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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刊頭出自中國知名畫家韓瑋教授
之手。韓瑋，美術教育家，中國花鳥畫家。
1955年12月生，山東省諸城市人。山東師
範大學美術學院教授，中國畫碩士研究生導
師。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山東省中國畫學
會副會長兼秘書長，山東省美術家協會花鳥
畫藝委會副主任兼秘書長，山東畫院藝術委
員會委員、特聘畫家，濟南畫院特聘畫家，
濟南市美術館理事會理事。山東省九屆、十
屆、十一屆政協委員。有電視專題片《韓
瑋的花鳥畫》、《儒雅書生氣，率意丹青
手》介紹其人其藝。 出版有列入「十一五」
「十二五」規劃的國家級大學本科教材《中
國畫》(已出版修訂版第三版)，今年已出版
修訂版第三版的《中國畫構圖藝術》和《花
鳥畫》、《中國小品畫構圖研究》等學術著
作十多部以及個人畫集、雜文集、中國畫技
法書籍等數十種。

《域外名家筆下的菲律濱》專輯          

菲律濱詩抄
覃子豪

〈Tipiniu之晨〉

           樓窗下的馬蹄聲

           響自夢中的驛站

           我臥於蜃樓

           來自海市，夢在海市

           來自沙漠，夢在塞上

           夢過橋去，夢上海市

           小橋下的水，流不過巴石河

           灰色的建築分割死魚之目

           而馬尼拉的藍天

           藍於塞上的長空

           靜寂的中國街，不見酒旗

           卻聞昨日午後唐人的橫笛

           笛聲起自塞上的牛羊之群

           馬蹄應和於鐵店中錚錚的鳴響

           屋頂如城堞，向日葵開於東窗

           以花瓣紛擲我目

           醒於海市，醒於海上

           桑地雅哥，給我的早餐是：

           一杯夜色

           一盤太陽

〈致薇金妮亞〉

           你摘下在嘉年華會上的假面

           脫愚人之帽與黑色的緊衣

           如揚殼的蝶

           那赤裸，令眾星驚訝

           薇金妮亞：你的微笑

           是酒盞中的一朵百合

           你吻杯中的唇

           復食我的浮雕之顏

           而百合瞬即凋謝

           然後，你無所期待地期待

           隱入面具中的黑夜

           啊！同謀者與我同在

           人們豈能洞澈盾中的清醒

           面具絕非詭術

           意志的隱者

           隱於天堂，或隱於地獄

           請你以面具中的冷目窺我

           窺我在穴中被日蝕之瞳

           珊瑚樹依然長自冰海

           欲焚我衰落的心臟

           面具中的虛無是不可仰望的神祇

           你的目如幻

           你如以羊頭目我，以鷹首目我

           目我誕生於希臘

           且將於面具中回返

           你便是清醒中的清醒

           薇金妮亞

           當你的跣足跳完競竿舞之後

           面具恆在

           當馬尼拉灣的太陽

           在你的面上死去之時

           面具恆在

           如隱入濃黑的夜裡

           而我們從未被愚弄

           我的永不會看見你誘人的面龐

           染上殷紅的血跡

           薇金妮亞：因我們是孳生

           沒有未來

〈碧瑤〉

           花的街市

           花地，斜坡，石級

           明暗，重疊，如舞台的佈景

           著花裙的士女們

           走出畫中

           走入畫中

           戴長春花環

           夢不再謝落

           戴依戈羅人黑色的假面

           他們不知我來自何國

           而土人仍能識破我是異客

           用我眼裡的鄉情太濃

           且以尋覓的步履

           踏過綠色的牧場

           湖濱有音樂響起

           一棕色女郎

           被一群木雕的土人圍著

           在玻璃櫥窗中，扭動

           赤裸的玲瓏的身段

           跳旋風般的西班牙舞

           松林下，有金髮女孩

           騎小小的白駒

           在濃蔭的山道上

           追一片雲

〈麥堅利堡〉      

           沉默   是偉大的

            ── 維尼(Vigne)

