼 皓臻 天岚 海燕 LIZI 任知 冷眼 娱雩 韩歆
天乐 红松 梁震 没劲 白帆 乖 天雄 阿弟 亦来）and 网刊 。
24) http://bj3.netsh.com/bbs/118534/ 嘴唇论坛（
版主：
嘴唇论坛（新古典主义）
新古典主义）（版主
版主：韩
歆 值班斑竹：
班斑竹：马茹子）and 网刊。
网刊
25) http://cq.netsh.com/eden/bbs/750413/ 诗歌蓝本（斑竹
诗歌蓝本 斑竹:诗歌蓝本）
斑竹

26) http://old1.netsh.com/bbs/9598/ 中间论坛（驻坛诗人
中间论坛 驻坛诗人 小说家：
小说家：育邦 林苑
中 李樯 朱庆和）
27) http://bj3.netsh.com/bbs/121089/ 个 诗歌论坛 （版主
版主：任知
魏风华 驻
版主
站：徐江 宋晓贤 李伟 陈云虎 马非 君儿 朱剑 东岳 张海峰 马知遥
张敏华 辛泊平 马海轶 鲁布革 姚风 冷眼 楚斯 游离 金轲 杜撰 独
孤九 人面鱼 叠水 君临 奂孚 封原 康蚂 麻六 王彦明 王有尾 发小
寻 原委 “个”诗丛：
诗丛 徐江/杂事与花火 任知/独一无二 君儿/无
人）and 网刊。
网刊
28) http://tw.netsh.com/eden/bbs/711730/ 诗理论论坛（驻
诗理论论坛 驻站理论
站理论家：阿翔，
苍耳，梦亦非，沈奇，任知，宋子刚，席云舒，老刀）
and http://shililun.go2.icpcn.com/ 理论网刊
29) http://bj.netsh.com/bbs/84310/ 纯文学（董事
纯文学 董事长
董事长：秋秋·太子 总经理
总经理:
刘春·眉红·陈代云）
since ‘01）
30) http://bj2.netsh.com/bbs/94399/ A 诗歌论坛（inactive
诗歌论坛
31) http://www.yecao.net/qbbs/list.asp?BoardID=496 当代唯美诗 歌论 坛 （版
版
主：方惘燃 值 班斑竹：林雪
香儿 沈秋寒 佛之鱼 欧阳鹏 飞 ）
班斑竹
32)http://bj.netsh.com/bbs/63000/ 魔鬼诗典（斑竹
驻站诗人：天
魔鬼诗典 斑竹：王豪鸣
斑竹
乐 爱若 韩歆 翩翩少年狼 百合 山里弟 宋尾 余北门 巫女琴丝 墓草
梁震 红松 缪克 西安野狼 独狼 何刀 雨荷 琵琶舟 紫罂 木头老兄
莳花人 舒翼 海妖 阿弟 广西松子 谷谷苗 苦涩的心 林子 欧阳鹏飞
灰尘时代 子洋 散心 可风 没劲 天雄 贱人 花在水边 云中君 浪上行
云 野川 夜雪飞冰 明霞 建明 湖瞰 独立苍茫 吾同树）
值班斑竹：
邹
33)http://sh.netsh.com/bbs/22013/ 乡土诗 论坛（版主
论坛 版主;可风
版主
班斑竹
晓慧 可晓 岩树 一群农
一群农民：碎 烟鬼 乔书彦 梅洁 李文龙 孙志军 商
三官 九天伊马 荒地 桅星 冷若秋水 莫问天心 童子 周木）
34) http://tw.netsh.com/eden/bbs/703567/ 深呼吸（8
深呼吸 8 月值班版主 一蓑烟雨
水水鱼 周刊 叶子 技术 吴迪）
35) http://bj3.netsh.com/bbs/124961/ 新文化论坛（版主
新文化论坛 版主：
版主：张祈）
36) http://my.clubhi.com/bbs/660766/ 诗歌杂志
37) http://my.clubhi.com/bbs/661131/ 守望 诗歌论坛（inactive
since
诗歌论坛
12/2003）
38) http://bj3.netsh.com/bbs/114513/ 巫女琴丝的马桶 诗歌论坛（版
诗歌论坛 版主：巫女
琴丝）
39) http://bj2.netsh.com/bbs/79271/ 诗选刊活动论坛
赵丽华 宋
诗选刊活动论坛（版主
活动论坛 版主:郁葱
版主
峻梁 特约值班
约值班：孟醒石 可风 汪峰 罗箫 东篱 赵思运 姜绍华 张玉
明 李满强 雪野 刘歌）and 网刊。
40) http://bj2.netsh.com/bbs/94945/ 先锋实验诗坛（站
先锋实验诗坛 站长：没劲 斑竹：
斑竹：爱若
干 佟声）
41) http://sh.netsh.com/bbs/21399/ 解放文学联盟
解放文学联盟
42) http://sh.netsh.com/bbs/24428/ 小村在线 诗歌论坛
43) http://sh.netsh.com/bbs/19424/ 极光 诗 歌论 坛 （斑竹
斑竹：
斑竹 严 冬 谭 延桐 马
知遥 同仁：雪 松 曹国英 芦苇泉 长 征 王夫刚 路 也 柏明文 马 累 薛
舟 小二黑 雒武 沉默的石头 史质 水母 高不低 王德伟）and 网刊。

