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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自重慶市）

羅明清

老 村莊醒了

屋

（外三首）

老了。神色木訥 
沒有言語 
炊煙被蛛網懸掛於斷裂的梁壁 
盛滿雨水石缸 
漂浮蒙塵的苔蘚 
 
身前的田地荒蕪 
身後的山林茂密 
懷揣心中的那一大家人 
早已經各奔東西 
 
老屋已習慣孤獨 
早已六根清淨。念想凋零 
披頭散發。兩眼昏花 
認不出當年淘氣撒歡的我 
潮濕的内心，那些鮮活的故事 
早已清空 
 
老屋真的老了 
就像一個癡呆的老人

關 於 雪

高 處

又一輪暖冬的話題 
傳聞紛飛。天一臉鎮定 
看不出雲的動靜。一隻天真的麻雀 
埋頭數着腳印 
 
螞蟻在自己的宮殿燃起壁鑪 
熱議開春的新一輪頭領 
暗自思索，下一輪遷徙該如何站隊 
 
一切的一切 
在一張白紙下密謀

怕雞蛋墜落 
怕羽毛飛散 
怕掉下來的東西沒辦法撿 
 
天在上 
地在下 
再高的高處還是懸在中間 
所謂高 
永遠都是相對而言 
 
真正的高處 
不僅寒 
而且險

比如雲朵。是跌落為雨 
還是繼續行走成霞 
風只是一個衝動的過客 
 
夜的收納箱 
裝不下夜啤酒的拳令 
輸贏的都隻是光陰 
 
還有夢。
走不出日有所思的怪圈 
非得把穀物和果蔬 
在迷蒙中秤出個斤兩 
 
很多東西並非你所想象 
富貴。乾坤。巧合的姻緣 
以及生死命脈

很多東西並非你所想象

（組詩）

張芳學

從村莊出發
扭動著婀娜的身子
努力向上
沿著天空的道路
虔誠地送上
農家飯的清香

嫋嫋炊煙裡
盛滿女性的溫柔
一滴滾燙的淚
和著月光飲下
心中的夢
越來越酣

村莊醒了，在一片安靜中
睜開了嫩綠疲倦的眼睛
用細雨洗臉
用清風梳頭
折一朵鮮花
呵一呵氣
到處洋溢著幸福 甜蜜

桃杏花開了
鳥兒激動得飛上飛下
村莊的欲望
正在慢慢地上升
那對新婚的喜鵲說：
這棵樹，就是我的家鄉

選擇了那方土地
就義無反顧地堅守
任憑南來北往的風
說些無關痛癢的話

堅硬的骨頭
就能擺平流言蜚語
心情爽朗時
開一樹芬芳的花

把秘密藏在腳下
一粒種子都要選擇好時機
再讓其發芽  開花
坦蕩的胸懷
能把泥土和石頭同時容納

這條泥濘了數千年的山路
如今披上水泥的外衣
在大山深處嫵媚
與城市大道媲美

山路平坦了
路邊開滿野花
車輛飛速而過
多像路的血液在噴湧

路上的行人
迷醉著兩邊的風景
無數快樂的蝴蝶
坡上坡下翩翩而飛

山 路

羨慕一棵樹

炊煙嫋嫋

 （寄自甘肅隴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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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美
靜

小
詩
七
首

1. 一場虛無
你用一百零八顆晨露串成念珠 
說是相思，贈我 

我用九首禪詩連成一串手環 
還你，一份痴情

2. 乞丐

3. 床

4. 路

5. 溪

6. 觴逝

7. 三月以後不再流淚
不知道淚的重量
只想靜靜地撐一把油紙傘
聽雨珠滾落的聲音
或是在窗前
看風撩撥豎琴的弦
不知道雨的重量
總以為寫詩就像風
用手指將雨珠輕彈
把大自然的和弦
婉轉成浪漫的音符
三月以後若再流淚
那也是老天的嘆息,而我只想
讓小小的哀傷,在雨裡
滾動成晶亮的星星

在垃圾堆裡翻尋
福音的廚餘
借一線希望的微光
使乾癟的胃飽漲

1. 一落地你便立誓
   陪我終老
   無以回報，我以身相許
2. 你用幾塊木板將我羈押
   我借你一席之地
   與靈魂暗通款曲

提到路
腦子裡閃的
總是狹狹長長
一塊接一塊的青石
在河埠頭蜿蜒
像一條臍帶
牽著我和母親

自從剪斷臍帶的那一刻
便再也回不到
溫暖的子宮

馱著滄桑
除了向前，無路可行
攜一瓣落紅流浪於筆墨春秋
千迴百轉，跌碎在歷史的河床
任垂柳与與孔丘隔岸拔河
我跳著恰恰，奔向天涯
看，蜻蜓點水
複製我的腳印

飄落的花瓣
正悄悄劃破花褪殘紅的季節
轉身之間
似乎已錯過一場盛放的花事
點一盞燭火
孤影獨坐光的肩頭
把追思放逐於一片落瓣
隨風輕渡，曲水流觴

 （寄自台北）

北 城

途經童年

微暈的樹林

下車。
在母校的操場上，尋找——
童年，沒留下一丁點兒痕跡。
 
校園現在的模樣，那時沒敢想。
閉上雙眼，清新的空氣裏，我嗅到一股家的味道。
沿著熟悉的鄉音漫過的街巷，再次返回那年———
 
剝落三十多年的歲月，露出土坯房裏瑯瑯的讀書聲，
字，橫平豎直，一筆一畫把教室的地面，紮實得溝壑縱橫。
經常把課文譯成方言，給他鄉的故事安個新家，
就可以領著文中的人物上樹爬墻，打魚摸蝦。
 