 

           聚信仰於此，信仰即在此

           這兒，一切俱肅立

         靈魂的合眾之國

         肅立著紀念塔，碑林，旗幟

         肅立著偉大的沉默

         從禮智登陸而來的戰士們

         七萬個長眠於永恆的靜寂之中

         麥堅利堡不再聽到

         禮智海水的喧嘩

         而鳥啼青青的山

         弔悠悠的往古

         而風吹動靜靜的林木

         鳳凰木無聲的燈放火燄

         雨樹孕育著綠色的生命

         一粒粒的果子落地無聲

         一切俱靜，靜得可以聽到

         靈魂的耳語

         一行行的十字架沉默著

         七萬個名字肅立著

         豎自由的信仰於白色的合眾之國

         離遠了禮智海水的喧嘩

         風和鳥在此靜靜的吟唱：

         昨日的噩夢已在此化為今日的祥和

〈塔阿爾湖〉(註一)

         值此殘酷的盛夏

         鷹以凋敞的翎羽比高於千仞的石巖

         魚縱深於七噚的湖底

         而鷹揚，魚逝，松溢芳香的油

         湖在山下陷落，與海同夢

         湖荒蕪如未種植的水仙花田

         而山靈不死，躺臥死火山的穴中

         與死了的湖之精靈們同睡

         湖陷落，深邃如蓮心

         山挺秀，青翠如蓮葉

         千山，千葉，葉葉滴翠

         意志的巔峰上有我

         立於千葉蓮的蓮瓣(註二)

         立於千葉蓮的蓮瓣

         非拈花微笑的尊者

         非觀自在的如來

         人說我乃一流浪的語言底鍊金術士

         來自東方的慾望之港

         在塔阿爾湖，觀金蓮花吐七色的火

         而湖中的晶球已成盲目的灰瞳

         死瞪著中呂宋藍色的長空

         而虹已逝，銀日已沉

         雄雞啞了嗓子，蛇失落了翅膀

         金蓮花，像碎瓦般的凋謝

         在此，我立磐石之側，如磐石

         我臥浮雲之中，如浮雲

         在此，迷魂之湖 ; 在此，地獄的季節

         在此，麵包樹不長麵包

         葡萄籐不結葡萄

         在此，

         我乃一流浪的語言底鍊金術士

         值此殘酷的盛夏

         塔阿爾，塔阿爾

         你的水清 ？你的水濁 ？

         我的慾望能溺斃於你的幻滅之眼 ？

         能溺斃於你的無光之鏡 ？

         你能照鑒我從不飢餓的石頭

         以及沒有腸胃的雲

         情人們呢，為愛情而死，死得其時

         卻永遠活在童話般的傳說裡

         湖之戀人們，常醉心於

         至美之始，至美之終

         我若葬於那未死滅之餘燼

         值此殘酷的盛夏

         我的慾望不變鱷魚(註三)
         在火湖中，

         將淨化成一朵金色的蓮花

註一：塔阿爾湖( Taal Lake )在菲律濱
之大雅台市( Tagaytay City)。湖中有死火
山。一九一一年為最後一次爆發。

註二：千葉蓮為菲島所產之一種蓮科植
物，色青，大如拳，狀似蓮花，葉那蓮瓣，
蓮瓣即葉。

註三：傳說古代該地有一村女，甚美，
與一外來之行商相戀，欲與之成婚，其母不
許，並遭村民反對。據謂，如許其成婚，禍
必至，全村將遭火山之熔岩覆沒。女不信，
與此行商私奔。中途，遇火山爆發，乃被葬
於熔流中，後變為湖中的鱷魚，村民敬之如
神明。