44) http://my.ziqu.com/bbs/665597/ 诗人公社论坛（网站总监
诗人公社论坛 网站总监：独君·凉左
网站总监
驻站版主：粥样
朱枫 星草 聆听 古剑 杨选兴 小刚 李浔 中雨 流浪
驻站版主
人 寒溪幽兰 网站主要同仁:独君凉左、泊士、阳阳、粥样、蓝战士、
网站主要同仁
星草、遗墨、三米深、鲜娅、月牙儿、阎逸、朱枫、付业兴、佛龛、
岩树、聆听、唐恒、石侃、燕子、张之、高文、红居、洛风、离原、
王彦明、马强、卢辉、边缘的影子、笑芳年、陈恩惠、古剑、钟茂
豪、枫子、琬琦、胡志松、周木、杨柳岸南、孙子兵、李行、李文
博 、雪域、赖杨刚、马小强、东篱、高玉磊、姚园、酉水、游鱼、王
楚、鬼狼、某人、楚楚、我是木易、小邪、徐有成、清澈湖、庞华、
钟世华、草民的狂欢、 皓臻 、大路朝天、江玉郎、铁心、净狮子、
吴东升、阿侠、小刚、辽宁张后、乐思蜀、杨选兴、夜边、悠悠我
心、馨怡轻舞、林雨、邓诗鸿、白采水、 子夜 、龚咏雨、舟山樵、
华晓春、zimu、张树生、远观、渔非鱼、晓曲、雪柔、李浔、中雨、
流浪人、寒溪幽兰、巨蟹小虫）
45) http://sh.netsh.com/bbs/22206/ 琴泉文学选稿论坛（版主
布
琴泉文学选稿论坛 版主：野川
版主
衣 佛之鱼）
46) http://sh.netsh.com/bbs/23043/ 诗天下（站
诗天下 站长:孔小尼 站务:宋飞
版主:林西
一凡）
版主
47) http://bj2.netsh.com/bbs/94024/ 紫棟树 下（版主
版主:
版主 紫衣侠 驻坛诗人
驻坛诗人： 小
海 刘翔 李明月（mm) 五木 叶如眉(mm) 张健 由于 子洋 陆华军 冉
仲景 林童 王志国 老飞鱼 琳子（mm）马铃薯兄弟 果子（mm）齐凤池
雨波(美) 吴兵 言笑 马永波 冬游（mm) 方舟 杨通 朱子庆 车前子）
48) http://sh.netsh.com/bbs/17886/ 侯门 诗歌论坛 （驻
驻站： 在线流浪 雪在歌
唱 北极熊）
49) http://tw.netsh.com/eden/bbs/704146/ 酒鬼诗歌论坛 （酒屋主人
酒屋主人：
酒屋主人：拾荒者
邰江；圆桌酒鬼
圆桌酒鬼：查连金
庞飞 邰通华 吴英文 班方智 宋尧舜 舒彩前 张
圆桌酒鬼
达 代毅 吴自由 林安贤 欧智忠 付先锐 向顺 王玉坤 陈廷富 杨国恒 杨开
评 灵风 许礼荣 袁蛟 血色浪子 吻过你的梦 佛之鱼 柳坤 绿柳枫 远观 陆
柯 李浔 铁蛋 旗烈 静庐听雨 大路朝天 对酒当歌）
50) http://my.ziqu.com/bbs/665604/ 唐山石竹花女子诗社/天
唐山石竹花女子诗社 天性花园论坛（论
性花园论坛 论
坛主持：碧清；管理版主
管理版主：
诗社发起
坛主持
管理版主：江南 高文 非非 幽兰 周建歧；诗
人：碧清 白雪 张玉洁 刘秀珍 王建华 李彦君 刘桂敏；女
女诗人: 丽
人 幽兰 粱竞艳 王蓉辉 赵骥 姚园 白沙 黄芳 李明月 丁小琪 腾月
飞儿 青鸟 栀枝花 风荷 泉水 紫衣 红袖添香 然子）
51) http://www.zhgshw.cn/bbs/list.asp?BoardID=1 《中国诗人》
中国诗人》杂志论坛
（主
主编：罗继仁 魏胜吉(执行) 版主:
版主 罗继仁）