學校的老師是家裏的媽，沒完沒了的嘮叨，都沒聽清幾句，
照樣把太陽玩成了月亮，最後把玩壞的遊戲丟在了風中。
門後，藏不住惹的禍，被一汪懺悔的淚和濤聲淹沒。
淘氣的頭，一低再低，也躲過那場電閃雷鳴的懲戒。
糗事，又掉在地上，醉了今天的回憶。
 
那時的天是藍的，雲，無憂無慮。
那裏的水是清的，魚翔淺底，追逐水面上那一聲聲清脆的鳥鳴。
雨後，泥土的清香裏，一架彩虹撐起又一個肥碩的明天。
 
上車。
回望。童年就在伸手就能夠到的窗外，等我再次回來。
你呢？

最後一瓶酒，也被夕陽溫熱
話，依然擁擠，把菜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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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寄自重慶市）

荒 城

多年未見的哥幾個，已經不再年輕
還是把太陽喝成了月亮

風，習習；月，明媚
門前的那片樹林，微暈
想起北風吹雪的日子，燈
憔悴，看不見，山那邊的黎明

霜欺兩鬢，重回那個蔥蘢的歲月
還想捧著饑腸轆轆的蛙鳴入眠
還想乘著一朵酩酊的雲朵，回家
窗外，林濤陣陣，恍如下鄉的年代

名字，在一卷史書裏，
用幾行文字，把一座城潦草地丟在風裏。

北緯與東經相遇，荒。
城墻裏的幾棵古樹，丈量著歲月的長度，
看護著鮮為人知的往事。
我拎起荒蕪，露出一幅江山。

沒完沒了的風沙，把一艘船擱淺在岸灘上。
荒，淹沒了所有的輝煌。
動用所有的漢字想象，填補空曠，發現——
關山飛度，也曾閑庭信步；鼓角爭鳴，也曾硝煙蔽日；
尋常巷陌，也曾雞犬相聞；一擔日月，也曾山水相依。

用零星的詩詞堆砌一座城，掃凈落葉和憂傷，
留一個深情的回望，握緊手中僅有的時光，
縫合割斷的牧歌，立在城樓上，
然後，在城中點燃篝火，讓歷史聽到回聲。

 （寄自內蒙古通遼市）

彭世學

浮世繪系列組詩

沒有對錯與是非
一根雞肋
可以360度大轉彎
可以典當靈魂
在俗世的濁流裏
飄浮著各色臉譜
猶如密集的魚群
朝著一個共同的方向
以相同的姿勢
張大著嘴巴

世 態

山 洪
眾妖雲集
各施妖法
一場特大的山洪暴發了
江河的水位陡漲起來
一些東西被沖走
一些東西逐漸下沈
寬闊的水面上
漂浮著大量的雜物
偶爾會發現
那若隱若現
白生生浮腫的屍體

走 秀
站在Ｔ型台
似乎長胖了
像患了水腫病一樣
走起路來搖搖晃晃
人們彩色的目光裏

怪 胎

哈哈鏡
當滿懷的熱情
換回的是陣陣寒風
一顆滾燙的心
瞬間凝結成冰
化成堅硬的巖石
 
良知一旦泯滅
靈魂就發生了變異
惡性腫瘤就會
將視覺神經擠壓
導致視力模糊
抑或雙目失明
 
人生是面哈哈鏡
演繹荒誕 新奇與刺激

滿世界都香遍了
墻內依然沒嗅到
難道是久而不聞其香
還是個個戴上了
防香面罩
大面積的香洶湧而來
墻內成了一個孤島
一個怪胎
抑或一個腫瘤

一枚打了催紅素的蘋果
在接下來的日子裏
漸漸變色暗淡
直至腐爛變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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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小
說

漫 談

嵐月風

在現今繁忙的社會會有多少人有足夠的時間連續地閱讀一本
長幾十萬字的小說。雖然都忙著但也遞減不了閱讀的嗜好，但是要
讀完一本厚厚的小說並鑽研其中的奧妙情節不是一兩天就可行的事，
多數是走馬看花的掠讀，若這樣又怎能品嚐到其中的精髓呢？

為了順應現代人繁忙生活中能品讀細嚼，長篇小說即發展成
另一類篇幅短小的小說。跟一般小說一樣重視場景、個人形象、人
物心理、敘事節奏。那就是“小小說”或微型小說。然而，近幾年
來，充斥網上、叢書等的“小小說”未能達到一定的水準，甚至於
把一些小品文也當上了“小小說”體裁，似乎忘卻了小說應有的基
本意味。