(收錄於一九六五年由台灣覃子豪全集
出版委員會出版的《覃子豪全集》。覃子豪
(1912年10月—1963年10月10日)，別名覃
基，四川廣漢人。有「海洋詩人」和「詩的
播種者」的美譽，與鐘鼎文、紀弦並稱台灣
現代「詩壇三老」。1931年在北平中法大學
讀書時開始發表詩作，曾與同學合出過詩集
《剪影集》。20世紀30年代在日本留學時，
參與過「左聯」東京分部主辦的《詩歌》

麥金利堡 
流沙河  

抗日戰爭後期，美軍來華助戰，辟

機場於川西廣漢，飛B-29遠炸東京。學

童呼美軍："密斯脫，頂好 ! "四十三年

之後，菲國詩友引我憑弔二次大戰美軍

墳場，地名麥金利堡，在馬尼拉。見十

字架碑一萬七千多座，上刻美軍烈士姓

名。其間亦有昔年遠炸東京者，長眠碧

草之下。

             "密斯脫，頂好 ! "

             我大聲叫，高翹

             稚嫩的拇指，

             向一輛美軍小吉普，

             在抗日的昔年，

             在四川的驛道。

             記得回答是一句 " 頂好 "，

             那美國佬，揮手傻笑。

             "密斯脫，頂好 ! "

             我小聲叫，低垂

             先斑的頭髮，

             向一萬七千十字花，

             在旅菲的今日，

             在麥金利堡。

             聽見回答是一串鵑啼，

             冷冷夕陽，萋萋芳草。

1987年1月12日於馬尼拉花園飯店

(流沙河，1931年11月11日-2019
年11月23日，中國現代詩人、作家、
學者。出生於四川金堂，本名余勳坦。
主要作品有《流沙河詩集》、《台灣詩
人十二家》、《隔海談詩》、《台灣中
年詩人十二家》《流沙河詩話》等等。
詩作《就是那一隻蟋蟀》、《理想》被
中國大陸中學語文課本收錄。 曾任《星
星》詩刊編輯。)

馬金利堡     
 余光中      

       姑仰臥在此。氣候非常夏天
       白色的幾何形聊為分割
       南呂宋的大半個下午
       以及用低緯度織就的
       那一種抒情的藍

       雲竟然昂首，在現代建築的背後
       看我們野餐
       餐四月的印象主義
       遂覺靜有三百六十度，用睫毛揮出
       我的午夢是圓心

       成排的十字架們在聽著
       當鷓鴣在公墓的那邊數著念珠
       當風景躺下來陪我小憩
       被催眠的空氣中
       金合歡的髮簪無所謂地墜著

       竟任許多營陌生的靈魂
       在地理石壁上陷得更深
       雷伊泰灣在遠方夢寐
       仍是雲有雲，群島之外有群島
       任沉艦的銹魂在南中國海底
       作祟，當颱風起時

      註：馬金利堡(McKinley Fort)在馬
尼拉郊外，是處有二次大戰時美軍在菲陣
亡將士紀念碑，全以大理石砌成，上刻死
者姓名，公墓中有三萬餘白色十字架。
(選自一九八一年八月台北大地出版社出
版的余光中詩集《五陵少年》。余光中
(1928年10月21日-2017年12月14日)，
福建泉州永春人。生於南京，曾於港台
多所大學任教，詩、散文、評論與翻譯四
能，著作等身，為華文世界最傑出的現代
詩人之一。)

一位中國詩人在麥堅利堡     
楊然  

麥 堅 利 堡 ， 位 於 菲 律 賓 馬 尼 拉 市
郊。那裡埋葬著二次世界大戰陣亡的七萬
美軍士兵。台灣現代派詩人羅門的名作
《麥堅利堡》，寫得驚悸悲涼。大陸詩人
流沙河於1987年春天訪問過那裡。

當羅門通過神奇意象，在《麥堅利堡》陰冷入魂
那裡的星星便幽深而黑，月亮便空洞而白
雖然彼岸的夜確實很黑，林林森森的十字
架也確實很白
但是樹是青的，草是綠的，做人的情緒更
是鮮嫩而明媚
從《草木篇》走來的詩人，你，便身披這
種生命的本色
來到七萬棵白色碑站立的肅穆景色中
認定那一棵無名勇士的墓誌銘，至今，也
陽光般活著