II. Low Poetry Movement 低诗歌运动 Forums

1) http://bj.netsh.com/bbs/80312/ 《原创性诗歌写作》《
原创性诗歌写作》《垃圾运动
》《垃圾运动》
垃圾运动》共同论
坛（论坛
论坛主持
论坛主持:
主持 凡斯 典裘沽酒 花枪 小蝶 小桥 野狼 技术: 兮兮 南
渡《
《原创性写作》
性写作》成员:|凡斯|丁伊目|一空|典裘沽酒|余毒|兮兮|人面
鱼|花枪|小桥|蓝蝴蝶紫丁香|张玉明|散心|李异|王顺健|汪峰|陈傻子|
辛酉|训练小猪天上飞|李江华|管上|大头鸭鸭|莫小邪|雷炎|金轲|迢迢
|消除|小蝶|野狼|山东傻蛋|老德|龙俊|骜羽|大草|婴儿|丁典|云南泉
溪|默默|庄佳人|黄土|雷琼|西部快枪）
2) http://hk.netsh.com/eden/bbs/6209/ 俗世此在主义 （流派
流派创 始人：武靖东
始人
中国此在主义 诗 派共建者：
共建者 毕 立格 邢昊 陈 宏 田力 月牙儿 师 永涛 李学
海 何均 竹剑 飞 张 尹 王彦明 张 金 雪鹰 缪 力士 吴东 升 梅依然 孤单 一
夜 李笙歌 长 征正中 巴彦卡尼达 紫衣.紫衣 武靖东 历届此行诗
届此行诗刊主
编：武靖东 邢昊 毕立格 孙颖 陈宏 李学海 副主编
副主编：路男 王彦明
驻站诗人：飞沙 格式 晓波 邵勇 罗亮 白沙 紫衣 马知遥 孙慧峰 汪
抒 黔中客 温暖的石头 姜绍华 陈人华 小烟小烟 苏菲菲 李晓泉 笨伯
车客 竹露滴清响 黎杰 野狼 冈居木 张世明 钟世华 仁兄 野愁 衣水
山东傻蛋 红居 北淇 赵天一 仁兄 雪域 袁伟 林忠成 舟山樵
刘大程 恋紫幽林 果河子 小王子 某人 天岚 胥勋和 欧阳白 田子威
武羊 泥文 古剑 林忠成 吴耀文 门外木 李跃平 方惘燃 漠北 夜也 远
观 三色堇 冬箫 佛手 溪杨 剑熔 下雨的樟树 童子 蓝色冰独 寿州高
峰 云南陈家洛 王桀 钟世华 色彩的夜 红居 石化 何山川 吴华 劉大
程 笑芳年 张守刚 剑熔 谢流石 冬箫 李晓泉 码头水鬼）
3) http://my.ziqu.com/fcgi-bin/listboard.fcgi?bookname=665475 军火库
4) http://my.clubhi.com/bbs/661473/ 北京评论文学网 中国垃圾派大本营
（斑竹
斑竹 皮旦 常务值班斑竹
务值班斑竹 管党生 值班斑竹 李磊|小月亮|余毒|徐乡
愁|蓝蝴蝶紫丁香 北评人物排行榜（四）
管党生|皮旦|李磊|小月亮|
人物排行榜
郭杰|阳明明|蓝蝴蝶紫丁香|徐乡愁|塞纳河左岸|李霞）and 网刊。
5) http://my.ziqu.com/bbs/665500/ 垃圾运动论坛（发
] 版主|先疯
垃圾运动论坛 发起人|凡斯]
起人
版主
流氓 值日|丁目|一空|小王子|雷琼|消除|春天|李长笑|野狼|管上|典
裘沽酒）
6) http://tw.netsh.com/eden/bbs/713330/ 低诗歌论坛（论坛
花枪 丁
低诗歌论坛 论坛主持
论坛主持：
主持
目 先疯流氓 管上 温永琪 小王子 王楚 消除 春子 林忠成 李三笑 红
居 杜撰）and 网刊。
7) http://hk.netsh.com/eden/bbs/2601/tree_index.html 中国低诗潮论坛（版
中国低诗潮论坛 版
主：张嘉谚、丁友星、典裘沽酒）
非诗论坛 常务版主→李侠
版主
雷子 曹
8) http://cq.netsh.com/eden/bbs/744110/ 非诗论坛（常
野峰 值班→翩然落梅 竹风扫影 方圆 古吉 甲基苯丙安 点金士→老船
点金士
老英在野 李尚朝 诤谏客
诤谏客→徐达 小蝶 阳明明 非诗者→李磊 老枪 管
上 汉上刘歌 宋易 汪涛 弹指花落 于亮 陈爵灵 九个头的鸟 丛林兔子
桃子 莫如能）