先說小品文吧！小品文是散文的另類文體，其內容經常是在
生活中，作者經過深思而傳達給讀者的訊息，內容題材不限，所傳
達的道理或想法也沒有限制。其特色是以深入淺出、簡明生動的筆
法，描述或議論一些事理。 特點主要是通過事實和藝術形象來表
現思想內容，議論較少，敘述、描寫或抒情成分較多，以幽默的方
式和喜劇性的情節，活潑、輕鬆的語言，給人一種揭露性的笑，並
使人在笑過之後，看到問題的實質，發人深思。其數字應在500 至
1000 字左右。

至於小說，小說是一般描寫人物故事，塑造多種多樣的人物
形象，但亦有例外。它是擁有完整布局、發展及主題的文學作品。
她的容量較大，可以細緻的展現人物性格和人物命運，可以表現錯
綜複雜的矛盾衝突，同時還可以描述人物所處的社會生活環境。

小說包括了長篇小說、中篇、短篇小說和詩的形式。小說按

篇幅大致上分為長篇小說十萬字以上，中篇小說二萬至十萬字，短
篇小說二千至萬餘字。其內容、人物造型大數是虛構，當然有些利
用了歷史背景或現實社會的背景來增添其真實感。

隨著社會發展趨勢，忙碌的讀者們又那能夠有時間詳細去品嚐
一本厚達幾十萬字的小說叢書，尤其在網絡發達的今天，讀者們都
往網上揣摩。作者們捕捉到此趨勢，因此“小小說”隨著潮流而面
世。可以說“小小說”的出世符合瞬息萬變、現代社會下忙碌的人
們閱讀習慣，它的故事的特性長短不一，但有著情節逆轉的意外結
局，是一個詩的直覺、一件有趣的事或一個衝突，是現代文學的一

次突破。已故大詩人�{弦對“小小說”的評價：“小小說”是一種
美學，其希望以最少的文字，表達最大的內涵，使讀者在幾分鐘之
內，接受一個故事，得到一份感動和啟示。

“小小說”具有立意新穎、情節嚴謹、結局新奇三要素。即在
1500字以內，不過其中都概括出普通小說應具有的一切。也可以
說，“小小說”是一種敏感，從一個點、一個畫面、一個對比、一
聲讚歎、一瞬間之中，捕捉住了小說的精髓那就是一種智慧、一種
美、一個耐人尋味的場景， 一種新鮮的思想。

它的題材常是生活經驗的片段，因此可以是有頭無尾、有尾無
頭、甚至無頭無尾。高潮置於結尾，高潮一表馬上完結，營造餘音
繞樑的意境，文章雖短往往潛有伏筆呼應、意想不到的情節。

寫到這裡大家理應瞭解到“小小說”是怎麼一回事。“小小說”
本身就是小說，是小說就要有主角、配角和內容的情節，因此不能
隨便把一些散文或小品文縮短就當是“小小說”論，尤其是小品
文，這是不邏輯的觀點。

可以說“小小說現已在世界各地蓬勃發展，並且已邁開千里步，
進展神速，給文學創作領域增添光彩，給讀者增添了精彩的精神菜
餚。依這種發展的趨向我們能卻步於此麼？回觀本地尤其是本市的
文學創作文體，似乎未曾見到“小小說”登上刊面，本市各資深大
作家也只略略提到，而真正踏入創作的可說是寥寥無幾，確實是很
遺憾的事，或許是受了環境的客觀和主觀的影響而只周旋於詩歌、
散文、小品之中未思來一次突破。

但願本地尤其是本市各文學愛好者，尤其愛好文學的青少年們，
為本地、本市“小小說”盡致揮發、創作，給本地、本市讀者增添
了一種可讀的精神菜餚，亦讓越南華文文學增添璀璨而追及世界華
文文學的步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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魅力山水

評 論 簡 介 評 論 簡 介

魅力詩章
張曉陽從

折
一
枝
菩
提
送
給
你

談
王
耀
東
對
山
水
詩
的
創
新
與
開
拓

︽

︾

（一 ）
以“軍旅詩人”成名於上一世紀六十年代的王耀東，到

了九十年代又以“鄉土詩人”再一次引起海內外詩壇對他的
廣泛關注。他的一首《鄉事》，不僅在大陸波及各地大專院
校、高層知識界，而且引起海峽兩岸乃至整個世界華人詩壇
長達五年的討論。他的關於鄉村題材的創作，被譽之為“鄉
土詩的新超越”，成了“享譽華夏的鄉土詩人”。
一直以為“鄉土詩”是耀東兄的“強項”，是他創作上

的“高峰”、“代表作”。沒有想到的是，最近讀了他於
1994年11月由國際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的山水詩集：《折一枝
菩提送給你》（以下簡稱《菩提》），我的看法被徹底顛覆
了。他不僅是一位“軍旅詩人”、“鄉土詩人”，更是一位
“山水詩人”。這本僅收錄短詩118首的薄薄的小冊子，不
僅標誌著作為詩人的王耀東，在詩路上的新開拓、新成就，
而且也是我國現代山水詩的一次創新與飛躍。有了這一本
《菩提》，我國的山水詩終於邁過了“現代”的門檻，而有
了一個與以往完全不同的、讓人耳目一新的境界與意蘊。
山水詩，王耀東詩作的一個重要方面，在當代詩壇上該

