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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太深散文创作研究

彭秀澄

摘要

	 本文章是中国现当代文学论文的一部分，文章主要研究林太深散文集
《佛塔影下》的文学价值。其研究从作者的个人背景入手，并攻读他的作品。
研究要点分为他的写作内容和写作艺术，无论在语言、叙述和批评方面，			
文章中都一一分析而评价林太深作品的文学价值。
					 研究发现他出生于中国，成长后才移到泰国定居和经商，直到他的商业
稳定之后才走进文坛。他的文体以散文为主，他在作品中抒发他对生土之情，
对泰国之爱，他还叙述他对泰国文化的理解，对人生的关怀，他的作品体现
出他对社会、宗教和哲学的深解。
					 林太深作品的文学价值出于他的审美语言，他的宗教与哲学思想的表达
艺术以及中泰文化的恰当融合。

关键词	:	林太深		散文		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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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如果人生的每一段生活像一场梦或者一场游戏，林太深在潮州的生活阶段可以

说是一场恶梦，一场悲剧。他小时候，中国政府出了土改政策，他家因有一块小土地，

所以被政府划为“地主”成分，那块土地不但被政府收回，他们一家人还被赶到

牛棚去住，突然间变成社会最底层的人，不但日常生活艰苦，未来的发展机会更难

以期待。他如何挣扎，如何度过那段苦难时期，才能走到现今的泰华文坛，全部的

人生经历都体现在他的作品里。更有趣的是他虽然经过了许多生活的打击，但他对

世界的观点和看法却没有反感，他仍然以道理、道德、平等来看世界和评论事情，		

这引起笔者对林太深的写作感兴趣而想研究的目的。

	 本论文分为三大题材进行研究。首先研究林太深的个人背景和个人经历。笔

者想了解他从小经过了什么事情，因为笔者认为文学作品通常与作家的人生经历有关，

所以先了解作家的背景就容易了解他的作品。其次研究林太深的作品内容，他的写

作文体是以散文为主，但因他是商人，他通常到国内外经商，写作时间比较有限，

所以他的作品不算多。如今他只出了两本散文集，第一本是《今夜韩江入梦无》，

第二本是《佛塔影下》。第二本的散文集就是把第一本的散文集来重编而再加几篇

新的散文。《佛塔影下》散文集一共有58篇作品，内容丰富，既有历史考察，又有

文化内涵，作家还反应他对人生，对世界有何看法，特别是对自己家乡的深深情感，

林太深大多数写的散文都围绕着他的故乡，这些作品既感人情，又动人心。最后研

究林太深的写作手法，因他本是中国人，从小就在中国读书，他个人也喜欢文学，

他读过古代和当代作家的作品，所以读了他的作品不但内容感人，语言也很优美。

不但他的语言能力好，他的写作技巧也引人注目。在他的每一篇文章，他都以事实

为主，然后表达他的个人看法，最后才把某事情的真理来总结，卒章显志。

     一、林太深的人生经历与创作历程

(一)	中小学求学过程
					 林太深1939	年出生于潮州。临到上学时正是日军投降的时候，那时他曾经接受
过几天师塾老师的白话文教育，至今他还能朗朗成诵。
					 到了1949年潮州解放，1951年中国政府宣布土地改革政策，林太深的家因有
一块土地，所以被政府划为地主，从此他的人生道路和求学之路受到了很大影响，
堕入了社会底层，精神与人格均受伤害。
					 1952年，他考入潮安一中初中部，由于受到同届高学长的影响，偏重文史地，
偏废数理化，这时候，他大量阅读五四时期进步文学书籍，鲁迅，郭沫若，巴金，
冰心，老舍，丁玲，郁达夫，徐志摩等作家的文学名著，深受其人文精神所影响，
同时也略为感伤的情绪所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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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上高中的年龄，林太深想在潮安一中继续学习但他被拒绝，因为家庭成分
牵累。那时候他家被划为地主，变成社会最底层，所以无论在哪些方面他们就要排
在最后，再加上他的哥哥被划为右派，所以他想得到政府的人生对待真是难上加
难，那时他不能上高中不是他学习成绩不好而是他的家庭成分造成的。他就暗暗下
决心一定要考上广雅中学。
					 广雅中学是个学习风气很盛，竞争激烈的学校，每个人都感受到学习的压力，
尤其该校有众多的高干子女。成分差的同学更加倍感到压力，也唯有努力学习取得
好成绩才能得到心理平衡。