9) http://cq.netsh.com/eden/bbs/748729/tree_index.html 反饰战士诗文集 ***
（顾问
顾问：黄翔，冯长乐）
顾问
10) http://my.ziqu.com/bbs/665775/ 中国平民诗歌论坛（管理版主
中国平民诗歌论坛 管理版主：
管理版主：燮克 洛
风 授权版主：
版主：大路朝天 水笔仔 白衣 乐思蜀 朱枫 伊克昭 克里木特
吴东升 闽北阿秀 徐檄文 离原 温永琪 路顺 管上 雷子）and 网刊。
11) http://my.ziqu.com/bbs/665711/ 赶路论坛（版
赶路论坛 版 主: 任意好 肖雨 三个 A
庞华 如风 陈坚盈 张后 水笔仔 张建新）
12) http://www.dstdl.com/ 第三条道路 首页 with 论坛 （站务管理：林
站务管理
童
庞清明 ）
13) http://hk.netsh.com/eden/bbs/380/tree_index.html 民间说唱 论坛（管上
论坛
野狼 凡斯 丁目 etc）
14) http://tw.netsh.com/eden/bbs/717425/ 自由平民论坛（自
自由平民论坛 自由诗人：李三
笑、伟力、东艺、小蝶、小尘、小王子、丁小琪、华林、彭澍、一空、
红居、刀歹、消除、光头、古北、沉戈、旗烈、周海明、欧阳疯、何山
川、识时务者
15) http://tw.netsh.com/eden/bbs/711023/ 21C 汉语文学大革命 论坛（斑竹
论坛 斑竹:阳
斑竹
明明,郭伟(副)）
16) http://sanzhong.shishi.com.cn/dai/bbs/list.asp?BoardID=4 中西诗歌论坛
（版主
版主:
版主 温远辉 姚 风 驻站: 卢卫平 黄礼孩 李以亮 汪白 老刀 凌
谷 李小洛 吾同树 贺绫声
17) http://my.ziqu.com/bbs/665228/ 白白诗歌论坛 （特邀
特邀执
特邀执行版主：
行版主：王也 普
路托 刀歹 驻站诗人：杨春光 大草 西楚 王若冰 张敏华 王征珂 仲彦
见闻 阎逸 厐清明 云南泉溪 南蛮玉 江耶 沈河 黄小名 三米深 苏梦
人 李尚朝 山叶 张坚 盘子 蓝杜鹃 失意 风尘之恋 雷杰龙 阿博 采耳
阿边 白沙 西北龙 朱枫 庞华 王也 清澈湖 哥舒白 溪杨 邓诗鸿 马
梦 继书 虫儿 普路托 笛开 野城 胡越 静庐听雨 风过之痕 徐
燕 张庆超 普路托 刀歹 渭波 夜也 笑言）
18) http://tw.netsh.com/eden/bbs/710743/tree_index.html 单翼诗源部洛（斑竹
单翼诗源部洛 斑竹:
斑竹
中雨,齐凤池(副),蒙山居士(副),素蝶(副),中原(副),黛眉(副),涂灵
(副)）
19) http://tw.netsh.com/eden/bbs/713969/ 工人诗歌联盟（斑竹
工人诗歌联盟 斑竹:绳子,由于
斑竹
(副),一兵(副),郝茂军(副),吴季(副)）
20)http://tw.netsh.com/eden/bbs/703976/ 80 后诗坛观察（主持
后诗坛观察 主持：王也、佛之
主持
鱼、林溪、八零、聆听 金牌批评
金牌批评：聆听 云中帆 吻过你的梦 周平庸
八零 实力先锋
力先锋： 鲁冰 马各 谷雨 旋覆 韩放 落乔 或者 水衣 辛酉
余兮 玉生 荒地 羽茗 恶之华 叠水 李文博 谜 发小寻 吻过你的梦 东
跃桦 子夜 吴勇聪 蓝石禾 袁蛟 风若吹 黄晓强 苏小乞 一童 云中帆
单行道 严家富 林溪 蛮荒之海 唐纳 雨山 鲁冰 马各 蛮荒之海 王圣
郑小琼 钟茂豪 海秋雨子 张伟 马小强 黄春红 吴穷 周平庸 李进 南
齐饿鬼 八零 刘脏 黄东 春树 口猪 林桦 码头水鬼 缎轻轻 灵风 蓝色
冰独 Wangzii 佛之鱼 南方狼 梁晶 山上石 白木 小邪 聆听 黑人 张
尹 志良 陌上 郑小琼 春树 云中帆 林桦）and 网刊。
21)http://www.road3rd.com/ 第三条道路文学网 （站
站长：谯达摩 副站长
副站长：
王代生 杨雄 竹临石 青海湖 简简柔风 紫陌红尘 管理委员
管理委员： 夕婉

云外野鹤 兰紫野萍 刘文旋 亦言 老巢 李祖德 严家威 杨沐 欧隆痴
树才 莫非 弹弓 技术总监：
黑水铃声 法律顾问
术总监
法律顾问：玲子）
顾问
22)http://tw.netsh.com/eden/bbs/706784/ 狂笔肆墨（斑竹
狂笔肆墨 斑竹:狂笔肆墨,灵风
斑竹
(副),北马(副),欣歌(副),简约(副),冰木草(副),潇湘剑(副),杨明通
(副),百话争言(副),墨羽(副),鬼妹要出嫁(副),郑士渊(副),！上人(副)
驻站诗人〔排名不分先后〕∶辽宁张后 陆柯 袁硕士 拾柴的姑娘 齐凤
池 杨明通 张村 史鑫 蒙山居士 寒山石 中雨 李天顺 柳坤 蒙山居士
欣歌 辽宁张后 云南陈家洛 龚立人 灵风 冰木草 任少云 燕子琴 唐凸
王文海 西北龙 红居 任少云 鬼妹要出嫁 吴兰保 易飞 梦之）
23) http://bj2.netsh.com/bbs/97835/ OK!!! 诗歌论坛（我
诗歌论坛 我们是先锋
是先锋：管党生 春
树 杨春光 李磊 丁燕 钱钢 方子昂 野城 夏雨 九月 徐学 哓哓 庄周的蝴
蝶 西部快枪 小王子 春小树）
斑
24)http://hk.netsh.com/eden/bbs/205/tree_index.html 《三峡诗刊》（斑
竹:512109,黎杰(副),张世明(副),笑芳年(副),泥文(副),梓扬(副),何
真宗(副),邱名广(副),李晓泉(副),kaizhi(副)）
25)http://my.ziqu.com/bbs/665366/ 《海平面诗 刊》（驻坛
驻坛 梁山剑客 林林
老德 魏克 黎启天 李明月 徐晓宏 克文 漠风 皓臻 彭争武 王晓波 侯
平章 南村子 陶青林 林忠成 夜也 诗人：李拜天 小抄 林野 李福登
郁金 楼上听歌 二小西风 池沬树 雁过无痕 黑白无常 野歌 郑小琼 刘
大程 祝成明 静庐听雨 汪白 华晓春 张守刚 赵艳华 竹剑飞 洪湖浪
孙启泉 赵大海 罗西 野狼 张建新 晓风 瑞文 云中帆 杨继晖 老兵 黔
中客 张之 黎杰 蔡宁 王晓明 漆宇勤 乙一 春暖水 何山川 卢君 田自
强 汪洋 吾同树 师永平 十七楼 杨长发 作二 友情：刘士杰
李小雨
友情
林莽 杨克）
26) http://hk.netsh.com/eden/bbs/228/ 诗奴隶 论坛（斑竹
斑竹:九月）
斑竹