有它應有的地位。
然而，對於王耀東山水詩的價值，在我國卻被嚴重地低

估了。如今，已經沒有多少人知道這本薄薄的詩集，更沒有
多少人對它進行認真的研究與評估。像一件過了季節的棉衣，
它被人們漸漸地淡忘了。

 （二 ）
事情緣於中國旅遊文化學會組織的一次考察活動。

1994年五、六月間，詩人與文化界一些人士應邀參加青海的
花兒節。他們考察少數民族的民俗風情，領略了塔爾寺、日
月山、青海湖、大草原粗獷博大的原始神秘的文化。
接著，他又到古都西安、四川峨嵋山、重慶、三峽等地

作短暫參觀與考察。
那些日子，站在大自然面前的詩人，面對世界萬物，那

山川、大氣、陽光都在以一種生命的形態撲向詩人的懷抱。於是，
一種天人合一的融合，物與我的融合，一種博大的呼吸與詩的神
性，頓時向詩人降臨了。
詩，水到渠成的開始流溢：
　　目光的觸及 
　　有如遇到處女時的 
　　驚愕  雲和山
　　在鏡子裡
　　以陌生的形態向我逼視
　　都是違背想像
　　那種奔突
　　那種清脆
　　那種冷淡
　　十分清醒地穿過空白⋯⋯（《步向源頭》）
肉體懸浮，靈魂出竅。我們看到的是那已經老去的歲月裡，沿

路的風景正在被走得細碎。從此，情感的沙漠不再失血，心中的夢
被一一折疊。蕩氣迴腸、激動不已的詩人，面對當代社會的裂變、
衝撞、異化、戰爭、災害、悲劇，面對現代人的那種困惑、焦慮、
悲壯、死亡以及不甘示弱的奮勇掙扎，悠悠的生命之河開始奔瀉。
山川萬物、太極之下的世界，此刻紛湧而來，一一化作詩人心

中的意象。一樹細花，淡淡夕陽。一批超越詩人自我、面目一新、
洋溢著新世紀氣息的新山水詩，就這樣誕生了。

 （三）
在詩人的心目中，那些已經化為生命遺留物的山山水水，積澱

著人類歷史文化的濃厚意蘊和生命過程的悲歡離合。耀東兄的筆下，
那悲壯的歷史，那深厚的文化傳統精神，是我們今天返觀現實的一
個有力的支撐點。有了這個支撐點，我們的山川景物便有了神性，
有了生命意識。
還是讓我們來看看詩人眼中矗立的那座《大雁塔》吧！
　　仰望之中
　　往事如落葉徐徐飄墜
　　夏日的陽光  是路邊
　　的一滴滴桔汁
   
　　擠身一側  吐納風雲之宏大
　　玄奘使命於佛  取經存於其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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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是  每扇窗口
　　都變成魔孔
　　長安城內  從此夜夜都是頌經之聲⋯⋯（《大雁塔》）
這大雁塔既不是古人岑參的，也與今天的韓東有別。由“落葉”

到“桔汁”，我們看到的是一座有著全新意蘊、飽經滄桑而又有著
獨特魅力、屬於王耀東自己的大雁塔。
語言純樸、清新，富於跳動性和破碎感，在一種母語的張力中，

有一種原生氣質的發揮。正如莫文征先生在詩集的序言中所云：“
它既有在美面前的感悟，也滲透著對物象的縱線與橫向的思考。或
讚美，或狀描，或抨擊，或是一種流動的苦澀的造形，甚至是無奈，
或是一種沉思後的醒悟。總之，詩人追求的自我與物象的某種契合
點或觸發點”。

 （四 ）
從自然風物入手，把自己的思想情感寄託於山水自然之中，並

由此打開連接彼岸的通道，以表達自己的洞悉之明及情感上的波瀾
起伏，是耀東兄山水詩的又一特色。
對於歷史現實、心靈真實與靈魂之意識，詩人的拷問表現了一

個知識分子的憂鬱、思考與良知。在《塔爾寺壁畫》一詩中，詩人
就直言不諱地對一些人的人性被扭曲表示了憂慮和不安：
　　人  就在無視覺的陰影之中
　　頂禮膜拜  殘苦的人生之舟
　　開始陷入迷津  知識變得可怕
　　在我們的面孔上  人性的詩意
　　已被神性扭曲⋯⋯  （《塔爾寺壁畫》）
外師現代，內化古典。以真實的情感展示心靈，在成熟中透著