	 对林太深来说求学的事光有信心，有能力不等于能成功，因为他的家庭成分
被划为“地主”，再加上他的哥哥被划为“右派”，他想直接考上大学是比登天还
难的，他只好等放榜。第一批放榜的学生大多是党政军干部的子女，第二批放榜被
录取的学生是干部子女和城乡贫农贫民成分的学生，最后的放榜时刻到了，但还没有
他的消息。等了三天后才有一封通知书发下来，他已被录取到“广东湛江师范专科
学校中文科”。			

                                                                                                                                    
(二)	 		从事生意经营感受人情冷暖

					 自来泰国之后，林太深从不看文艺书籍，甚至报纸，甚至返回家乡潮汕，看到
一些全新的文艺作品，很是惊讶也深感兴趣，由于他经常在广东潮汕一带搞引进项
目，经常往返于台湾潮汕间，途径香港，能近水楼台接触到新书好书，这才又重续
文缘。
					 这期间他虽曾在《新中原》报之大众文艺发表过不少散文，但从没整理收集。
到1988年，泰国写作人协会（华文作家协会前身）有小说微文比赛，一时兴起写了
篇《三代人的独白》得了优秀奖。之后，又到老挝投资工厂这中间，又到柬埔寨，
西部非洲科技进行投资并视察商情，更疏于笔墨，但读书仍然不辍。
					 他由于忙于商务与无法读些大部头的书，中学时就喜欢秦牧的《忆海拾贝》，
又再重温其味无穷，书中的趣味性和知识深深吸引着他，自觉或不自觉的他的散文
也受到秦牧的影响。

(三)	 从事文学创作阶段
					 好在泰华社会是在佛教文化笼罩下的宽松宽容的社会，只要心不违反现行法律，
不对崇高的皇室有不敬之处，不对社会风气有不良影响，写什么，怎样写，甚至对
政治的不满也是容许涉及和发表的，这就是所谓言论自由。泰国现行宪法保护言
论自由，这是最基本的人权。然而，泰国也有过蔑视或限制华文的时候，那时期政
府追随美国的反华排华政策，不准开展华文教育，华人子弟要学华文只能偷偷地学
习，三人或五人一组，打游击式的每天变换地址。现在尚存的一批七老八十的写作
人，大都是学习小组出身，他们都有较为坚实的古文根底，成绩也优于泰国正规学
校毕业的学生。他们深知这样艰难的学习环境得来不易，唯有努力学习才能对得起
自己和老师。
					 任何文学作品，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流露或刻画出该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和
宗教文化氛围。西方的文学作品，《牛虻》中刻画的红衣主教神父的虚伪，俄国名著
《复活》中聂赫留道夫精神的复活，也有很浓厚的东正教味道。在林太深的散文中，
或着重墨或不留痕迹地描写了泰国社会的佛教文化氛围：如双手合十的见面礼；如
晨早路边的献斋者（小乘教的泰国佛教没有规定要吃斋，随化缘者的意愿奉献而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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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者只是代佛消受而已），赤足徐行的黄衣僧人，佛寺，浮屠，钟声，甚而大至平
和恬静的村落，善良微笑的人民。虽然，泰国也有盗贼，也有杀人，但要看到社会的
主流，着眼于主流，也就抓住了主流社会的脉搏，这就是为什么世人都称泰国为微
笑国度的原因。微笑是发自内心的，生活困苦，三餐不济的人，能有发自内心的微
笑吗？

