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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頑童 李秀恒

從境界說起
（一）

日前拜讀山石兄現代詩新作《雨夜》，讀到最後一句「有我」，不禁
愣了一下。

所以發愣，有兩個原因：首先，從思路方面來看，寫詩的人說到境
界，一向講究「無我勝有我」；山石兄這個「有我」，怎麼反其道而行？

其次，在語法上，閩南人和台胞太喜歡用「有」字，把方言和普通話
混雜在一起，造成一種語病。舉個例：普通話『我看見了。』閩南人和台胞

說（或寫）成：『我「有」看見。』山石兄是閩南人，那麼，他這「有我」是不是「包括
我」之誤？

左看右看，靈光一閃，猛然頓悟其中精奧，不禁舞手踢腳舞雀躍，拍頭稱妙稱奇。
山石兄的「有我」，既無關「無我有我」理論的爭辯，也不是言病。
這「有我」大有學問，代表一種存在。這「有我」以有我境界的小「我」，襯托出無

我境界大「我」「雨夜」的存在，是畫龍點睛之筆，也是這首詩的靈魂！抄錄於下：

《雨夜》/ 山石

                                           烏雲墨一般地黑
                                           月光隱藏在後面
                                           紅橙綠的交通燈
                                           昏黃的路燈
                                           輾轉而過的車輛
                                           潑開積水
                                           都在靡靡的雨絲前
                                           費力地閃燦
                                           倒影拉得
                                           長長曲曲彎彎
                                           在街上
                                           粼粼浮動

                                           雨珠沾濕了歸路人
                                           有我 

請相信老頑童，《雨夜》是難得一現的好詩，可讀性極高，所以不厭其煩來推介。

 （二）

醺人這老醉貓最近譯詩的興緻很高，相信他如果看到這首《雨夜》一定會譯。
這次有幸先睹為快，就抓這快兒搶先翻譯了，讓這酒鬼氣得酒味發酸，變成老醋！因

為這老醺頭有個怪癖，別人譯過的，除非有特殊原因他通常不再譯了。拙譯如下：

a rainy night
murky cumulus was inky dark
concealed behind it moonbeam
red orange green traffic lights
tarnished yellow streetlamps
grinding crossing by vehicles
wiping aside amassed wet
all facing the drizzling rain sprinkle
worked hard to illuminate
casting reflections
long and zig and zag
upon the streets
glistening along

raindrops sopped homeward pedestrians as
was i

山石兄這首詩表達技巧新穎，極像上世紀西方出籠的「意識流」，所以拙譯也採取用
康明視e e cummings極新表現手法，來配合詩情，全詩用小字lowercase，包括詩題。

 （三）

世人有一種錯覺，以為「意識流」始自二十世紀西方，其實不然。不信請看九百年前
元代馬致遠的元曲《天淨沙 • 秋思》為證：馬老兒先擺出「枯藤、老樹、昏鴉••••」
十個意象，然後石破天驚，來個「斷腸人在天涯」收結！是如假包換的「意識流」。

再看山石兄的《雨夜》，跟前賢有異曲同工之妙，而且有過之而無不及。首先，山
石兄的意象更加多色多彩，共有烏、墨、黑、光、紅、橙、綠、黃；馬老兒用的形容詞
枯、老、昏••••灰矇矇的一片；其次，《雨夜》更有動感，請看：隱藏、輾過、潑
（撥？）開、閃燦、拉影、浮動；《秋思》只有流水在活動。有我也比斷腸人明快雙利。

山石兄努力耕耘詩文，時有神來之筆，較早詩作《戰爭的孩子》（醺老酒鬼「有」英
譯）一字未提戰爭的罪惡，卻跟唐詩王翰《涼州詞》只寫酒、夜光杯、琵琶；陳陶《隴西
行》描說深閨、夢；故友羅門《麥堅利堡》呼號洋鬼子史密斯、威廉斯的孤魂，喚醒讀者
對殺戮的厭倦，都是反戰爭的好詩。老醺頭翻譯時，料必端起他的杜松子，不斷致敬。

這首《雨夜》化平淡為神奇，境界超然，充分發揮詩的藝術；且填一闋《西江月》贈
送詩人，表揚佳作，並收結本篇：

 

《西江月 • 揚清詞》

                                  境界空靈為上，賦文無我成方。
                                  流傳久遠史悠長，塑造千年版樣。

                                  山石翻新意象，明燈另闢綱常。
                                  超然突破立名堂，比美前賢不讓。

中歐關係會否轉暖？
本月初，德國總理朔

爾茨率領包括12名企業代表
在內的商界代表團訪問中
國，成為新冠疫情以來首位
訪華的西方大國領袖，引起
各方關注。而朔爾茨在訪華
之前明確表示的「不想與中

國『脫鈎』」，更是被外界解讀為中德關
係乃至中歐關係轉暖的跡象。

中歐經濟 高度互補
首先，無可否認的是，本次德國訪華

體現了中歐之間在經貿上存在高度互補關
係。以中德經貿為例，根據德國聯邦統計
局公佈的資料顯示，2021年中德雙邊貿易
額達2454億歐元，讓中國連續第六年成為
德國最重要貿易夥伴。

