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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昆疫下打油詩

羽蝶

疾飛羽蝶現菊園，
按下快門便不見。
冬菊花黃快閃蝶，
歡歎美景一瞬間。

簡介《千島詩社截句選》
施文志

       菲律賓千島詩社的《千島詩社社截句
選》是台灣詩學季刊雜誌社的【截句詩系】
之39。主編王仲煌在【主編序】：《自由魂
與詩的再生》文中說：「……今年二月，我
們欣然接受台灣截句倡導者白靈詩長的提議
與任務，組稿一本詩社同仁的截句作品《千
島詩社截句選》。」截句選集收錄千島詩
社二十五位同仁的截句詩。於2019年12月出
版。
        《千島詩社截句選》：【內容簡介】：
現代詩的自由魂為菲華詩人所崇尚，截句詩
是一首詩的再生，一至四行均可，可以是新
作，也可以是從舊作截取，有別於某些流派
對詩體自由的限制，承載了不亞於一般詩的
情感與聯想。截句的提倡是為讓詩更多元
化，小詩更簡潔、更新鮮，期盼透過這樣的
提倡讓更多人有機會讀寫新詩。本書收錄：
小鈞、王仲煌、王勇、王錦華、止水、月曲
了、石乃磐、行雲流水、吳天霽、吳梓瑜、
邵祥梅、卓培林、欣荷、南山鶴、侯建州、
施文志、陳默、盛江、張子靈、張沐卉、椰
子、蔡友銘、蔡秀潤、蔡孝閩、蘇榮超25位
菲華詩人的精彩詩篇，完整呈現截句詩的典
雅雋永，值得細細品味。
        《千島詩社截句選》：【本書特色】：
1.台灣詩學．2019年截句詩系。2.截句詩的出
現讓詩呈現更多元化的發展，小詩更簡潔、
更新鮮，讓更多人有機會讀寫新詩。3.本書
收錄25位菲華詩人的精采截句詩，在自由的
形式上承載了細膩的情感，完整呈現截句詩
的典雅雋永，值得收藏。
        李瑞騰：總序：不忘初心：詩社是一
些寫詩的人集結成為一個團體。「一些」是
多少？沒有一個地方有規範；寫詩的人簡稱
「詩人」，沒有證照，當然更不是一種職
業；集結是一個什麼樣的概念？通常是有人
起心動念，時機成熟就發起了，找一些朋友
來參加，他們之間或有情誼，也可能理念相
近，可以互相切磋詩藝，有時聚會聊天，東
家長西家短的，然後他們可能會想辦一份詩
刊，作為公共平台，發表詩或者關於詩的意
見，也開放給非社員投稿；看不順眼，或聽
不下去，就可能論爭，有單挑，有打群架，
總之熱鬧滾滾。
        作為一個團體，詩社可能會有組織章
程、同仁公約等，但也可能什麼都沒有，很
多事說說也就決定了。因此就有人說，這是
剛性的，那是柔性的；依我看，詩人的團
體，都是柔性的，當然程度是會有所差別
的。
        「台灣詩學季刊雜誌社」看起來是「雜
誌社」，但其實是「詩社」，一開始辦了一
個詩刊《台灣詩學季刊》（出了四十期），
後來多發展出《吹鼓吹詩論壇》，原來的那
個季刊就轉型成《台灣詩學學刊》。我曾
說，這一社兩刊的形態，在台灣是沒有過
的；這幾年，又致力於圖書出版，包括吹鼓
吹詩叢、同仁詩集、選集、截句系列、詩論
叢等，迄今已出版超過一百本了。
        根據彙整的資料，2019年共有12本書
（未含蘇紹連主編的3本吹鼓吹詩叢）出版：
一、截句詩系