	 当然，微笑并非全因信佛，有些老太婆相信宿命，今世之苦，皆因前世无修，
所以今世对一切苦难皆泰然处之。这不也是宗教的力量吗？可见，泰国民众对佛教
的执着，奉献，坚持，就可以让人们感受到他们的内心力量，这也为文学作品提供
了丰富的文学素材。

二、  林太深散文的文化内涵与精神意蕴

(一)	 乡情乡思的描绘	
					韩江和湘子桥是潮州文化的一种象征，每个潮州人对韩江和湘子桥很亲切。
韩江古称恶溪、鳄溪，因为起初这条河有大鳄鱼伤害河边人所以人们称它为“鳄溪”，
还有百姓的田园有时遭到水灾而损失了不少，后来有一位韩老夫子叫“韩愈”，
从京城谪贬来潮州当官，他除了帮潮州人民解除灾难，还为潮州人办教育，启民
智，潮州人为了崇敬他，缅怀他，就将山、江取个“韩”姓，从此就有了韩江、
韩山之称。这是林太深在《韩愈•韩江•韩山》中简介了潮州的一段历史。
					湘子桥又称广济桥，是中国古代四大名桥之一，它还是中国第一座启闭式桥梁，
位于潮州古城的东门外，初建于宋代，距今已有800余年的历史，也有仙佛造桥
的传说，就是韩愈想在恶溪上造桥时，他请他的侄孙韩湘和八仙与广济和尚一起
造桥，八仙负责东岸工程，广济负责西岸工程。后来有句民谣陪伴着潮州婴儿长
大：“潮州湘桥好风流，十八梭船廿四州，廿四楼台廿四样，两只牛一只溜”。
林太深在《湘子桥遐思》这篇散文描绘他对湘子桥的感怀，他说‘我爱韩江，她
是我母亲；我爱湘桥，它是我儿时的玩伴’。虽然林太深已定居在泰国但他没忘
自己的故乡，自己的根。

(二)	 童年生活的回忆
	 五六十年前无论在哪方面的学科都没有现在这么发展，交通方面还不方便，

人们生活也有所不便，小孩的玩具都从生活中得来的，尤其是乡村的孩子，无论是
哪个国家的孩子，他们的玩具只有小动物、树叶、泥土等等。林太深写在《听蝉》里，
他儿时在每年4月5日的清明节蝉儿开始蠢蠢欲动，蝉声叫起了孩子，叫动了大人，
叫醒了世界，让世界开始热闹，孩子喜欢捉蝉，过了一个月，5月5日是端午节，村
里的大人准备赛龙舟节目，整个世界都跟着蝉声滑坡热闹起来。读了这篇《听蝉》
读者也会跟他回想到自己儿时的玩具和生活，小时候的玩具能培养每个孩子成长，
带给他们各种各样的幻想，山水草木就是孩子们的乐园，与自然环境一起生活能让
孩子学习环境的生存和变化。林太深就是一个能与自然玩具成长而学习到人生的道
理，他在《听蝉》中说：“蝉儿唱的并非“知了”，而是“和谐、和谐””，“一
人为主题的社会需要和谐，社会与自然也要和谐。”他还总结他从蝉声感悟到的事
实：“和谐共处，是蝉儿活了一辈子的感悟，也是我听了一辈子蝉鸣后的感悟。此
后，再也不感到蝉鸣的单调，而感悟到蝉趣的可爱和蝉理在诲人。诲人不倦的蝉声
长鸣，生生世世，年复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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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对泰国佛教文化的解读与接受		
					 林太深在他的散文《玉佛寺：泰国人的精神支柱》中概括了玉佛寺和玉佛的
历史，他描绘了玉佛寺的伟大和优美，说明了泰国人对佛教的虔诚和信仰。在《剃
度》这篇散文中更明显看到他对佛教的解读与接受。在泰国佛教信仰当中，剃度是
泰国信佛的一种习俗，男孩儿一满二十岁必需剃度出家，原因是学习佛法成人与
报父母之恩，同时剃度的善举可以带领父母离世以后登天，关于出家多长时间，现
在已经没有固定，只按照个人的虔心和时间。泰国佛徒还有一种说法是，未婚时剃
度，僧人所得到的善举都属于父母，结婚后才出家，只有一半善举属于父母，另一半
属于妻子。林太深的儿子也是自愿出家六周，他不但不反对，反而赞同和观礼，他
还解释整个剃度的过程和理论，这表示他对佛教有一定的知识与诚心。