III. Avant-Garde Poetry Blogs etc
1) http://koopee.net/wuqing/ Homepage of the Sichuan poet 乌青,
乌青 also link to
乌青.志
乌青 志.
2) http://www.52poet.net/ Homepage of Internet poet 于落生
3) http://literature.mblogger.cn/huaqiu/ The blog of Sichuan poet 华秋
4) http://jimulangge.blogchina.com/ The blog of Sichuan poet 吉木狼格
5) http://koopee.org/blogs/ Koopee’s Blog (blog’s of many poets hosted here)
6) http://wenkang.mblogger.cn/ Blog for poet 杨文康
7) http://yangli62.tianyablog.com/blogger/view_blog.asp?BlogName=yangli62
杨黎的色情之录 Blog for Sichuan poet 杨黎
8) http://blog.fh21.com.cn/235 林童视线 Blog for poet 林童
9) http://ab_ba.tianyablog.com/blogger/view_blog.asp?BlogName=ab_ba 汉字
厨房 Blog for Sichuan poet 何小竹
10) http://airuo.mblogger.cn/ 爱若如诗 Blog of the poet 爱若
11) http://www.yanruyu.com/jhy/author/ 民间文化网 写者部落
12) http://yangmingming.yculblog.com/ 阳明明-歪酷博客
阳明明 歪酷博客-记我们的时代
歪酷博客 记我们的时代 Blog
13) http://www.wob.cn/ 我博文学 Poetry Web-logs
14) http://www.blogwind.com/gs1965/ 裸体民间 （管上’s
）
管上 blog）
15) http://www.blogwind.com/maimang/ 麦芒边缘诗歌论坛 （网刊）
网刊）
16) http://dhjsx01.nease.net/ 黑房子诗歌网刊首页
17) http://www.dhok.net/ 指指堂
18) http://www.poemlife.com.cn/forum/list.jsp?forumID=21&stamp=11233453
74454 桑克 林间空地
19) http://www.poemlife.com:9001/muduo/index.htm 诗生活独家文本 木朵作
坊
20) http://www.7poem.com/ 漆诗歌沙龙 7BLOG and 论坛 （版主
版主：蝈子
黄
版主
泉溢; 驻站：漆成员 白沙 秦极 朱枫 凯华 静庐听雨 风过之痕
蓝烟 普路托 小女飞刀）
21) http://www.wangkan.cn/ 网刊中国
22) http://www.dfbole.com/wk/s08/00.htm 东方伯乐阵容力量电字文库
23) http://www.luochi.com/ 自行车 zxing.net 非亚建筑工作室 feiya.org
and http://www.luochi.com/X/ 自行车 首页
24) http://www.zysp.net/zysp_net/zysp.htm 自由诗篇网刊
25) http://renzhi.tianyablog.com/blogger/view_blog.asp?BlogName=renzhi Blog
of 任知。
任知
26) http://www.freewebs.com/stuteng/ 诗图腾 （Originally the 后朦胧诗社团
established in 2004 on the 15th anniversary of the death of 海子）and 网
刊，主
主编：断裂 责编：唐剑南
初嫁老马。
责编

IV. Important Poetry Sites, Avant-Garde and otherwise
1) http://www.yecao.net/List/List_205_1.html 原创文学 汉语诗歌 at 野草先锋
2) http://www.yecao.net/haizi/ 海子主页
3) http://3hj.cn/ 三槐居
4) http://wusi.52poet.net/ 凤之焰舞
5) http://my.clubhi.com/bbs/661462/ 哭与空诗歌 （灵性诗歌联盟）
6) http://tw.netsh.com/eden/bbs/710743/tree_index.html 单翼诗源部落
7) http://my.ziqu.com/bbs/665761/ 《长线诗刊》
长线诗刊》
8) http://tw.netsh.com/eden/bbs/708247/ 审视诗歌论坛
9) http://www.zigui.org/articles.php?type=poesy 子归原创文学网
10) http://www.poemjourney.com/poemjourney/lcbbs/List1.asp?boardID=4 放弃
论坛
11) http://www.xshdai.com/default.asp 新诗代 新诗社
12) http://my.clubhi.com/bbs/661558/ 方法论坛
13) http://my.ziqu.com/bbs/665572/ 桶 论坛
14) http://club.heima.com/forum_display.aspx?forumid=198433 水木清华论坛
15) http://hk.netsh.com/eden/bbs/8714/ 汉诗评论
16) http://tw.netsh.com/eden/bbs/709529/ 白地 阳光 论坛
17) http://bj2.netsh.com/bbs/77312/ 门 中文论坛
18) http://cq.netsh.com/eden/bbs/749508/ 顶点诗歌
19) http://www.heilan.com/main.htm 黑蓝
20) http://cq.netsh.com/eden/bbs/740087/ 世界汉诗论坛
21) http://tw.netsh.com/bbs/707025/ 九头鸟 诗歌论坛
22) http://tw.netsh.com/bbs/703219/ 尚尔诗歌论坛
23) http://perl.sun126.com/sz/ccb/index.cgi? 海子论坛
24) http://cq.netsh.com/eden/bbs/748556/ 不回避论坛 (林忠成, 小甲虫)
25) http://www.cqwx.net/ 重庆文学 首页
26) http://www.gucheng.net/ 顾城之城：
顾城之城：让心灵靠岸
27) http://www.xiaoyan.com/bbs/msg_list.cfm?fn=4 笑言天涯
28) http://hk.netsh.com/eden/bbs/382/ 民族诗
值班斑竹：曾茗、小猛、水
民族诗人 (值
班斑竹
古、桂西、黄尚宁、苏首飞、付帅、蛮桂、李常青、聂时珍、陆向荣、
湘男鸿子)
29) http://jiandan.poemlife.com:9001/asp/ 外省 （网刊
网刊 and 论坛 版主：
张永
版主
伟）
30) http://tw.netsh.com/eden/bbs/709787/ 木耳诗歌论坛
31) http://hk.netsh.com/eden/bbs/2631/ 每天诗歌论坛
32) http://old1.netsh.com/bbs/4069/ 心灵栖息地
33) http://www.sun126.com/bbs/ccb/index.cgi?class=5 深巷诗歌
34) http://www.actor-zc.com/lit/cgi-bin/leobbs.cgi 新采纳社区
35) http://hasg.renxuan.com/cgi-bin/leobbs.cgi 惠安诗歌沙龙
36) http://hk.netsh.com/eden/bbs/1954/ 《青春诗刊》杂志论坛

