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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本期的刊頭題字出自于建華之手。于
建華1962年生于河南郟縣，祖籍山東文
登，曾任《許慎書畫報》和《洪丕謨研究
報》主編。現為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中
國宗教學會會員、河南省作家協會會員、
洪丕謨書畫文化研究會會長、漯河中山書
畫院常務副院長等。著有《洪丕謨生平》
等人物年譜、散文集與書畫鑒賞專著數十
部。

《菲華著作  名家序跋》

截飛鳥之思於雲端
一一王勇截句2《詩舞人間》序

白靈

       詩是靈魂的飛行器，往往精簡幾句，即
可讓人轉換情境乃至切換時空，去到不可思
議的想像之地。它使用的燃料雖是語言，一
般的語言一點燃就燒光了，詩的語言不然，
一但被創造出來，則每回重讀都是新的，像
摘之立生的果樹，像永不疲乏的永動機。
      因此好的詩實在不必長，十行以內，四
行五行，乃至三行俳句，二行一行概無不可
精彩炫目、助燃飛行器的動能。四行如卞之
琳〈斷章〉(1935)、紀弦〈戀人之目〉(1937) 
均是小詩著名顯例，八十餘年來卻再未見有
詩人以之為標竿，豈不令後人汗顏兼扼腕？
1979年羅青標舉小詩旗竿四十年來，小詩命
脈也是時起時伏，並未受到廣泛集中的注
目。幸好拜網路及智慧手穖之賜，加上「截
句之風」(四行以下)颳起，小詩從來沒有像當
下這一刻在各地華文世界中那麼受到矚目。
      以「閃小詩」知名的菲律賓詩人王勇對小
詩的迷戀幾乎已到了「無可救藥」的地步，
他在小詩領域用力之深，不讓臺灣前賢林煥
彰推展十餘年的「小詩磨坊」，不論創作及
在報刊媒體上大肆推廣，都近乎出以「洪荒
之力」，令世人側目。他大概是全球華文詩
人中除台灣的蕭蕭外，小詩創作量最驚人的
一位，其「閃小詩」加上「截句」的篇章恐
已在千首以上。長此以往，他在寫詩記錄上
要打破南宋陸遊「六十年間萬首詩」(《劍南
詩稿》，今存9300多首) 的記錄也並非毫不可
能。  
      當然創作量的多寡並不能保證詩的品質，
陸遊亦然，但才思敏捷、奮進不懈都是顯而
易見的。王勇光在半年時間即得詩196首，
相當於日日有詩，有時一天連發數首，如此
日日處於詩的「拍發」狀態，已是人生極大
樂趣。 有時他還同一主題連續自問自答，如
〈截句詩〉、〈截拳〉、〈截球〉、〈分身
術〉、〈扒〉、〈節拍〉、〈蚯蚓詩〉等都
扣住「截句」截的必要，卻也可能是如球遭
「守門員淩空飛撲，接住/一粒衝擊力驚人
的好詩」(〈截球〉)，也可能「那怕首尾分
身，我仍以 /截句的名譽宣告重生」(〈蚯蚓
詩〉)，如蚯蚓舊軀「截」斷重生，說的卻都
是「截」字衍伸出的樂趣。
      其它小製作的如〈佛手果〉、 〈佛手
露〉、〈佛手瓜〉，或〈剃頭〉、〈小分
頭〉、〈白髮劫〉，到三首即止。大張旗鼓
的則有以「飯」字為中心的〈討飯〉、〈海
南雞飯〉、〈冷飯〉(二首) 、〈泡飯〉、 
〈隔夜飯〉、〈飯桶〉、〈飯島愛〉、〈飯
中煙〉、〈飯後〉、〈炸雞飯〉、〈麻油
飯〉、 〈飯盒〉 、〈晚飯〉、 〈午飯〉、 
〈年夜飯〉、 〈吃飯禪〉、 〈飯飯之交〉、
〈糙米飯〉、〈剩飯〉、〈賞飯〉、 〈牢
飯〉、〈魷魚飯〉、 〈蛋炒飯〉、〈炒冷
飯〉、〈共飯〉、〈鹵飯〉，有的取其諧
音，有的因字聯想浮翩 。再如〈手電筒〉就
連寫十七篇，以茶開端的有〈茶變〉、 〈茶
說〉、 〈茶悟〉、〈茶垢〉、〈茶心〉、 