一方面，多年來德國的重工企業都將
中國內地視為重要的產業鏈提供地及龐大
的市場，根據德國經濟研究所在6月的一項
研究，德國出口至中國市場的產品，為國
內提供了約110萬個就業崗位；另一方面，
中國內地亦需要來自德國的技術及投資，
完善國內的工業產業鏈，最新數據顯示，
2022年前三季度德國對華實際投資同比增
長了114.3%，可見雙方在國際形勢動盪之
下仍然高度綁定與互相依存。

其次，對歐洲來講尤為嚴峻的能源
危機，不但加劇了已經高企的歐元區通脹
水平，讓民生議題變得突出，更讓歐洲整
體的生產力受限，不少企業不得不向外遷
移，以求持續經營，而更多的小企業則被
迫結業，進一步惡化產業鏈配套能力，從
而導致經濟活動的減少及工作崗位的流
失。

德國訪華亦揭示了歐洲目前的經濟

困境。處於俄烏戰爭大背景之下的歐洲，
本身已經遭受熱錢的大幅撤離，此趨勢在
美聯儲強勢加息之後愈演愈烈。此外，
戰爭、疫情、加息、兌美元匯率疲弱等
因素，將歐洲的通脹率推至數十年來的
高位，導致民生、經濟活動都面臨重大挑
戰。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預
測，2023年歐羅區的19國中至少有一半將陷
入經濟衰退，致使歐洲國家必須尋求更務
實的國家發展策略。

 關係轉暖 仍須時間
筆者認為，儘管本次德國訪華為中歐

關係轉暖帶來了一絲曙光，然而在俄烏戰
爭正式結束之前，歐盟作為一個整體仍面
對地緣政治的不穩定因素，不會輕易放下
「心結」，而已經凍結多時的《中歐全面
投資協定》亦不會在短時間內重新提上議
程。

在未來，歐洲個別國家如法國、意
大利等，或會循德國總理訪華的方向，從
以價值觀為導向的外交定位，轉向更為實
質、對國民更有利的國際關係維繫，並繞
過歐盟採取雙邊形式與華交流，尋求符合
雙方利益的合作模式。

歐洲的民生與經濟發展此刻正如履薄
冰，而冰層之下埋伏的種種危機隨時都有
爆發的可能性，亟需在堅定而有魄力的領
導者帶頭之下，拋棄選舉政治下的雜念，
將穩定經濟民生作為當前最重要的任務。
然而，這也意味著，若歐洲無法推選出一
位能力者，則作為美國盟友的歐盟愈來愈
無法擁有外交自主權。

因此，中歐關係仍有待觀望，不宜過
分樂觀。

（作者為香港經貿商會會長）

修源

失戀悟語
我和G小姐是在一個雨

夜相識的。
那一夜，我們分別坐

在公園長椅的兩端，中間隔
了幾個人的距離。二人沒穿
雨衣，任憑雨水打濕自己的
身體。在記憶中，她穿了

一件淺綠色的西裝襯衣，襯衣質地輕薄，
隱約可以透視她微微隆起的乳房，只是雨
水持續不斷地落下，原本的淺綠變成了深
綠。街邊的路燈發出微弱的淡白色燈光，
光束照射在她白皙的臉頰，另她悲傷的面
容多了些憔悴。

突然，她痛苦地對我說：「我失戀
了，我很愛的一個男人離開了；我試圖挽
留，可他頭也不回地就走了。未分手時，
我無時無刻都在貼心地照顧他，對他百依
百順，毫不違背他的願望。有一次，他在
深夜醉得一塌糊塗，回到家後吐了一地，
吐後便像死了一般昏睡在地板上，怎麼叫
也叫不醒。當時我費力地拖著他到沙發
上，事後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竟有如此大的
力氣拖動一百公斤的男人。安頓好他後，
望著地上一灘黏稠的充斥著濃重酸臭味的
嘔吐物，我毫無怨言，習慣性的蹲下身
子，打掃起地上的一片狼藉。過了一會，
他恢復了些許意識，嚷嚷著要喝水，我急
忙衝到廚房給他倒了一杯。他咕咚咕咚的
喝完水，雙手一甩，又睡了過去。餘下的
夜裡我提心吊膽，生怕他再出什麼事，所
以遲遲不敢睡去。第二天清早，他的吵嚷
聲叫醒剛剛睡著的我，以粗暴的語氣要我
為給他做早飯，我仍舊是毫無怨言地做
了。吃早飯的時候，我把昨天晚上的事
一一講述，他聽後面無表情，僅僅「嗯」
了一聲，連半句感謝的話都不肯講。類似
的事情我還做過很多，多到記不清楚。
誒！我真是個可憐的人，為他獻出了大把
的青春與精力，到頭來竟是一場空。我不
明白為什麼付出這麼多換不來他的愛？」
說到這裡，G小姐不由自主地嗚咽起來，
她抽泣的聲音逐漸蓋過了雨水滴落時發出
的嘩嘩聲，不免讓人有種天空在哭泣的感
覺。