37) http://tw.netsh.com/eden/bbs/708198/ 被挤压的一代
38) http://www.xywycn.com/nju/forumdisplay.php?fid=10&sid=h21uJs 南京大学
作家班论坛—现代汉诗
39) http://my.ziqu.com/fcgi-bin/listboard.fcgi?bookname=665485 新诗代论坛
40) http://hk.netsh.com/eden/bbs/702297/ 涅磐诗歌
41) http://www.qnshige.com/index.asp 中国青年诗歌网--论坛首页
42) http://www.yecao.net/qbbs/list.asp?boardID=597 雨巷诗歌论坛
43) http://my.ziqu.com/bbs/665037/ 剑麻诗刊论坛
44) http://tw.netsh.com/eden/bbs/709769/ 原点诗歌论坛
45) http://hk.netsh.com/bbs/8163/ 日食诗歌论坛
46) http://bj2.netsh.com/bbs/77560/ 菜市口诗歌论坛
47) http://www.haidongshitan.com/bbs/index.asp 东海诗坛
48) http://sh.netsh.com/bbs/15297/ 诗窗论坛
49) http://tw.netsh.com/eden/bbs/704250/ 就是 诗歌论坛
50) http://bj2.netsh.com/bbs/97863/ 敬亭山文学论坛
51) http://cq.netsh.com/eden/bbs/741239/ 诗驿站
52) http://wxs.bbs.xilu.com/ 西陆
53) http://my.clubhi.com/bbs/660857/ 失忆诗歌论坛
54) http://bj2.netsh.com/bbs/95628/ 诗界论坛
55) http://tw.netsh.com/eden/bbs/704432/ 诗文化论坛
56) http://sh.netsh.com/fcgi-bin/listboard.fcgi?bookname=7382 极诗歌沙龙
斑竹:江耶,
57) http://hk.netsh.com/eden/bbs/2871/tree_index.html 《银河》（斑竹
斑竹
雨石(副),倒计时开始(副),岳伟(副),海风吹过(副),周大强(副),雨青
(副),《银河》编辑部(副)）
58) http://sh.netsh.com/bbs/19865/ 诗歌凹地 （打杂的: 庞华坚（庞白） 做主
的: 盘妙彬 海水 严某 文青 水古 钟世华 欧阳鹏飞 透透 曾茗 月儿）and
网刊 with 北海文学。
59) http://gzsg.clubhi.com/ 诗歌杂志
60) http://tw.netsh.com/eden/bbs/710744/ 《中国新诗刊》
61) http://www.yzs.com/cgi-bin/bbs/leobbs.cgi 中国诗歌
http://www.yzs.com/ 中国诗歌网 (These 2 are the CCP’s contribution)
62) http://bj3.netsh.com/bbs/126168/ 中国野草论坛
63) http://www.xsdg.net/ 《新诗大观》
64) http://www.tongjun.net/ 听雪轩
65) http://byzy.clubhi.com/ 边缘之缘论坛
66) http://www.tshy.net/ 天使花园
67) http://www.chulu.net/dvbbs/index.asp 出路论坛
68) http://www.80hou.com/xcm/ 新公民网络杂志
69) http://sh.netsh.com/bbs/17993/ 桃源诗社
70) http://www.sczh.com/ 诗词总汇 Great collection of classical poetry.
71) http://poempoet.nease.net/ 绝对存在文学天空
72) http://www.zgxzzx.com/ 现在在线 诗歌网首页
73) http://www.lili.cc/ 秘密花园 website for poetry with FLASH, music etc.
74) http://www.lfsk.cn/ 《绿风诗刊》

75) http://www.hu-die.com/webs/a.htm 蝴蝶的家园 featuring FLASH, music, etc.
76) http://www.zzi.cn/reverie.htm 遐思 FLASH, etc.
77) http://www.sydao.net/fourm/bbs.asp?id=xiu 锈论坛
78) http://tw.netsh.com/eden/bbs/710187/ 青年诗报论坛
79) http://tw.netsh.com/bbs/711307/ 《民间》诗歌报论坛
80) http://www.chinajiejue.com/ 解决—先锋文化艺术论坛
81) http://my.ziqu.com/fcgi-bin/listboard.fcgi?bookname=665930 若缺诗歌论坛
82) http://www.nvshi.com/cgi-bin/lb/leoboard.cgi 中国女诗网
83) http://my.ziqu.com/fcgi-bin/listboard.fcgi?bookname=665801 大路诗歌
84) http://www.shigebao.com/ 诗歌报
85) http://www.chuncao.org/index.htm 《春草诗刊》
86) http://www.cnwxs.com/ 中国微型诗
87) http://www.ft77.com/wz/dhsk.html 《敦煌诗刊》飞天文学网
88) http://bj2.netsh.com/bbs/93085/ 蓝野茶室
89) http://huama.bbs.xilu.com/ 方向诗歌论坛
90) http://www.chinapoet.net/bbs/ 中国诗人网站
91) http://bj3.netsh.com/bbs/121418/ 四季诗歌论坛
92) http://forum.lyrist.org/ 抚琴居诗歌论坛
93) http://www.ggwx.com/bbs/ 南方诗歌论坛

