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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人诗歌艺术特色探析

许秀云

摘要

 论文使用文本分析的方法，从生动的诗语、精巧的诗体、真挚的诗风三个方面对岭南
人抒情诗歌的艺术特色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岭南人诗歌语言具有雅俗共赏、譬喻精新的特
点；岭南人多作短小精致的小诗，因而格外重视诗歌内在的节奏和诗行的排列；岭南人的
诗歌风格独特，无论抒发怀乡之情，还是抒写人生感悟，都有着真挚动人的艺术感染力。
这种短诗的形式很独特在东南亚国家的华人作家中广受欢迎。

关键词 ： 岭南人；诗歌艺术；诗语；诗体；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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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家、诗人在文艺创作中所运用的各种具体的表现方法有叙述、描写、虚构、烘托、渲染、夸
张、讽刺、抒情、议论、对比等。文学表现手法从广义上来讲也就是作者在行文措辞和表达思想感情
时所使用的特殊的语句组织方式。诗是歌唱生活的最高语言艺术，它通常是诗人感情的真实抒写。
 岭南人的诗歌，多为抒情诗和短诗。即使有叙事，也是为了抒情的需要，绝无纯粹的叙事诗篇。
岭南人的抒情诗，直抒胸臆，情浓意真，时而激情满怀，时而情意绵绵，还有不拘一格、小巧玲珑的
小诗。
 简洁、朴素、清新、真挚是岭南人诗歌的显著特点。他善于借鉴传统古典诗歌的表现手法，又吸
取中国现代新诗创作的优点，创造出自己的独特风格。读他的诗，能增长知识，扩大视野，感受无穷
的韵味，是一种美的艺术享受。

一、 生动的诗语
 著名诗人林庚曾经说过：“诗是一种不平常的语言，因其不平常，所以它成为一种独特的文体，
它有它独特的形式——独特的语言形式，否则我们就大可以称一首诗为一篇好的散文”。[1] 诗歌语
言的形成的确是不断从日常口语中汲取营养的，但同时也是一个口语和散文语言不断诗化的过程。黑
格尔也曾强调指出：“就连单从语言方面来看，诗也是一个独特的领域，为着要和日常语言有别，诗
的表达方式就须比日常语言有较高的价值。”[2] 诗的成熟意味着诗化语言的形成，中国诗歌发展的
全部历史表明，语言的诗歌化是诗歌发展中最核心的问题，也是贯穿始终的问题。
 中国现代著名诗人朱湘在《评闻一多的诗》中说过：“新诗的工具，我们都知道的是白话。但是
我们要知道，新诗的白话决不是新文的白话，更不是一班人，如我如你，平常日用的白话。这是因为
新诗的多方面的含义决不是用了日常的语言可以愉快的表现出来的。我们‘欲善其事，必先利其
器，’我们必得采取日常的白话的长处作主体，并且兼着吸收旧文字的优点，融化进去，然后我们才
能创造出一种完善的新诗的工具来，而我国的新诗才有发达的希望。”[3] 
 岭南人的诗歌语言有雅俗共赏、譬喻精新两大显著的特点。
 岭南人的诗语是吸收了旧文字的优点的白话，既有非常清新优美的书面化诗语，又不避俚俗，口
语、方言乃至外语的词汇纷纷入诗，可谓雅俗共赏。
 岭南人诗语清新优雅的诗作，我们以下面两首为例来分析。
 《回到童年》：

 梦里，又回到故乡—— / 与一群小童，一身赤裸裸 / 在河中打水战 /  水花飞溅⋯⋯ / 淋湿了喧
闹声[4] 

 《海上夜色》：

 夜深了，熄了床头灯 / 望窗外—— / 没有星星，没有月亮 / 夜色空旷而深沉 / 海上一片渔火 / 更
绿了[5] 