我向她的身子湊過去，拉近了彼此
的距離。安慰她說：「咱們同是天涯淪落
人，我也剛剛失戀。努力去追逐愛情固然
重要，但愛情這種事嗎，還是講是緣分
的。

緣分到了，事自然就成了，不要傷
心，順其自然就好了。還有，那個男人就
是個負心漢，有眼無珠，根本配不上你這
麼優秀的女人。你對他這麼好，他連一句
謝謝都不說，真是太可惡了。這世上的好
男人多了去了，何必要固執於這一個人
呢？」

我的話於事無補，對她的傷痛絲毫起
不到緩解的作用。

她哭得更加厲害了，淚水如泉水一般
從她深邃的眼眸中噴湧而出。G小姐掩面痛
哭，淚水流過手指間的縫隙，滴落在早已
濕透了的衣服和褲子上。

「緣分！我什麼時候會遇見自己的緣
分？一萬年以後？緣分這種虛無縹緲地東
西，只不過是失戀之人安慰自己的謊言罷

了！永遠不會遇到！從前，我從未過一場
圓滿的愛情，直到他的出現，讓我重新相
信愛情。我記得，剛跟他見面的時候，他
十分體貼，處處顧及我的感受和想法，每
天對我噓寒問暖。面對他的熱情，懵懂無
知的我隨即墜入了愛河，堅信緣分降臨到
身上。殊不知我跳進了的不是愛河，而是
他用偽善精心設計好的陷阱。我被騙了，
騙子騙走了我對緣分僅剩的一絲希望。總
而言之，緣分啊！緣分啊！注定是等不來
的啊！」

從G小姐無奈的話語中，我感受到她
在苦憶的泥沼中陷得太深，這種撕心裂肺
的苦楚即將要吞噬她全部的肉體與靈魂。
此時此刻，我真不知如何是好，或許講述
一下自己的經歷能讓她想開一點：「一年
前，我和她確定了戀人關係。在那個金秋
的午後，我們手牽著手漫步在由金黃色落
葉鋪成的希望大道上。和煦的陽光拂照大
地，兩個剛大學畢業的年輕人憧憬著美好
得未來，以世間最溫柔的話呼喚彼此，幻
想著屬於二人的溫馨甜蜜的愛巢。那一
刻，我們都深信對方就是廝守終身的那個
人，永遠深愛著彼此直到海枯石爛，分手
簡直是一個天大的笑話。可誰曾料想到我
們的關係僅僅維持了一年多。分手的原因
很簡單：工作。由於工作的原因，我們聚
少離多。她從事外貿相關的行業，經常跟
老闆去外出差，忙的時候一周只能見上她
一次面。一開始，我和她還可以忍耐分離
的感覺，但日子一久，淤積在心裡的的怒
火終將會爆發。原本親密的兩人開始變得
冷漠，一件不起眼的小事就能使我們吵上
一天，甚至暴力相向。我崩潰了，主動提
出了分手。聽到分手兩個字，她先是愣了
一下，然後點頭答應。就在上週六，我們
度過了作為情侶的最後一天。在晚餐的時
候，或許是知道了彼此的結局，我們相對
做無言。餐畢，洗好碗筷，她走進臥室，
而我進入客廳。分手的最後時刻不同以
往，很平和，沒有惡語相擊，亦無過激的
行為。」

看來我們都是愛情的失敗者，我倒要
問一問你對愛情還有希望嗎，G小姐語帶得
意地問到。

我說：「沒錯，我們都是愛情的失
敗者。但是，我們的不同在於失戀後的心
態。即便失戀帶來的苦澀難以磨滅，我還
是會保持一個積極樂觀的心態，不自暴自
棄，灰心失意，繼續在愛的路上一往無
前，堅信屬於自己的愛情終會降臨。說到
緣分，這是冥冥中上天的安排。愛情的劇
本早已寫好，只不過有的劇情曲折離奇，
有的一帆風順，不管怎樣，劇本的結局終
會一樣。」

聽罷，G小姐無語，雙眼無神地望向
公園遠方初綻的雛菊，這是一株代表希望
的花朵。

凝視良久，眼神飄移到幾束嬌豔的黃
玫瑰上，那是一朵被西方人寄予了無望愛
情含義的花。她的目光飄忽不定，恰如她
現在對愛情的態度左右搖擺。

雨停了，我先她一步離開了公園。我
心中暗想，也許她對愛情已經有了定論。

（筆者為大學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