	 《佛塔影下》也是林太深的有关佛教作品之一，他在这篇散文描述了佛徒建
造佛塔的目的，佛教和寺庙的联系，他写“佛寺大多有佛塔。寺庙，是佛的依托和
栖息；佛陀，是寺庙的灵魂；而对佛教的传播和说教，对佛陀思想的宣扬，则要通过僧
人来完成，故佛家把佛、法、僧尊为吾佛三宝，它是佛教在宣扬佛理哲学的重要环
节，也是三者互为依存的循环锁链。”从这段话可见林太深对佛教有一定的了解，
他明白佛、法、僧是佛教的核心。他还感受到佛教对泰国人的精神与传统有所相
连。他了解僧人是佛教宣扬的重要环节，他体会到泰国僧俗联合的力量。

(四)	 情感认同与对精神家园的追求
	 在《玉佛寺：泰国人的精神支柱》，他叙述玉佛寺对泰国人有多么重要，
多么神圣。玉佛寺于拉玛一世皇打算由吞武里府迁都来曼谷时一起建的，因为

泰国人有个习俗，在与建国都之前，必有一座代表国家及供泰皇礼佛的佛寺。玉佛
寺和大皇宫在拉玛一世皇时代同时奠基但大部分是在三世皇时代修建完成的。在建
造皇宫和玉佛寺的过程中，需要很多建筑材料，铺石头是其中最重要材料之一，
很多大石头是从中国运过来，几百年前国际运输都靠海运，在海途中有时遇到大风
大浪，运出大石头有助于船舱更稳不轻易被海浪翻倒，所以这些石头有另一个名称
叫“压舱石”。就因为运输压舱石使中泰贸易史上的佳话。林太深写了一段他对压
舱石和中国人在泰国的感觉“唐山来的压舱石，二百多年来，任由日晒雨淋万方踩
踏，不叫一声苦，没半句恕言。唐山来的石翁仲，二百年来，耸立站岗，没有丝毫
懈怠，没有流露倦容，不倨傲也不居动，它们早已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我想，华
人在建设泰国的丰功伟绩中，应有它们的一份。从它们身上，不难发现中国人的特
质、中国人的才气、中国人的勤奋。分享应得的荣光，难道不正是实至名归吗！”
从这段话可感到林太深向来不忘他的中国精神，因为他也是跟上一代的中国人一
样，千里迢迢离开家乡到泰国来，晒日淋雨刻苦勤劳为了建设新生活。

(五)	 人文视野的扩展与独到的价值判断
	 林太深的爷爷先来泰国谋生，他父亲和他自己长大成人才移过来。他自从在

潮州生活直到在泰国定居，他经过了许多艰难，遇到过生命危机，经历了生死离合，
这些生活经验使他对人生有深广的眼光。《今夜，韩江入梦无》中的第四章写作《
邂逅》，他提到他在潮州读小学的时候对一个女同学有好感，但他们在一起读书的
时候几乎不曾说过话就要转校了，他一直挂念她，年纪大以后，生活稳定了他随时
回去潮州探亲，有一次他偶尔看到那个女同学，但因为他们离别的时间较长，每个
人的变化太大他看到她的感觉既熟悉又陌生，不像他童年认识的女孩子，结果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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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个招呼就这样离开。既然如此他还是拜托人打听她的信息直到知道她的处所，但
经过反复三思，他还是决定不去见她了。林太深对这种情况的看法是他们几十年没
见面，现今一见双方也可能互相认不出谁，再来这几十年没有联系不知道个人的生
活如何，若是双方过得幸福美满，见面时候就会兴高采烈地谈话，若是只有一方幸
福美满而另一方过得艰苦失望，见面时候就很尴尬了，所以林太深最后把她永远藏
在自己的心目中。这种思想是一种由己及人的人文视野，因为他会考虑到对方的真
实情况和感觉，他宁愿收回自己的需求，为了保留美丽的过去，让他的初恋永远青
春浪漫。