〈茶吻〉等六首，當然很難首首精彩，卻能
向自我不斷挑戰乃至挑釁，甚是不易。
      他在小詩的經營上一直堅持「以戒為
師」，過去數本「閃小詩」無不是堅行六行
內五十字以下，並多次撰文將寫小詩的領會
與人分享。他在小詩的努力其實是向「極簡
主義」看齊的，他寧可多用名詞、動詞，極
少使用形容詞、副詞，而且不吝傳授「五手
絕招」：靈光閃現、借題發揮、哲思禪悟、
興詩問道、舉一反三。其中「興詩問道」(興
師動眾之勢，造成群詩壓境的力量) 、「借題
發揮」(順勢而為、聯想出完全出乎詩題的內
容與寓意)及「舉一反三」(在庸常生活司空
見慣的平凡之處，一再發現不同的奇妙轉折) 
，他大量擬人化地詠物，能把生活中大小物
品皆提煉成詩的題材，這即是上述「飯」、
「茶」、「手電筒」等尋常事物能「群攻蜂
出」的原因。他可以在極短几日內或不同時
間對同一題材反覆運思、多方耐心索想，一
再不同角度切入，將自己必得搾乾不可，這
種不斷「圍困自身」，「平凡題材百書不
厭」、猛攻強刺的毅力和精神著實令人驚
訝。
      其中「聯想出完全出乎詩題的內容與寓
意」的「借題發揮」一法是寫詩人最值得借
境的。比如他曾在六行「閃小詩」時也寫過
〈手電筒〉：「革命的槍聲響自/天邊，一
道道閃電/穿過夜色冒雨奔襲//你卻在黎明到
來前/慷慨就義」，「手電筒」(詩中的你)會
跟「革命」牽扯一起，看似奇怪，還真有深
意，不就是革命份子要有「手電筒精神」，
來抵抗龐大無邊的黑暗嗎？於是黎明前發出
「閃電」之光，身先士卒、慷慨就義，如此
小小手電筒引伸出龐大的時代意涵，詩意突
出。回頭再看他此冊截句詩集中連寫十七篇
〈手電筒〉之中的三首，就更能體認他的意
圖：

1〈手電筒〉(之五)

                    在我的逼視下
                    天涯退到遠方

                    我終於站成
                    自己的燈塔

2〈手電筒〉(之十五)

                  在張眼瞎的黑暗裡
                  你，牽引著我回家

                  故鄉，在遠方發光

3〈手電筒〉(之十七)

                  從你的光體穿越
                  時空，走進回憶
                  童年自黑暗中奔來
                  跳上我的肩，同行

     兩首四行、一首三行，行數字數都比
「閃小詩」時少。三首都多少與故鄉和遠方
有關，這是他「永遠的主題」。第一首放大
自己，將「天涯」逼退到遠方，以便立足處
有足夠空間綻放自身，「我終於站成/自己的
燈塔」，卻可能只有「手電筒」(詩中實質的
我)一樣的亮光，與「燈塔」(詩中放大誇飾
後的我)對比似不成比例，但又有何妨？即使
「手電筒」似的「燈塔」也是自己發光，有
不得不離鄉(詩中遠方的天涯)自立自足的感傷
和必然。 第二及第三首的「手電筒」則都成
了故鄉的代名詞，雖然「光體」微弱，卻可
「在遠方發光」，使「在張眼瞎的黑暗裡」
的我有一方向可回去。
      也可穿越其中時空，找到自黑暗中奔來的
「童年」，「跳上我的肩」，能繼續伴我同
行。此時「手電筒」般指引方向的故鄉，成
了人生溫暖的安慰，也是王勇書寫不盡的鄉
愁主題。
      比如下列三首，表面上是不同的題材，但
最終仍隱藏了心中的一種「痛」，那種痛說
不出、不好說、不能說，又不得不說：