澄淨與睿智。越過這些文字，我們往往聯想到周圍一些嚴酷的現實，
進而體驗到來自命運的刻骨的凄涼與疼痛。耀東兄的詩，經常在超
然之中透出不可名狀的意緒，或輕或沉，或喜或悲，讓人久久揮之
不去。
再看《杜甫草堂》：
　　有多少理解你孤舟漂泊的心情
　　國破  乃繫報國之心
　　我走出庭堂  仰天一嘆
　　驚出幾枝荷花  格外嫣紅⋯⋯（《杜甫草堂》）
以現代生命情景穿越古典意境，柔弱的心靈承載著大千世界的

全部是非善惡。耀東詩的豐富內涵，還有它的精神高度，是有目共
睹的。它的體驗是深層次的，其指向是人類的深層意識。那憂患之

心、那悲憫情懷、那營造意象的技巧，都是以往的山水詩所難以比
肩的。
掙扎在市場這個鐵面無情的齒輪之間的詩歌，能否守得住自己

高貴的情愫？對我們的詩人來說，始終是一個嚴峻的、無法逃避的
考驗。王耀東經住了這個考驗。在詩的蛻變、嬗變、多變中，他始
終堅守自己的信念，在傳承我國的文化傳統中堅持探索、創新、超
越，在壯美的大自然中發掘人類的生命之美。在“多皺的歲月”的
深處，發掘傳統文化的神秘意蘊。他的山水詩，瀰漫著一種深沉的
歷史滄桑感和一個現代詩人回首昨天的蒼涼的凝眸。
溫奉橋先生認為，王耀東的山水詩“擺脫了傳統山水詩的陳腐

氣，以生命意識貫注於山川景物，擺脫了許多當代山水詩的呆板和
淺薄，將現代意識和現代手法完美地融合在一起，既豐富了當代山
水詩的表現手法，又拓展了傳統山水詩的表現領域，是對山水詩的
一種新的探索，新的開拓，新的超越”。

 （五）
結識王耀東，緣於詩人楊楓的穿針引線。年初，我的一本詩文

集：《走進眾妙之門》由作家出版社在京出版。受我的委託，楊楓
先生將我的書贈送京城的一些文朋詩友，其中就包括耀東兄。在看
了我的書以後，熱情的耀東兄當即揮毫題辭，寫了許多褒揚、鼓勵
的話。接著，我們便有了交往。“伊妹兒”成了我們之間你來我往
的“信使”。儘管我們至今仍然未曾晤面，但頻繁的溝通讓我們彼
此間有了一定的瞭解。
與我同齡、但比我年長八個多月的耀東，生長於有著濃厚傳統

文化氣息的齊魯大地。豐厚、肥沃的北方田野，滋潤著他那一顆淳
樸而又敏感的心靈。儘管沒有受到完整的高等教育，但他堅持刻苦
自學，酷愛讀書。早在上個世紀的六十年代初，就戴著“戰士詩人”
的桂冠而成了文壇新星。半個世紀來，他勤奮耕耘，筆耕不輟，除
了七部詩集，還先後出版了散文、文論、電視劇、廣播劇、報告文
學等各種體裁的文學作品多部，有的還被譯成日文、法文、英文在
國外發表。
這樣一位碩果纍纍、著作等身、且在海外有著廣泛影響的成功

人士，與我這樣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交往，仍然是如此謙遜、如此
坦誠、如此的虛懷若谷，足見耀東兄的胸懷之寬廣。那北方大漢的
豪爽，深深地感染著我。我們相見恨晚，我們一見如故（當然，只
是彼此文字上的“見”，還不是見面），我們的心是如此相通。同
是詩海泅渡人，能夠在文字上相交，也算得上是一種緣份了。
我將永遠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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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午夜，我跟著耀東兄的腳步，從古城長安的馬踏飛燕，到青海

湖邊的犛牛、鳥島與菩提樹前的塔爾寺之光，再到峨嵋山上的佛光、
長江三峽上的峭壁洞孔
⋯⋯在超越自然的“人文山水”中，在詩人的無限詩思中，在

無法拒絕的菩提樹下，在一陣陣的心靈震撼中，我尋找著生命的本
真。
相思躺在深夜的床上，細雨輕輕敲打著憂傷的清晨。我咀嚼著

自己，在一種孤寂的心境中，看窗外墜落的桂花在秋風中飄浮。
情多最恨花無雨，三分秋色二分憂
荷爾德林告誡我們：“詩人的本質就是還鄉”。然而，在通往

彼岸的詩路上跋涉，我卻無法飲盡這濃濃的鄉愁。
詩神是一盞明燈，需要我們忘我地尋求一生。
秋風裡的菩提裝點著我的好夢。在詩人的筆下，它是那麼美

麗、那麼迷人，那麼扣動著我的心弦。我將把耀東兄送我的這一支
永遠珍藏在心中，我願意細細品賞它的每一縷清香。
向落葉叩問詩意，迎著那淡淡的夕陽！

 （寄自南京）

仁 健
　　由菲律賓華文作家協會承辦的2016年第十五屆亞細安文藝營
於7月9日在該國馬尼拉市開幕。
　　7月的菲島已送別酷暑，並迎來50多位來自新加坡、馬來西亞、
泰國、印尼、菲律賓、緬甸、汶萊和越南的作家和詩人。其中，本
刊編委、華文《西貢解放日報》文藝版主編曾廣健等應邀參與。
　　該文藝營為期兩年舉辦一次，由東盟各國輪流承辦，是次以
“本土精神，國際視野，為共建亞細安華文文學命運共同體”為
主題。始創人駱明作家在開幕上表示：亞細安文藝營好不容易維
持至今，希望各國從事文學活動者要致力把亞細安文學推出去，
栽培新秀，互相交流以促進文學發展和提高品質，好讓亞細安文
藝百花齊放，芬芳吐蕊。
　　是次，各國代表作了活動報告，同時進行論文宣讀和研討。此