(六)	 文化批判眼光与深厚的人文情怀
					 《潮州大街印象》和《再见广雅》这两篇散文，林太深叙述他对他的家乡新
环境的感觉。他离开潮州良久，年长再回去探家，结果潮州已不像他年幼认识的潮
州了，他所看到的是新建筑而且是模仿老形式的建筑，譬如：大街的新街石是以现
代光滑平坦的石块铺成，不像以前的大街都由块块长方形油麻石铺成，既坚固又耐
用。还有大街的旧石牌坊都被拆除而重新建成一座座修旧如旧的石牌坊。林太深对
这些仿旧建的新建筑很失望，他认为这些新建筑是以“计划经济”的概念为主，计
划经济的模式就是统一调度，统一规格，统一分配，统一面孔，统一剪裁，使每个
东西没有文化历史的灵魂。

					 林太深曾经在广州西村的广雅中学校园学习，广雅被号称全省第一的广东广
雅中学，该学校被称为广东最好的中学是因为校园内的建筑环境良好和学生的学习
体育认真。就像潮州大街一样，林太深小时候认识过的广雅和他老年回去探访的广
雅已经变得他对自己的学校感到很陌生，无论在学校的具体环境，连学校的全省第
一的名誉也都变成往事了，使他对广雅很遗憾，很失望。他虽知道这个变化是随着
世界经济的发展而改变，但使他很伤心的是这个变化不但改变了学校的面貌，连学
生们的学习气氛和师生间的互相关怀也都见不到了，现在的广雅给林太深留下的
是“一种熟悉的陌生，温暖的隔膜，冷淡的亲爱，杂乱的和谐”。

三、	 林太深散文的诗性意象与审美表达
(一)	 乡土意象的精心描绘

	 《韩愈•韩江•韩山》和《湘子桥遐思》都是林太深精心描绘他的乡土的重要
篇章。他除了描写韩江、韩山和湘子桥的历史，还叙述每个地方对潮州人有何意涵
（本论文第一章第一节已经提到）。从历史上到现实上他还展开了联想，他在《韩
愈•韩江•韩山》写个结论说他明白为什么家乡的江河山都姓“韩”，原因是潮州人
崇拜一位从京城来的官宦名叫“韩愈”，这位官宦一到潮州就帮人们解除灾难，
发展老百姓的生活，所以给潮州的大河大山取个“韩”姓。其实不只“韩愈”，世界上
还有很多行善的人而被人们把他们的名字来称地名，路名，建筑名等等，这是为了
让世界永远惦记他们所做的善事。《湘子桥遐思》他也很仔细描写建桥的传说和他
儿时对这座桥的想象，他说小时候每次经过湘子桥他就会停在桥上玩，有时候还学
何仙姑用宝莲花建桥的传说来变物，他写“曾经，我也掰着荷瓣，念念有词，叫声
变！可荷花瓣还是荷花瓣，一点无动于衷。”他还借用一首古词“听雨”来抒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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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生活阶段：少年还不懂事只顾玩乐，中年学会用历史和科学去解释许多事物，
老年见多识广就会感悟人生的真谛。

(二)	 自然意象的审美表达
	 林太深有好几篇散文是有关自然环境的审美，而联想到人生道理。《九寨沟

梦幻曲》这篇散文，他一开头就写“未到九寨沟，你想象不出它的瑰丽。到了九寨
沟，它的珠光宝气勾人魂魄。置身于偌大的伊甸园，你会发呆，究竟是在天上还是
人间？”九寨沟是中国风景名胜区，是游客必去的旅游地点之一。去游过九寨沟的
旅客都被它的美景吸引，没去过的人也会尽量找机会去玩，若是真地不能去只能通
过资料和照片来欣赏它的美。就像林太深需在《九寨沟梦幻曲》这篇散文引用修辞
艺术来叙述九寨沟的秀色风景。他比秋末冬初的黄色和红色树叶融合如画，比在