        王仲煌主编/《千島詩社截句選》
　　於淑雯主編/《放肆詩社截句選》
　　卡夫、寧靜海主編/《淘氣書寫與帥氣閱
讀：截句解讀一百篇》
　　白靈主編/《不枯萎的鐘聲：2019臉書截
句選》
        二、台灣詩學同仁詩叢
        離畢華詩集/《春泥半分花半分》（台灣
新俳壹百句）
　　朱天詩集/《沼澤風》
　　王婷詩集/《帶著線條旅行》
　　曾美玲詩集/《未來狂想曲》
        三、台灣詩學詩論叢
        林秀赫/《巨靈：百年新詩形式的生成與
建構》
　　余境熹/《卡夫城堡──「誤讀」的詩
學》
　　蕭蕭、曾秀鳳主編/《截句課》（明道博
士班生集稿）
　　白靈/《水過無痕詩知道》
        截句推行幾年，已往境外擴展，往更年
輕的世代扎根了，選本增多，解讀、論述不
斷加強，去年和東吳大學中文系合辦的「現
代截句詩學研討會」（發表兩場主題演講、
十六篇論文），其中有四篇論文以「截句專
輯」刊於《台灣詩學學刊》33期（2019年5
月）。它本不被看好，但從創作到論述，已
累積豐厚的成果，「截句學」已是台灣現代
詩學的顯學，殆無可疑慮。
        「台灣詩學詩論叢」前面二輯皆同仁之
作，今年四本，除白靈《水過無痕詩知道》
外，蕭蕭《截句課》是編的，作者群是他在
明道大學教的博士生們，余境熹和林秀赫
（許舜傑/2017年台灣詩學研究獎得主）都非
同仁。至於這一次新企劃的「同仁詩叢」，
主要是想取代以前的書系，讓同仁更有歸屬
感；值得一提的是，白靈建議我各以十問來
讓作者回答，以幫助讀者更清楚更深刻認識

詩人，我覺得頗有意義，就試著做了，希望
真能有所助益。
        詩之為藝，語言是關鍵，從里巷歌謠
之俚俗與迴環復沓，到講究聲律的「欲使宮
羽相變，低昂互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
響」（《宋書‧謝靈運傳論》），這是寫詩
人自己的素養和能力；一旦集結成社，團隊
的力量就必須出來，至於把力量放在哪裡？
怎麼去運作？共識很重要，那正是集體的智
慧。
        台灣詩學季刊社將不忘初心，在應行可
行之事上面，全力以赴。
        王仲煌：【編者序】：《自由魂與詩
的再生》：1985年情人節，10位菲華詩人成
立菲律賓千島詩社，三十五年來，菲華社會
越發商業化，千島仍逆流而上，堅持定期聚
會，舉辦菲華現代詩講堂、現代詩展、月曲
了青年詩獎等活動，擴大著菲華詩人的陣
容。
        千島也繼續與兩岸三地交流取經，台灣
詩壇仍然是主要的養分之一。在千島詩社近
幾年的紀事裏有這樣幾行：
        2012年，組團抵台北慶祝台灣詩學季刊
雜誌社成立20週年，與台灣詩學季刊雜誌社
結為姊妹社、2015 年邀請台灣詩人須文蔚擔
任第二屆菲華現代詩講堂主講人、2017年邀
請台灣詩人白靈擔任第三屆菲華現代詩講堂
主講人……。
        今年二月份，我們欣然接受台灣截句倡
導者白靈詩長的提議與任務，組稿一本詩社
同仁的截句作品《千島詩社截句選》。
        平心而論，千島同仁大多忙於經商，在
缺乏機會說寫國語的環境裏執著對詩與自由
的追求。時間的有限和生活的繁瑣，造成對
文學理論與詩歌流派的普遍忽略，這是菲華
詩壇的保守傳統，也是近3個月徵稿，我們僅
收到25位同仁來稿原因之一。
        現代詩的自由魂依然為菲華詩人所崇
尚，可喜的是，截句詩是一首詩的再生，但
可保有原作，有別於某些流派對詩體自由的
限制，因此個人相信，這場截句運動值得菲
華詩人響應，千島將繼續在菲華詩群、千島
詩刊、千島公眾微信號和千島詩社臉書上介
紹推廣。
        《千島詩社截句選》【目錄】：李瑞
騰：【總序】：不忘初心。王仲煌【主編
序】：自由魂與詩的再生。
        【輯一：小鈞】作者介紹：老華僑的
話、蔭影、能量、照亮黑暗、守望、雨、
SAMPALOK、鏡裡鏡外
        【輯二：王仲煌】作者介紹：夜空眼
神、向日葵、中秋、路、品酒、浪花、向
著、整容
        【輯三：王勇】作者介紹：詩眼、詩
眉、詩耳、詩鼻、詩舌、詩身、詩心、詩魂
        【輯四：王錦華】作者介紹：詩舞之
夜、娘家、時光畫家、妝鏡前、拔河、繩子
        【輯五：止水】作者介紹：謊言、四
月、奠念顧城、二月、致大海、老房子、殺
魚、遠山
        【輯六：月曲了】作者介紹：風箏以
外、眼光、蜘蛛、寫信給母親、霧、後記、