4〈時間〉

          夜裡頻頻翻身的夢，壓得
          胸膛下的離情扁成一葉
          小舟。月光悄悄勾動
          它便游入黎明的眼眸

5〈飯後〉

          那就一起牽手散步吧
          牽著枴杖走進晚霞的夢

          再回首，炊煙仍在招手
          從這片海跨過海外的山

6〈茶心〉

          那藏在一葉一葉裡的
          絕密，春花秋月都不知
          夏葉冬雪皆不曉

          卻在我的左胸，蠢蠢欲動

       這三首詩皆具幽然之情、含蓄之美。第
一首寫的是「時間」，說的或是「歲月」，
「胸膛下的離情」使夜裡的「夢」頻頻翻
身，應指不捨，此不捨離情卻抓不住，最終
仍「扁成一葉小舟」在時間流動中，被「月
光悄悄勾動」就「游入黎明的眼眸」了，其
實是睡不安穩，離情依依，又不得不分離。
可指愛情、友情、親情，乃至終其一生難以
截斷的鄉情。第二首「牽手散步」的結果是
「枴杖」，「走進晚霞的夢」有從年輕追尋
至老、終有如夢之感的意味。而回頭看所來
處，「炊煙仍在招手/從這片海跨過海外的
山」，有遙遠至不可觸及、但仍忘懷不了。
第三首與此相似，卻更隱密，「藏在一葉一
葉裡的/絕密」，四季的變更都察覺不到，
「卻在我的左胸，蠢蠢欲動」。是什麼「絕
密」這麼神秘？末了只能由題目〈茶心〉去
聯想，說的或是在茶製作過程中的一種用心
或用情，而茶的來處或正是老家，那種家鄉
人投注的正是「茶心」，如此「我的左胸，
蠢蠢欲動」其實是感動、感激和感傷，說到

底，皆是隱隱的痛。
      王勇在短短截句上的努力，一如他寫「閃
小詩」時的用心，即使公務再忙，在菲律賓
與東南亞各國及兩岸間飛來飛去，仍不忘偶
探機窗外，截飛鳥之思於雲端，時時揮灑其
「五手絕招」：靈光閃現、借題發揮、哲思
禪悟、興詩問道、舉一反三，探囊取物般幾
乎日日得詩，半年即得一詩集，令人羨煞不
已。何況能將詩藝始終保持在一定高度，即
使偶然出手太快，或稍有失準，但滿天飛鳥
或飛球如雨奔來，應接自然不暇啊！能不需
凌空飛撲，即輕輕鬆鬆截住閃過之繽紛靈
光，這正是今人寫截句能承接古人寫絕句之
樂之趣之悠然之可反覆玩味的奧妙。
      詩形式能發展至此、好玩至此，豈非一大
跳躍？有志者，盍興乎來？

                               2019年9月15日

      (白靈：台灣著名詩人、詩評家、詩論
家，台灣截句倡導者。)

「王彬街」兩端的教堂
       馬尼拉保留了很多古建築，也
散佈著大大小小很多教堂，每一個
教堂都有自己的建築年代特徵，成
為馬尼拉一道獨特的風景線。
      在「王彬街」兩端就有兩座教
堂。走進王彬街有一座西方古老教
堂，矗立在王彬街頭的岷倫洛教
堂，教堂外觀看上去一般，但內部
裝飾相當漂亮。圓頂的天花彩繪色
彩斑斕讓整個大殿顯得華麗，仰望
畫面，一幅幅鮮豔而華麗的畫面匯
成藝術特色的畫卷，每一幅壁畫訴
說著一個聖經故事，給人直觀的視
覺印象。穹頂聖壇，彩色玻璃給人
一種宏偉的沉重感。
            踏進寬敞明亮、金碧輝煌的
教堂內，城市的喧囂被隔在門外。
置身清淨的環境能感受到異國宗教
的魅力，伴著淡淡的花香，一股虔
誠在心中湧起；靜觀壁畫的景致，
思索畫中的深刻含意，在濃厚的藝
術氣息氤氳下忘卻煩惱，讓心靈回
歸清靜。
      縱覽在一個黑色木質十字架禱告
的人，滿眼是信仰與虔誠以及美好
的祝福。宗教是教人向善，筆者不
僅被宗教本身的莊嚴吸引，也被教