小溪小河浅水中的小树像水中盆景，他还比蓝天下的清澈湖水如大镜子，他写
这句“将蓝天白云青山绿树统统揽在怀里，紧紧拥抱，使人难分哪是天哪是地，天
在水里还是水在天上？”这个句子他用了拟人艺术来比湖水像人一样能拥抱湖边的
环境在清水中，同时读者也可以想象这里的水有多清澈，清到连蓝天白云青山绿树
的影子能看得很清楚，几乎分不清天是否在水里，这样的比喻给读者一个清澈湖水
的想象。他还用夸张的修辞手法来解释湖水的美：“这么大的一面镜子，定是天上
仙女的宝镜，只因羡慕人间热闹和温馨，藉口梳妆天天窥窃人间。”这句话是他比
这个地方的美湖是属于仙女的，因为自古每当人们看到什么东西或者什么地方美丽
无比，人们经常把它当作神仙制造的。林太深也有这样的一个总结：“这是我一时
兴起的杜撰，但汉藏民族的神话和传说里，不正是有许多这样的故事吗。他们总爱
把人世间一切美好的事物和住所奉献给神仙们居停，然后再加神化了的人也一並送
上了天。我的这翻推论，在逻辑上也该成立吧。”他这么解释是说明他不真正相信
九寨沟的风景是神仙制造，但要说是地上人制造也可能超过凡人的能力，要是直接
说它是自然造成的，读者可能想象不出这里的山清水秀如何迷人，不如把神仙的力
量来推理自然秀美，使读者跟着他一起杜撰这个镜海的美景。

(三)	 塔影婆娑寄深情
	 泰国是一个信佛之国，林太深本身也信佛，他对佛教和人生都有一定的理解，

他的作品有很多篇写有关佛教和人生的感觉，通过他的语言，我们能把抽象的设想
牵连到具体的现实，他使用来表达人生意义的语境让读者深刻地感到他对佛教的
深情。比如《佛塔影下》，他的每个字都是表达他对佛教的思想和情感，在文章的
开头他写：“在泰国，无论是闹市或是村野，都能见到别样风景，那就是佛寺和佛
塔，让人油然而生敬意，也予人一种厚重的历史感和神圣感。”这个长句开头就表
示城市的复杂和烦恼像闹市，村庄的单纯和平静像村野，但是两个地方都能看到佛
寺和佛塔，因为佛寺和佛塔都是佛教的一种标志，建设寺庙或者宝塔的人是因为对
佛教有一定的敬意，是为了奉献自己的财产或者力量给佛教，其实这种奉献不只是
佛教徒，其他宗教的教徒也会为自己的宗教付出各种各样的行动，因为每个宗教的
本意就是教人行善做好，不同的是规矩和标志。佛教以三宝为核心，这三宝分为
佛、法、僧，这三者互为依存的循环锁链。林太深接着写僧人的义务和规矩：“当
晨光稀微，寺庙里的庭院便有人影在幌动，细看，原来是手执扫帚身披袈裟的黄衣
人在打扫庭除，这是僧人们的早课，然后才托钵化缘；化缘和尚基本都光着脚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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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在告诫僧人：乞食得来不易，和尚必须艰苦朴素，吃得起苦；而道傍待施的善
信，则虔诚地顶体敬奉，构成了一幅幅鲜活的城市景观。”读着林太深的这段话可
感到他精心描述僧人行善的过程有何意义，无论是打扫庭除或者光脚化缘都是一种
静坐的磨练，僧人该受苦受累才能做俗人的好榜样，可以宣扬佛陀的佛法哲学，也
有助于复杂的城市能变成鲜活城市，这是林太深需要表达佛法，佛规能解除凡事，
让世界平静安宁。