V. Dedicated Poetry Web Sites 诗歌网站

http://www.choushi.com/ 丑石诗歌网 and 论坛
http://www.tzsg.com/ 同志诗歌网
http://www.limitpoem.com/ 界限 大型诗歌网
http://www.kuyukong.com/index1.htm 哭与空诗歌网
http://www.slide-door.com/newpage.htm 滑动 门 诗 歌网 （论 坛 版主：
版主：韦
白 唐兴玲 张永伟 ；驻坛诗
驻坛诗人
驻坛诗人：远 人 夏 华 曾 蒙 苏 小和 吴昕孺
沈 念 阿 紫 丁 燕 易 安 冰 儿 田雪封 陈 舸 江 非 飞 廉 AT 婴 儿
俞 昌雄 焚 帛 爱 玲猫 刘起伦 唐朝晖 江 离 游太平 江 雪 羽微微 陈 剑
冰 铁 哥 汪 抒 肖 水 无 尚 苦 茶 神经 病人 鸥 飞 廉 初清水 梦天岚 阿 鲁
陈 人华 罗 西 笛 开 张 庆 超 沈秋寒 湘 男 刘定光
6) http://www.tcpoetry.com/ 北回归线
7) http://www.liufangdi.com/mybbs/default.asp 流放地
8) http://my.ziqu.com/bbs/665597/ 诗人杂志网论坛
诗人杂志网论坛
9) http://my.ziqu.com/bbs/665199/ 中国当代诗
特邀版主 谭延桐
中国当代诗歌网站 （特邀版主
李轻松 本期版主:水月亮
钟茂豪 上京 欧阳鹏飞 版 主: 鲁扬 吹雪
本期版主
罗唐生 笑芳年 碧青 然子）and 网刊。
网刊
10) http://www.dulipoem.com/ 独立*零点诗歌网
独立 零点诗歌网
11) http://www.shixuankan.com/ 诗选刊 and 新诗论坛 （版主
版主：孟醒石
山上
版主
石 勿 孙启泉）女性
女性诗
荆溪 黄志萍）校园
校园诗
女性诗歌论坛（版主
论坛 版主：苏浅
版主
校园诗人
论坛（版主
向隅 冯羽之）诗评诗论
诗评诗论坛
版主：
论坛 版主：天岚
版主
诗评诗论坛（版主
版主：赵思运 刘波）
站长：释寻）includes
论坛
12) http://www.s00x.com/bbs/ 中国诗盟 2005 （站长
站长
and Blogs.
13) http://www.hywx.com/ 汉语文学 （非非专栏）
非非专栏）
14) http://web.muqin.com.cn/nanshiquan/index.html 云子诗歌网
15) http://gzs2.tougao.com/xinshige/index.asp 新诗歌网
16) http://xingxing.lznews.cn/ 行星诗歌网
17) http://www.gxnc.com/com/yplmu/ 诗家园
18) http://xz7.2000y.net/mb/1/index.asp?depid=3242 鹰诗歌网
19) http://www.zhgshw.cn/ 中国诗文网
20) http://www.pugongying.com/ 蒲公英现代诗歌
21) http://www.duange.com/index.asp 中国第一短诗网
22) http://www.poemchina.com/ 中国诗歌-爱情诗网-苏城诗集
23) http://www.xsdg.net/cgi-bin/leobbs.cgi 新诗大观
24)http://sh.netsh.com/bbs/23043/ 中国诗文网
25)http://xielinger.anyp.cn/default.aspx 微风诗歌网
26)http://www.poetry-cn.com/ 中国诗歌网
27)http://www.chinapoem.net/poem.htm 中华诗歌网
28) http://www.guoxue.com/zgsg/ 中国诗歌
29)http://www.zhanqiu.com/ 轻诗歌网
30) http://www.yzs.com/ 中国诗歌网
31)http://www.shigebao.com/ 诗歌报
1)
2)
3)
4)
5)

VI. Localized Poetry Sites
1) http://tw.netsh.com/eden/bbs/716246/ 东三省先锋文学论坛
2) http://sxsg.163.cn.com/ 陕西诗歌广场
3) http://hk.netsh.com/eden/bbs/299/ 西安青年诗歌酒吧
4) http://tw.netsh.com/eden/bbs/715134/ 80 湖南诗歌
5) http://bj3.netsh.com/bbs/100826/ 秦文学
6) http://www.4808.com/ 湘滨文学网
7) http://www.szpoem.com/Boards.asp 深圳诗歌网 心灵殿堂
8) http://www.loveuandme.com/asp/wenzi/default.asp 爱在北京 原创文学
9) http://www.zjpoet.com/index.asp 浙江诗歌档案
10) http://www.yecao.net/shbbs/list.asp?boardID=7&page=1 西南民间 诗歌论坛
11) http://www.yecao.net/qbbs/list.asp?boardID=614 东部诗潮
12) http://bj.netsh.com/fcgi-bin/listboard.fcgi?bookname=85355/ 云南 诗歌论坛
13) http://my.ziqu.com/bbs/665762/ 湖南诗人论坛