亞細安文藝營發展國際視野

外，組委會向各國頒發了“亞細安華文文學獎”，其中，越南有華
青詩人李偉賢獲得這項殊榮。據悉，與營者於10日獲安排到馬尼拉
市觀光，文藝營於同日晚上在各國作家朗誦詩文及高歌助興的歡愉
節目結束；而第十六屆的文藝營於2018年在緬甸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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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值馬來西亞檳城成為世遺城市9週年、孫中山先生誕辰150週
年，檳城華人大會堂文教組首次舉辦的“世界華文作家看檳城”活
動已在今年8月8日至12日開展。
　　是次，組委會已邀請來自中國、臺灣、香港、日本、韓國、印
尼、越南、德國、法國和加拿大等30作家，編輯，教授，學者應邀
參與。越南則有本刊編委、華文《西貢解放日報》文藝版主編曾廣
健受邀出席。為期5天的活動，各作家已參觀檳城世遺區、孫中山在
檳城遺跡、大山腳日新中學、全馬最大的大士爺、海珠嶼大伯公
廟、韓江家廟、檳榔嶼等。檳華堂主席許廷焱拿督表示：這個活動
以“拾中山事跡，覽檳嶼風光”為主題，這是檳華堂首次籌辦世界
文學活動，希望透過這項參訪調研訪問，將檳城推向世界，也將世
界帶來檳城。
　　文藝組主任朵拉作家表示：與會者從採風活動中可以親身體驗
到檳城的歷史風貌，人文風土和自然風景，感受檳城日新月異的發
展步伐，從過去，現在和未來各方面探討檳城，促進人文發展，與
世界各學者加強切磋交流以提高和深化當地的文學素質。
　　據悉，與會者將撰寫兩篇文章，主辦方將集合並預料明年出版
1本10萬字的文集。

世界華文作家檳城採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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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

光
叢書聶 難

（一）熱愛陽光

　　每一天，我都在鳥兒歡快的歌聲中，扶著陽光的手杖睜開惺忪的
雙眼，目擊這個美麗世界上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一村一寨，在陽光
的恩賜下散發出無窮無盡無法言表的魅力。
　　每一天，我都在陽光溫暖的普照下，享受著人間的幸福、甜蜜，
修正著自己的步伐走錯的路線，總結著自己走過的每一分每一秒，
期待著無限美好無限詩意的遙遠未來。
　　每一天，我都端著陽光這杯至真至純的美酒，嗅著她醇醇的醉人
的芳香，沿著童年時代美麗的夢一直向前方悄悄走去，懷揣一種叫
做熱愛的情愫，不停不歇不急不躁不慌不忙。
　　熱愛陽光，是因為陽光賦予我力量和信念，是因為陽光為我織出
五彩的錦緞，是因為陽光拍攝著我經過的每一個驛站每一段道路每
一次跌倒每一張笑臉。
　　熱愛陽光，是因為陽光在我最需要光芒的時候，引領我走出黑
暗，把我帶向一個光明燦爛的地方，遞給我一封封情書，叫我從此
愛上人間愛上生活。
　　熱愛陽光，是因為陽光親吻過的每一寸土地，都成功地在深秋時
節交出金燦燦的果實，毫無保留；是因為陽光輕撫過的樹木都喧響
出蓬勃動聽的生命進行曲。
　　熱愛陽光，在夜黑風高的晚上，我總是想象陽光一定在某個高度
窺測到我內心的恐懼和憂傷，悲苦和惆悵！

（二）太陽的呼告

　　無論白晝還是黑夜，我總是聽見太陽對我苦口婆心的呼告。

　　白天，她站在山巔，跑在高原，走在河川⋯⋯在塵世的每寸空
間；她高在藍天之上，白雲之上，王冠之上⋯⋯在遙遠的燦爛天
堂，對我呼告：珍惜生命、熱愛生命，不要好酒貪杯葉公好龍好高
騖遠魚目混珠茍延殘喘茍且偷生，更不要悲觀嘆氣一蹶不振！
　　夜晚，她走向我酣甜的睡夢，踱進我的思想，踏入我的靈魂，掀
起我被蒙蔽的黑色面紗，溫暖而文雅地與我握手，禮貌而紳士地與
我寒暄，她對我呼告：太陽每天都是新的，要將每天都當生命的最
後一天來過，要躲過紅塵俗務，繞過藩籬羈絆，背過奸臣讒言，衝
過荊棘坎坷，披荊斬棘，一心上前，永不回頭。
　　於是，我感到親情的陽光時時刻刻匍匐在我的身上，踩在我的肩
上，坐在我的掌心，駐紮於我的心間，始終向發出熱情洋溢的呼告。
　　這種鍍金的呼告，連泥土也舒心地發出甜美的回應，莊稼也興奮
地舉起綠色的旗語，河流也陶醉地唱起動聽的歌謠⋯⋯
 