(四)	 韩江入梦托乡思
	 泰国有湄南河为母亲河，潮州的母亲河就是韩江。林太深出生于潮州，虽然

现在已定居在曼谷，但是他对潮州，对韩江还留下很深的亲切感，每当提到韩江他
会使用一些表示想念和关怀的语言。《今夜，韩江入梦无》的第一章《离家》他以
开头就写“韩江，昨夜又入梦：梦回少年，梦游韩江。”他用了“昨夜又入梦”表示
晚上入睡时经常梦到韩江，“又”字是证明他昨夜再次梦到韩江，在他梦中，他梦
到自己回到少年生活在潮州，梦到他在韩江玩乐，从这几句话能证明林太深对潮州
的家乡，对韩江河水有多亲切。他接下来又提到：“韩江，是我的母亲，她那宽阔
的胸襟，容纳了我全部的哀怒忧乐。”这句话用比喻手法比韩江是他的母亲，这个
比喻是汉语修辞中的明喻，读者一看就能想象出林太深对韩江有多重视，多亲爱。
我们一谈到母亲都认同母亲的爱是最伟大的，母亲的双手能养育好几个孩子，母亲
的胸怀能给每个孩子的温暖，母亲的环抱能给孩子的安全感，林太深比韩江为自己
的母亲又有宽阔的胸襟，这使我们设想到韩江陪伴着他长大，安慰他的伤感情怀，
每当碰到喜怒哀乐的事情，他都会来与韩江诉说，把所有的忧伤喜悦告诉了韩江，
让宽阔和深沉的韩江带走他的伤痕，给他个温暖的拥抱。其实这种做法是很普遍看
到，很多人无论有什么事情若是不能与任何人说出自己心事，他们通常会与天地、
海水、树木等喊叫，这表明人们总是依靠自然的。林太深和每个潮州人都一样对家
乡的韩江、韩山、湘子桥有深沉的怀念，他们通过韩江和湘子桥的交通路程走遍了
全球，他们无论在国内外旅游或者生活，每当听到有人说出潮州口音他们都会兴高
采烈着互相提问：“你是潮州人，潮州哪里？”这表示他们把乡土的灵魂永远留在
心底。

(五)	 语言的感性化与理性化的融合
					 散文《听蝉》的内容是说他小时候在家乡常常听到蝉儿的鸣声，小时候一听
到蝉声只想玩乐，但长大了懂事了，他才明白蝉声是指社会与自然的和谐。他在文章
最后一个句子，虽然总结他从蝉声感悟到的道理，但在句子里也充满了他对生命真
理的感觉，那个句子是：“和谐共鸣，是蝉儿活了一辈子的感悟，也是我听了一辈
子蝉鸣后的感悟。此后，再也不感到蝉鸣的单调，而感悟到蝉趣的可爱和蝉理在诲
人。诲人不倦的蝉声长鸣，生生世世，年复一年……”。前面几句是他按理解释他
感悟到的事，而句后八个字“生生世世，年复一年”再加上省略号是指下面的话不
必多说了，这个语气充满了感性。这段总结是林太深的感性与理性的美妙融合。