三行兩句、無題
        【輯七：石乃磐】作者介紹：傍晚彌
撒、B計畫、晨光、枯萎的花束、黎明、虛偽
人物、專一的愛情、妞妞
        【輯八：行雲流水】作者介紹：情、
問、立、夢、
        【輯九　吳天霽】作者介紹：鄉情、故
鄉、現象、醉、玻璃空間、
        【輯十：吳梓瑜】作者介紹：愛情、青
春、托鉢、一瞥——給老伴、夕陽、永恆、
一瓣心香、又要寫詩了
        【輯十一：邵祥梅】作者介紹：等、借
煙、煤油燈、大海、幻影、香、戰爭、我和
我自己
        【輯十二：卓培林】作者介紹：千年龍
泉瓷、青花瓷韻、沙漏時光、馬、光陰、竹
韻、時間、老照片
        【輯十三：欣荷】作者介紹：背影、醒
悟、坑、隱形的鏡、〔水光山色〕
         【輯十四：南山鶴】作者介紹：六十年
代、比薩斜塔、戀的哲學、握手、無題、生
命的畫、小木橋、瞬間
         【輯十五：侯建州】作者介紹：
吉利車Jeepney、重生——月曲了逝世周年有
感、祕密的交響、雲開、渴、交流、謗、種
         【輯十六：施文志】作者介紹：恨愛、
茭杯、代罪、罪、仨人、情人、緣來、原罪
        【輯十七：陳默】作者介紹：水的傳
奇、詩的真諦、冰淇淋的另類、祖國、鄉愁
二喻
        【輯十八：盛江】作者介紹：逆光情
節、80後的尾巴、逆光、斷章、幸福額度、
雨季、男人三十
        【輯十九：張子靈】作者介紹：夕陽、
望月之圓、倦意、禱告、行走者、速食是個
迷惑、花之白、月光之影
        【輯二十：張沐卉】作者介紹：熬夜、
浪花、典當、山峰、兩個圈圈、
        【輯二十一：椰子】作者介紹：截句一
組十首
        【輯二十二：蔡友銘】作者介紹：孤舟
漁翁、兵馬俑、紅包、馬車、牆、聖誕、手
電筒
        【輯二十三：蔡秀潤】作者介紹：小
草、岷灣、公園、蒼蠅、搬家、日月潭、風
中的黃昏
        【輯二十四：蔡孝閩】作者介紹：野
馬、陽光、年華、夢、釣、倒影、肉販、小
石頭
        【輯二十五：蘇榮超】作者介紹：單
眼皮、梳頭、左撇子、截屏、燈、截句、影
子、雙眼皮
        【主編簡介】：王仲煌，1973年出生，
祖籍福建晉江，童年移居菲律賓馬尼拉，
1990年起於菲律賓各華文報副刊發表現代詩
及散文，2002年起參與時評政論，曾在《世
界日報》廣場發表作品，也於《潮流》雜
誌、《菲律賓商報》與《菲律賓華報》副刊
撰寫過【葵花夜話】、【拈花微言】、【無
糖咖啡】等專欄。現任千島詩社社長。著有
詩集《漸變了臉色的夢》、文選《拈花微
言》。