堂的建築藝術吸引。
      漫步中國城一個中式拱門便意味走出王彬
街，視野開闊起來。花花綠綠的吉普尼車滿
大街跑，一個歐洲風格的噴泉及一座西方教
堂和中式牌樓遙遙相望，中西建築風格形成
鮮明的對比。
      教堂是王彬街另一端的「聖沓克魯斯教
堂」，透著悠久的歷史感，教堂雖斑駁不
堪，但線條美麗、建築壯觀、造型別緻。
      教堂內聖母抱著耶穌的畫像，聖母用慈愛
的目光注視著孩子，流露出慈母充滿恩愛之
情……虔誠的人們從聖女塑像雙手捧著的聖
水盤內沾取清水在身上劃十字，然後靜坐在
長排椅上或跪在木椅前的木條上默默祈禱；
還有信徒用手觸摸古老的教堂內各個聖像或
玻璃外罩默念祈禱。整個教堂洋溢著寧靜肅
穆安詳的氛圍。
      充滿宗教韻味的馬尼拉，每一座教堂見證
著不同的歷史，彙聚成菲律賓濃厚的宗教文

化特色。

神聖之地見證一世承諾

       馬尼拉有很多西班牙風格的建築，走進這
座都市，既能感受東方韻味又能體驗西洋風
情。
      筆者在奧古斯丁教堂參加一對新婚佳麗
的婚禮，浪漫氣息迴盪在厚重歷史感的教堂
裡，除卻浮華滌蕩著溫馨，螢幕畫面呈現於
現實留下深刻的印象。
      磚石結構的教堂外觀樸實無華，這是座教
堂也像一座古堡，建築帶著厚重的歷史感。
教堂內部與外觀則大相逕庭，圓形的屋頂，
繪著精緻的壁畫把教堂裝飾的猶如藝術殿
堂，美麗的玻璃花窗的每一格都是一幅色彩
斑斕的畫，宛如訴說著一個個故事，陽光透
過彩色玻璃照進內部，美輪美奐讓人難以忘
懷，整個教堂彰顯著富麗堂皇。
      溫馨的燈光及斑斕的色彩流露出神聖莊
嚴，讓人對宗教文化的溫情多了好感；華麗
的水晶燈、聖母畫、耶穌十字架及菲律賓藝
術珍品令人目不暇接，彷彿進入菲律賓歷史
文化博物館。
      置身在濃郁的西班牙風格教堂參加一對
新婚燕爾的婚禮，莊重的氛圍且不失浪漫氣
息。
      下午時分，穿著白色婚紗的新娘在猶如
精靈的花童引領下踩著紅地毯來到臺上，臺
上牧師為新人做禱告，嘉賓靜靜地坐在月臺
下，默默地低著頭顯得格外莊重。
      結婚是一生嚴肅莊重的事，看著一對璧人
面對神父莊嚴的宣誓，把彼此鄭重地託付給
了對方，相互依託，一種神聖感油然而生。
當新娘在眾目睽睽之下說出「我願意」，幸
福味道洋溢空間；當牧師宣誓這對新人結為
夫妻的那一刻，漂亮的新娘落淚了，新郎則
親吻了新娘，全場嘉賓洋溢著笑容，祝賀新
人喜結良緣……
      教堂的婚禮在這對新人與身著不同顏色禮
服的嘉賓合影留念中，致謝送客。
      一對新人在教堂內舉行隆重華麗的婚禮，
那盛裝的禮服，純真的笑容，真摯的祝福，
讓教堂的婚禮儀式感顯得鄭重而莊嚴。這神
聖的婚禮儀式讓新人在神靈面前許下一世承
諾，共同攜手走進人生的另一段旅程。

                                          (全文完)