	 另一篇散文《蝴蝶的遐思》也是林太深表现他从小小的动物联想到人生的真理。
蝴蝶是一种很自由的动物，它的食物是香甜的花蜜，它的颜色多彩迷人，它又是中
国著名传说《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代表。这篇散文的感性化是他叙述到他对蝴
蝶产生了又仰慕又羡慕的感觉。他羡慕蝴蝶生来自由，终日在花丛中忙碌采蜜，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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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慕蝴蝶原来是一种昆虫但它能高高在上飞翔，它不屑随污逐臭，它代表着对爱情
的坚贞。林太深举中国爱情传说《梁山伯与祝英台》为例，这篇故事说一对封建社
会青年男女的爱情悲剧，他们活着的时候不能相爱，等到死后化为一双蝴蝶，他们
的爱情才能如愿。若是说《罗密欧与朱丽叶》是西方文化的爱情故事的代表，《梁
山伯与祝英台》就是东方文化的爱情故事的代表。但是东方的爱情故事与西方的不
同是东方人使用蝴蝶的特征来代表男女爱情的美观而传播全球。林太深对这件故事
的感性化是某件爱情故事被说得过于浮夸和虚假，但一用蝴蝶的轻盈而潇洒的舞姿
来代表，这些浮夸与虚假就变成渺小的观点了，他从蝴蝶的爱情象征寄托到人类的
美好生活，在每个人的一生中当然会面对善恶双重混合，但如果人们能像蝴蝶那样
潇洒飞舞，人们的生活岂不是更圆满。林太深就在最后一段的总结：“因为在它的
身前身后，我们似乎看到了梁山伯与祝英台那高大的身影，它像一面镜子，照出了
虚伪和浮夸的渺小和丑恶，而在它美妙的飞舞中，我们看到了人性那美好的一面，
正是那种对美好的执着憧憬，人类才会活得更真、更善、更美。”这个总结是林太
深在《蝴蝶的遐思》把感性化与理性化很恰当地融合。

(六)	 诗意语言与口语的融合
					 《流星》是一篇他能把诗意语言与口语融合在一起的散文。请看这段：
        “好几次，在辽国乡下过夜，没有城市灯光的干扰，没有闪烁的霓虹灯，夜
色深邃，天更高更蓝，星更深更远，一只飞萤，也能划破夜空。这时候，有流星从
天际飞来，又向相反方向飞去，不留形，不留影，来去匆匆，了无踪迹。这触动了
我的思维：它究竟是谁？从何处来，向何处去？在这地球上，也只与我擦肩而过，
这一擦肩，算是有缘，还是缘尽？万年以后，咱还能相逢？还是今朝今夕，你我缘
尽于此？啊，有缘也好，缘尽也罢，今生今世，何处觅你芳踪？”
					 这段文章既有口语的说法又有诗意的写法。诗意的地方是他选的词汇都能对应，
有节奏，例如：“天更高更蓝，星更深更远”，天和星都在空中，天对星，更高对
更深，更蓝对更远，还有两句：“有流星从天际飞来，又向相反方向飞去，从天际
飞来对向相反方向飞去。”另一个句子“从何处来，向何处去”从对向，来对去。
有节奏的句子如	 “有缘也好，缘尽也罢”，“算是有缘，还是缘尽”。这些短句
都以词汇对应于押韵手法，使普通的生词显出更诗意。在以诗意表达他的思想的同
时，他也把口语的说法和疑问句式交融得很恰当，例如：“好几次，在辽国乡下过
夜”，“在这地球上，也只与我擦肩而过，这一擦肩，咱还能相逢？”这些句子都
是口语的说法来展开文章的主题，使读者跟着作者想象到流星来去的方向，他还用
了问句和问号使读者感觉到他正在与流星谈话似的。

结 论

	 林太深的作品内容有情、有感，他的思想有道、有理，他的语言也很优美。

读他的作品笔者还认为既能鉴赏他的写作技术，又能知道中国的一段历史与文化，

在他的作品当中我们还能跟着他一起到处旅游，因他无论在泰国或者在其他国家

玩，他都能仔细叙述某个地方的情景，使读者如入其境。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学习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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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为人，就从他的生活背景来看，他从小家里就遇到危难，生活条件很差，学习

机会也不太顺，但他仍然坚持，努力学习，刻苦挣扎，不怪天、不怪地、并不怪中

国政府的政策，他反而忍受命运的安排，而且对父母很有孝心、对国家很有忠心，

直到移到泰国经商，他还是对中国念念不舍，虽然他已经申请到泰国国籍，但他还

是不曾忘记他的家乡、他的中国根，每当回中国他都会去探望他的家乡和他的母

校，虽然每个地方都随着新世界而改变，他只是自己暗暗伤心，只能把老家乡存在

心目中，在怀念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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