解碼新一輪黨和國家機構改革 新組建五個「中字頭」機構 
3月16日晚間，新一輪黨和國家機構改革

方案揭曉。

根據方案，黨中央新組建了五個機構，

包括中央金融委員會、中央金融工作委員

會、中央科技委員會、中央社會工作部和中

央港澳工作辦公室。國務院機構改革共有13

項舉措，重大變化包括重新組建科學技術部

和金融監管體系的改革。此外，全國人大組

建了全國人大常委會代表工作委員會，全國

政協界別設置進行了優化整合，並新增「環

境資源界」。

中國行政管理學會研究員沈榮華曾參與

2008年的大部制改革方案的設計和2013年國

務院機構改革的前期調研，他對說，這一輪

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是貫徹黨的二十大精神的

重大舉措，是對2018年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的

繼續和完善，是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又一

次集中行動。

加強黨的全面領導
這一輪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的詳細內容披

露後，五個新組建的「中字頭」機構引發外

界高度關注。

沈榮華指出，從其組建目的來看，主要

是為了加強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健全黨對

重大工作的領導體制機制。這也是本輪改革

的突出特點。

「2018年的機構改革，已經搭建了『加

強黨的全面領導』的整體框架和體系，並在

很多部門和領域進行了機構調整和改革。這

輪改革是上一輪改革的延續，以上一輪改革

的思路和框架為基礎，聚焦金融、科技、社

會工作、港澳事務等幾個重點領域，進一步

完善黨的全面領導的體制機制。」清華大學

公共管理學院學術委員會主席、蘇世民書院

院長薛瀾對說。

以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來說，很長一段

時間裡，黨和政府負責領導港澳工作的議事

協調機構是2003年由中央港澳小組改組的中

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

室承擔其具體事務。2020年，因局勢所需，

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升格為中央港澳工作

領導小組。

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是在國務院港澳

事務辦公室基礎上組建的。根據方案，中央

港澳工作辦公室承擔在貫徹「一國兩制」方

針、落實中央全面管治權、依法治港治澳、

維護國家安全、保障民生福祉、支持港澳融

入國家發展大局等方面的調查研究、統籌協

調、督促落實職責，保留國務院港澳事務辦

公室牌子，不再保留單設的國務院港澳事務

辦公室。

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

告訴，原來的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是跨黨

政的，在當前港澳的新形勢下，將港澳辦列

入黨中央機構序列，體現出加強黨中央對港

澳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

值得注意的是，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是

黨中央辦事機構。另外，中央金融工作委員

會是黨中央派出機關，中央社會工作部是黨

中央職能部門。這三者都是黨的工作機關。

而中央金融委員會和中央科技委員會是黨中

央決策議事協調機構。沈榮華解釋說，黨中

央決策議事協調機構主要負責相關重大工作

的頂層設計、統籌協調、整體推進、督促落

實，加強黨中央對重大工作的集中統一領

導。

根據《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工作條

例》，按照黨中央決策部署和中央委員會總

書記指示要求，黨中央決策議事協調機構召

開會議，研究決定、部署協調相關領域重大

工作。

目前，黨中央決策議事協調機構還包括

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

員會、中央審計委員會、中央全面深化改革

委員會、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委員會等。

「改革組合拳」
金融監管領域是這一次改革力度最大的

領域之一，「加強黨的全面領導」作為本次

改革的突出特點，在該領域有明顯的體現。

3月7日揭曉的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指

出，將組建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作為國

務院直屬機構，統一負責除證券業之外的金

融業監管。

中國法學會立法學研究會副會長、天

津大學國家制度與國家治理研究院副院長熊

文釗對說，2009年他曾建議成立金融監管委

員會，形成一個「大部門體制金融監管機

構」，實現「混業監管+分業監管」。

而2018年銀保監會合併就是向著這個方

向改革。

熊文釗指出，這輪改革更進一步，不

僅組建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加強綜合監

管，並且設立了中央金融委員會，加強黨對

金融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

根據方案，中央金融委員會負責金融

穩定和發展的頂層設計、統籌協調、整體推

進、督促落實，研究審議金融領域重大政

策、重大問題等。此外，設立中央金融委員

會辦公室，作為中央金融委員會的辦事機

構，列入黨中央機構序列。　

另外，這輪改革還設立了中央金融工作

委員會，統一領導金融系統黨的工作，指導

金融系統黨的政治建設、思想建設、組織建

設、作風建設、紀律建設等，同中央金融委

員會辦公室合署辦公。

汪玉凱說，金融系統黨的建設等職責原

本劃歸中央和國家機關工作委員會管理，現

在則劃歸中央金融工作委員會管理。整體來

看，中央金融委員會負責金融領域的重大決

策，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和證監會負責金

融領域的監管，中央金融工作委員會負責金

融系統的黨建工作，「三管齊下，這是一套

改革組合拳」。

金融監管領域出現「改革組合拳」的背

景，薛瀾指出，一方面是數字技術和金融創

新使得現代金融體系非常複雜，給金融監管

帶來很大挑戰；另一方面，前些年我國也出

現了類似P2P爆雷等影響金融體系穩定的各類

事件。同時，中央紀委國家監委近期也強調

要破除「金融精英論」「唯金錢論」「西方

看齊論」等錯誤思想。

薛瀾認為，金融監管體系的改革正是

因為看到了金融體系的雙重性，一方面金融

體系對實體經濟起到了關鍵的支撐作用，另

一方面金融體系也存在著出現重大風險的可

能。所以此輪改革措施從外到內，從宏觀到

微觀，全面地加強黨對金融工作的領導，大

大加強金融系統內部的黨建工作，期望以此

來防範和化解重大金融風險。

汪玉凱指出，對于重大事務，過去一

般要麼是由黨中央來管，要麼是由國務院來

管，但現在在金融領域、科技領域、社會工

作領域等領域，幾乎都是黨政聯動，既有黨

的參與，也有政府的參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