《菲華文學研究論文選登》

閩南文化對菲華文學的影響(四) 
戴冠青

            另一方面，我們知道，閩南人出國
謀生已有悠久的歷史，據有關族譜記
載，唐代就有人漂洋過海居留異域，宋
元時期隨著泉州港對外貿易的發展，出
國謀生、居留海外的漸漸增多。不過，
早期雖然也有成功的商人越洋經商，但
到了後來，特別是鴉片戰爭以後，則多
是貧苦的勞動人民出於無奈，才到海外
尋找生路的。「出外人」在海外篳路藍
縷，苦苦拚搏，有家不敢回，有苦無處
訴，正像在晉江廣為流傳的歌謠〈番客
歌〉中所唱的：「唱出番客只有歌，流
落番邦『無投活』（即無可奈何），離
父離母離『某』（妻）子，為著家窮才
出外。親像孤鳥插入群，做牛做馬受
拖磨。阮厝某子『一大拖』（即一大
群），勤勤『趁』（即賺錢），不甘
『開半瓜』（即花半分錢）。」(陳桂
炳：《泉州民間風俗》，中國文聯出版
社2001年版第163頁。 )另一首閩南歌謠
〈廈門水路透（即通）番邦〉也這樣唱
道：「廈門水路透番邦，番邦真正遠。
離父母，無投活，離某離子心頭酸。
鐵打心肝也會軟，目滓流落到天光。」 
(陳桂炳：《泉州民間風俗》，中國文
聯出版社2001年版第165頁。 )這些歌謠
中所吟唱的這種閩南「出外人」的辛勞
歷程和痛苦心境因而也成為菲華文學中
的主要表現題材，如女作家亞藍的小說
〈英治吾妻〉、〈齊人老康〉、仞青的
小說〈出外人〉、莊子明的〈賣身契〉
等等。仞青的小說〈出外人〉中的老華
僑水牛忠，新婚三日就丟下新娘到菲律
濱謀生，拚死拚活過去了30年，如今年
老多病，發財無望，思念親人，卻只能
望洋興歎，無錢回鄉團聚。這種深入骨
髓的悲傷，可以說是作者對拚搏在異邦
的閩南「出外人」的痛苦心境的真實體
驗和形象概括。
       菲華女作家亞藍的小說，則通過到
菲律濱創業的閩南人與家鄉親人剪不
斷、理還亂的親情關係來詮釋這種「出

外人」的獨特境遇和悲苦心態。如前所
說，被迫離鄉背井、漂洋過海到東南亞
闖生路的閩南沿海許多農民，由於創業
坎坷，謀生艱難，再加上路途遙遠，音
訊阻隔，長期的兩地生活無法溝通，致
使一些家庭發生裂變、重組，造成人生
悲劇；一些人則有家不能回，長期異邦
飄零，兩地相思，過著孤苦伶仃的淒涼
生活。亞藍的〈英治吾妻〉描寫的是一
位年輕時拋妻別子獨闖南洋的閩南人培
叔，因長期在異邦為番客，家鄉音訊阻
隔，便另娶番婆成家。而家鄉的糟糠之
妻英治則長期獨守空房，苦苦等待，過
著守活寡的日子，直等到兩鬢斑白，年
老色衰，才挨到去呂宋與丈夫相會，然
而反被當成入侵他人家庭的第三者，不
僅難以接納，而且受盡排斥，最終還是
被迫回到香港，抑鬱而死。小說中，作
家把閩南「番客嬸」和呂宋「番客」的
內心痛苦和情感罹難表現得如泣如訴真
切感人，典型地反映了菲律溪閩南華僑
的真實處境和獨特心態，具有很強的現
實性。
      在閩南泉州，也曾流傳著一些展示
華僑眷屬淒苦內心世界的歌謠，如〈送
君出門去〉：「雨仔雨毛毛，送君去
出門。送到呂宋街，目滓（即眼淚）
流挨挨，舉起為君遮雨傘，俯落為君穿
草鞋，不知我君此去幾時回？」(陳桂
炳：《泉州民間風俗》，中國文聯出版
社2001年版第165頁。 )〈十五月娘〉：
「十五月娘（即月亮）圓又光，我君過
番離家門。枕頭被席冷霜霜，雖然愛困
畏上床。嘴乾舌又渴，井水且潤喉。日
頭卜落山，鳥只都歇岫，思念我君在外
頭，心裡亂糟糟。望卜君返來，此身才
著留，一日過一日，啥時君來到！？」
(陳桂炳：《泉州民間風俗》，中國文聯
出版社2001年版第165頁。 )這些悲愴動
人的歌謠，不正唱出了亞藍所表現的閩
南「番客嬸」英治們的辛酸和無奈 ?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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