「長眠在此崇高的光輝中
一位武裝的同志，只有上帝認識他」

你撫摸潔白的十字橫木，似握住他健美的雙手
鴿哨從空中投影藍色的路，又一片晴朗向遠方滑行
你敏感到野草氣息的透明，似感應他輕輕的呼吸
鮮花廣場上，黃昏的音符閃爍而起落，簇
擁英雄銅像
你仰望最高的樹冠，似凝視他不朽的瞳孔

「長眠在此崇高的光輝中
一位武裝的同志，只有上帝認識他」

想像他的年齡，正是吉它酒杯環繞的窗口
不管膚色是黑是白，還是黃色棕色，他的夢一定深遠
你不是來憑弔，當博愛之魂越過語言和種族界限
你是來相逢一位久別的朋友，聽他講述青
春與愛的懷念
分享他深深沉沉的橄欖色憧憬

「長眠在此崇高的光輝中
一位武裝的同志，只有上帝認識他」

無所謂遺囑，無所謂悼詞，來是赤條條，去是坦蕩蕩
確實為了搖籃曲，為了月光奏鳴曲
為了一切鋼琴小提琴的夢幻曲和狂想曲
他的血肉化為塵埃，他的影子飛揚灰燼
千千萬萬有名有姓的十字架中
他無名無姓的碑，充滿魅力，傳奇另一種命運

「長眠在此崇高的光輝中
一位武裝的同志，只有上帝認識他」

沒有名字更好，沒有名宇的名字，活得更廣泛
可以用象形字組合，可以用拼音文排列
使每個活著的人，都有機會和他名字相同
他真正成了全世界的弟兄，永遠二十歲的弟兄
他的生日寫在三百六十五頁日曆，他沒有死
一位中國詩人汲取了他的生命，你汲取了他的生命
帶回東方大陸，又把他的生命傳遞給我
使我通過這首詩，為他種植一棵永遠響亮的綠色鐘聲

「長眠在此崇高的光輝中
一位武裝的同志，只有上帝認識他」

      (原載菲律濱《世界日報》副刊
之 《 學 群 龍 詩 刊 》 1 9 8 8 年 第 5 期 、
四 川 《 牡 丹 》 1 9 8 8 年 第 6 期 。 楊 然
(1958—)，本名楊天福，祖籍四川蓬
溪，生於成都。已出版《遙遠的約會》、
《尋找一座銅像》、《雪聲》、《千年之
後》等詩集。先後被《青年文學》、《詩
刊》、《國際漢語詩壇》、《新詩界》
等列為「卓有成就的青年詩人」、「中國
20世紀80-90年代重要詩人」。為中國
作家協會會員、《芙蓉錦江》詩刊主編。

編務。早期詩作編成第一本詩集《生命的
弦》。抗戰時在國民黨軍隊從事新聞工作。
1943年辭去軍職，一度經商。後在福建漳
州創辦《太平洋晚報》和南風文藝社，又任
《閩南新報》主筆。這時出版過詩集《永安
劫後》。1947年到台灣，先後任職於省物
資局、糧食局。1954年與鐘鼎文等創立藍
星詩社，編輯《新詩週刊》、《藍星詩刊》
等，在台灣詩壇有很大影響。1956年主持
文藝函授學校詩歌班，在《中華文藝》月刊
連續刊載詩習作批改文章，後結集為《詩的
解剖》，對培養後進，發展台灣新詩創作有
顯著推動作用。50年代後期曾與紀弦為首
的現代派展開論戰，反對全部「橫的移植」
的主張，他認為「詩的意義就在於注視人生
本身及人生事象，表現出一種嶄新的人生境
界」。 1963年患膽道癌逝世後，朋友們編印
出版《覃子豪全集》三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