（三）小小的太陽

　　每個人心中都有一輪小小的太陽，照耀自己走向理想和幸福的站
台，這輪太陽永遠不能垂落，一旦落下，人生就迷失了路線，散失
了希望。
　　這輪小小的太陽是信念，支撐我們在紛亂的世界永不退縮，永遠
朝既定的方向邁步；
　　這輪小小的太陽是溫情，慰藉我們在離家的時候放下包袱，一直
向長遠的目標跋涉。
　　當天上的太陽被黃昏的鞭子趕下山坡，這輪小小的太陽還高掛心
空；當放牧黑夜的星星跑上夜空，這輪小小的太陽依然將光亮灑遍
我們的心間。
　　沒有任何障礙可以阻擋我們心中小小的太陽升起，也沒有任何力
量能夠迫使我們心中小小的太陽降落。

（四）傍晚的陽光
 
　　傍晚，陽光剪輯著大地，大地在陽光下凸顯與眾不同的色彩。
　　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陽光貼在西邊的山坡，像閃耀著純金

(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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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光芒。牛背上的牧童吹響了暮歸的笛韻，啁啾的鳥群拉響了回巢
的汽笛。
　　日暮蒼山遠。遠方如黛的山脈壓在沉重的時間下，孤獨地隱忍著
斜陽的踐踏和蹂躪，慢慢地，一片暮靄渺茫了我遙望的目光，擾亂
了我平靜的心靈。
　　誰也無法遏止夕陽走在回家的路上，一如誰也無法阻止夕陽將黃
金的光芒潑灑人間。於是，世界就有了朝來暮往、暮來朝去的難以
言喻之美。

（五）低處的陽光
 
　　低處的陽光是想低到泥土裏去嗎？地面上那雨後留下的渾濁的水
窪，無論陽光怎樣縱身躍都跳不到水底。這時，風便站在樹梢語氣
溫和地打著圓場，牛兒已經身子透濕著回到圈裏咀嚼著光陰。
　　低處的陽光是想低到塵埃裏去嗎？穿過三月的鳥語和牆腳的梅
花，我看到那一粒粒塵埃在陽光的射程裏像水中游樂的魚，只要風
一吹，它們就會四處亂撞。而此刻，正值旭日東升，雲淡風輕。
　　我相信：那些低處的陽光，總在努力做一件事　——或許誰也想象
不到的事。

 （寄自雲南玉溪市）

野
葵
花

仲 玲
妳如斯情深，於十月冷風，
迎我於山巒；於道旁；於湖濱；於丘壑。
信守一色金黃，提示深秋。
讓旅客滿山觸目，隨處可尋。
導遊解說妳的故事，只一季的使命。
卻是農民的恩物。花；莖；葉；根全身都是寶。
枯萎後，能把泥土盡化作肥沃，成為農田最佳的養分。
山城的人非常愛護和欣賞，妳秋天的招展。
透過車窗，我一路追隨，
妳遠遠近近的身影，傲笑穹蒼的風姿！

姜 華 五章皇天厚土

（一）故鄉
故鄉是一枚月。圓滿或殘缺，皆為個人福報。
誰能懷抱滿月。往往月圓之夜，許多人仍奔波在路上。
一群夜鳥在樹梢上竊竊私語，討論著冷暖、苦難、美酒和詩歌。
月夜，小南風吹過村莊，甜且清冽。春夢，沿著秦巴山地漫洇

開來。
在這個滿月盈空的夜晚，我需要浪漫一次，返回前朝，挽上衣

袂輕移的娘子，漫步大唐西市，演繹一場風華雪月的故事。也可溫
一壺美酒於山野，邀三五布衣，對月淺酌，盡情釋放塵世的憂傷、
嘆息，和無奈。

今晚，我要把那些陰暗的、奸詐的、齷齪的世俗，方言，和表
情，統統趕出門外。

儘管塵世一地殘影，我不抱怨。一個人呆在低處，悄悄的活著，
偷偷地愛著。

現在，所有月光都是我的，我讓它翻越秦嶺，沿漢江故道，追
尋大禹足跡，聚會太極城裏，普照這塊史稱旬關的地方。讓這塊土
地上的動物、和植物披上歡樂、吉祥。

今夜，月光願意掏出了所有的銀子。
月照故鄉。今夜我是王。我要在故鄉奔跑的土地上，河流山川

和房前屋後，遍植桂花、五穀、牛羊、仁愛和笙歌。我要暢開門窗，
靜靜地聆聽，萬物生長、發芽、開花的聲音。

月光多麼悲憫，如上帝。

（二）土地
土地多麼遼闊，沉重如祖先頭顱。
我像一條蚯蚓，從泥土裏爬出，高舉五穀的信仰，如高舉一束

火把。
彎曲的土路，如一節草繩，在前方，也在身後。
現在，我橫下心來，把黑夜的屍骨掩埋，向著陽光和雨水，開

啟黎明通道。生命正在枯榮、茂盛或衰敗。一些前朝隱秘的事件、
和細節，多少年後被風掀翻，一地嘆息。
我遠去的父母、親人、同學和朋友，經常從骨頭接近我，音容

如當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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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育萬物輪迴、消長的土地，像一本線裝書，被農人世代苦
讀、翻閱，畢其一生。
現在不談論莊稼、樹木、生長或消亡。我看見一位常靠牆而立