VII. Literature Web Sites 文学网站 (with poetry)

1) http://www.ceqq.com/ 千秋
2) http://www.guxiang.com/ 故乡
3) http://www.netsh.com/ 乐趣园
4) http://ycwy.2000y.net/ 三台文学网
5) http://www.heichibang.com/bbs/ 黑翅膀文学网
6) http://www.qingyun.com/column/cata.html 清韵书院
7) http://www.sydao.net/ 一刀文学网
8) http://www.zigui.org/ 子归原创文学网
9) www.4808.com 湘滨文学网
10) http://www.szstory.com/ 特区文学
特区文学
11) http://www.rongshuxia.com/ 榕树下 原创文学网
12) http://www.zhongdian.net/ 终点
13) http://www.hywx.com/ 汉语文学
14) http://www.cqwx.net/ 重庆文学
15) http://www.baifan.net/ 白帆文学网 校园原创文学网
16) http://www.hnch.net/ 椰树下 中国原创校园文学联盟
17) http://www.dgwxlw.com/ 打工文学联网
18) http://www.tamen.net/ 他们文学网
19) http://www.2000y.net/104650/index.asp 三台文学网
20) http://www.dfbole.com/ym/ 东方伯乐文学出版网
21) http://www.cnwxs.com/ 中国微型诗
22) http://www.cichang.net/ 磁场文学网
23) http://www.yecao.net/ 野草先锋网
24) http://www.glwx.org/ 赶路原创文学网
25) http://www.guho.net/ 孤鸿网
26) http://www.dxwx.com.cn/index.asp 大拇指短信文学网
27) http://www.udo-sky.com/forum/frame.asp 恐怖悬疑小说论坛 (special 论
坛 for 橡皮(
橡皮(特邀)
特邀)for 诗歌（版主
诗歌 版主:
版主:贾冬阳 竖 杨黎） and 小说)
小说)
28) http://www.forshine.net/FriendSite/Index.asp 香花文学网
29) http://zhangng.home.sunbo.net/ 细流文学网
30) http://jywx.jyjy.net.cn/Index.asp 江阴教育文学网
31) http://news.bj.gz.cn/article/default.asp 慧泉原创文学网
32) http://www.eedu.org.cn/art/ 飞梭文学网 中国环境生态文学频道
33) http://www.lingduwang.com/ 零度文学网
34) http://www.qsn.com.cn/ 中国青少年文学网
35) http://www.chinakaolin.net/zgsl/default.asp 高岭山风网
36) http://www.wenmeng.com/ 文萌中文原创文学网
37) http://www.520friend.com/ 丁香花文学网
38) http://www.gaojian168.com/ 池塘边原创文学网
39) http://www.youyin.com/ 游吟时代

40) http://www.xihaian.com.cn/Index.asp 西海岸文学网
41) http://202.196.99.137/history/boya/wenxueindex.htm 历史文化学院原创文
学网
42) http://www.qfxy.net/ 清风细雨网络
43) http://www.linyiren.com/home/ 临沂文学网
44) http://www.1001c.net/ 归航原创文学网站
45) http://www.qinyuanchina.com/new/ 沁园文学网
46) http://www.chinawx.com/ 中国文学网
47) http://www.cndazhou.net/Index.asp 乘兴走笔文学网站
48) http://www.hbxnzjqiuchunlin.com/index.asp 荀阳文学网
49) http://www.xuxiao.net/ 萧萧文学
50) http://www.hainnu.edu.cn/hsonline/wenxue/ 海师原创文学网
51) http://wx.hj.sx.cn/ 阳光文学
52) http://www.yefong.com/ 野枫文学网
53) http://www.loveuandme.com/asp/wenzi/default.asp 爱在北京 原创文学
54) http://tingyu.hztmhs.com/index.asp 雨轩文学网
55) http://www.dszjw.com/index.asp 都市作家网
56) http://www.cnlu.net/ 华文网络文学联盟
57) http://www.eetop.com/ 中华少年文学网
58) http://www.zhs2008.com/ 再回首 徐志摩文学网
59) http://www.ruoyu.net/ 若雨
60) http://www.fypl.net/ 枫叶飘零原创文学网
61) http://www.zzlwx.com/ 紫竹林原创文学
62) http://www.chunzhulin.com/default3.asp 春竹林文学网
63) http://www.dhpoem.com/ 大河风文学网站
64) http://www.govoo.com/index.jsp 我网 Voo 文学网
65) http://www.wxwx.cn/ 中国微型文学网
66) http://www.muqin.com.cn/ 中国母亲网
67) http://www.trueday.cn/ 真实日子 全球中文原创文学网
68) http://www.cnwxw.com/ 中国文学网
69) http://www.e2345.net/wenxue/ 温州文学网
70) http://www.wywxw.com/ 武夷文学网
71) http://www.andto.com/ 平淡文学 宁静人生 原创文学
72) http://www.xibeiyu.com/ 西北雨文学网
73) http://www.yqwl.com/2005/ 东海岸文艺网
74)http://www.21nianhua.com/ 拈花文学网
75) http://www.rainse.com/ 中国文思中文原创网
76) http://www.xiaoyuanwenxue.com/ 校园文学网
77) http://www.qingshi.net/ 中国情诗网
78) http://www.pingxing.net/ 平行文学网
79) http://www.hemudu.net.cn/ 河姆渡原创文学
80) http://wind.yinsha.com/ 且听风吟 文学
81) http://www.wxlu.com/index.html 文学路
82) http://www.ntwxw.com/ 南通文学网

83) http://www.chlr.net/ 长河落日文学网
84) http://www.cx52.com/index.php 晨曦文学社
85) http://www.shulu.net/ 书路文学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