的老人，像一把衰草，正在被秋風驅趕。
前世的宿命，又在枯萎的枝頭上揚花。
土地遼闊、無言，水流一樣，帶上一些動植物的韻律或部首，

靜靜地徜徉。
土地身上的痛，只有自己知道。

（三）村莊
村莊是一條河，天上的河。
它流過的不僅是生命的記憶，酸甜苦辣，喜怒哀樂都浮在歲月

的船上。
那些目力不及的水，洶湧著、咆哮著、嗚咽著，日夜從父老鄉

親頭上流過。
村莊上空，那些忽濃忽淡的炊煙，正在驅趕饑餓、憂傷和空虛，

給我留下深入骨植的胎記。
村莊是個開放的舞台。誰都可以上去表演。
你看。河面上水鳥用潮濕的嗓子歌唱，如孕婦溫潤的氣息。圈

內反嚼的黃牛，似一位年邁的智者。麻雀聚著一堆，爭述鄉間昨天
的艷遇。一群雞在院內踱著方步，踩出一行象形文字。那些稔熟的
聲音、氣味和方言，與田間禾苗一起，霧一樣在秦巴山間、漢江河
谷瀰漫，升起來，又落下，不斷逼近村莊真相。
那些花，奇形怪狀的花，終年環繞著村莊。開得放肆而失控。

四月瘋長的莊稼、和愛情，像一群動物在奔跑、吶喊，它們成熟的
慾望，已經抵達雨水高度。
我聽到村莊裏嘩嘩的水流聲。
你看我的村莊，多麼像一隻隻勤勞的蜘蛛，通往村莊的路徑是

它編織的網，村裏的人和動物、植物，水流一樣，流出去，又覆流
回來。
村莊是一條河流，一條貫通血脈的河流。更像一座盈缺的水庫。
它餵養了人類，和萬物，承載著農業的繁榮，或衰敗。

 （四）夜鳥
掠過夜空的痕跡，閃電般，把塵世的方言剖開。
如神跡。邀我同行。
夢境飛來之前，我踅入時間隧道，回放這樣的場景。這個秋夜，

肯定有一隻鳥，乘著月光，從我的窗前飛過，呼喚我。這應該是一
隻流浪的鳥，它的叫聲低沉、憂傷，浸濕了窗外的月光。
那些自由出入的風，這一刻啞了嗓子。
微涼的夜晚，一隻鳥輕易地說破了世事。
在這個明亮、乾凈的時刻，仁慈的上帝，請允許世上所有的生

靈，訴說自己的前世今生，歡樂和失意，辛酸與無奈。甚至疾病 、
災難，人禍和卑微的身世。 
允許我愛的那一隻，為追趕幸福，丟棄我遠行，棲息在他人枝

頭。
這個夜晚，我還看到一隻烏鴉繞道，遠離風沙飛行，側身躲過

世俗的追殺。
何時才能收攏翅膀，和慾望。我於四十年前拋出的那枚誘餌，

距天堂還有多遠。歲月裏流動的歌聲，灌滿了前世的宿命、和風
雨，高舉信仰的飛翔者，已然相忘於江湖。
有夢如雪片，漫天飛舞，輕如羽毛，擲地有聲。
人到中年，我時刻抱緊自己的骨頭，梳理羽毛和聲帶，期待時

機，騰空而起。
我的叫聲也許是絕唱。 

（五）聲音
似有似無的聲音，行走在田野上，若隱若現。
秋天的風，突然劍走偏鋒，如柳條抽在我身上，把我樸素的慾

望掀翻。
這些宿命未曾破譯的密碼。
大自然的魔咒。
秋風過來的時候，我聽到一些來自民間、細密的聲音，或高昂，

或低沉，或憂傷，不停地撞擊著我的耳膜。我驚訝這些近似宗教，
塵世的方言，或啞語。
我試圖接近它們，卻往往陷入一潭泥淖，不能自拔。
多少年來，幾近失語的我，只活在一種聲音裏，抱緊一個細節，

不停地敲打那些瓷器，直到發出微弱的光芒。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有愛餵養生活，這就夠了。還有我種養

的詩歌，這就夠了。我滿足這遼草的生活，面對一碗稀粥，我從不
抱怨。
現在，我的天空經常布滿烏雲、淚水和蒼茫，微溫的陽光照過

來，還有什麼不能夠讓我放棄。
我活在這些噪雜的聲音裏，痛苦著，快樂著。
輕輕地，愛著。

 （寄自陝西安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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