 这两首诗都有新人耳目的优美诗语。《回到童年》一诗，写诗人梦回儿时，在南国故乡的河中嬉
闹，飞溅的水花，淋湿了嬉戏的喧闹声。其实，喧闹声本无所谓淋湿，诗中这里是使用了通感的修辞
手法，令读者有更真切而生动的感受。或许水花淋湿的不仅是诗人儿时的回忆，还有诗人午夜梦回是
眼角与枕上的泪痕。与这首诗有相似内容的《碰见童年》，也是写梦回童年，最后一句恰好可以做   
《回到童年》最后一句的注脚：“醒来，枕边有冷冷的泪滴。”

[ ]林庚. 新诗格律与语言的诗化. 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 31 
[2]黑格尔. 美学（第3卷）.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22
[3]朱湘. 中书集.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3. 176
[4]林焕章主编. 小诗磨坊（泰华卷2）. 香港：世界文艺出版社， 2008. 19
[5]林焕章主编. 小诗磨坊（泰华卷1）. 香港：世界文艺出版社， 2008.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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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上夜色》写海边苍茫的沉沉夜色，夜空中无星无月，无边的夜色里惟有一片渔火。渔火本来
是红色的，可是诗人却在诗句中说它“更绿了”。这初看不符合逻辑，但是却是诗人真实的感受。因
为人们在长时间凝视红色时，会产生绿色的错觉，这正是古人诗句中所说的“看朱成碧”。
岭南人的诗歌也有平白如话的，如《纸船》一诗：

 小孙子把我的诗稿 / 折成小船，放下水盆里漂流 /
 妻闪电出手，把船从水里捞起 / 说，那是爷爷的诗 / 我说，就让诗坐船也去漂流⋯⋯[6] 

 这首诗就像家人之间平常的对话，可谓浅显平易，然而却写出了家人之间的温馨呵护、含饴弄孙
的天伦之乐。
 再有就是岭南人的诗歌中还有一些俚语和外语词汇入诗，也是岭南人作为泰华诗人不同于中国本
土诗人的特点之一。
 例如《乡愁是一杯浓浓的功夫茶》：

 乡愁 / 是一杯 / 浓浓的功夫茶 / 又苦，又涩 / 过瘾，不如可乐 / 爽快，不如“乌凉” / 明知，啜
后归来 / 就会失眠，又要挨 / 一个慢慢长夜 / 在我，总是戒不了 / 还是忍不住  啜 / 一杯接一杯 / 又
苦又涩的 / 乡愁[7] 

 这首诗中第六句中的“乌凉”是泰语对冷咖啡的称呼，“乌凉”泰国华人对泰语词汇的音译。而
在《Cappuccino的下午》中外语单层次也直接入诗：

 常来的一家咖啡屋 / 坐常坐的桌椅，要两杯Cappuccino / 细雨霏霏，常来的人不来 / 咖啡还是
常饮的咖啡 / 入口，但觉又苦又涩[8] 

 岭南人的诗歌譬喻新颖，常常出人意表。例如《香港脚》中把爱情比喻成香港脚，“不抓，是一
种难忍的痒 / 抓，是一种刀割的痛”。而在《爱情，是心爱的那条牛仔裤》，则把十七岁的年轻的心
目中爱情好比心爱的牛仔裤：“新也罢，旧也罢/即使裤脚穿了洞/膝盖见了天/也不皱眉，也不介意/
只要合身，寸寸贴体”。《爱是口香糖》中把爱情比喻为口香糖：“初嚼，吮不尽的甜甜蜜蜜/连舌
头都想吞下/嚼久了，却觉得滋味越来越淡/淡成了啃了又啃的鸡筋/想吐，竟是粘在喉咙的一口痰”
。
 《乡愁是一杯浓浓的功夫茶》中把乡愁比喻成一杯浓浓的功夫茶，“明知，啜后归来/就会失眠，
又要挨/一个慢慢长夜/在我，总是戒不了/还是忍不住 啜/一杯接一杯/又苦又涩的/乡愁”。
《中年以后，一杯不下糖的菊花茶》中把中年以后的心境比喻为不下糖的菊花茶：

 午后，独自一人 / 溜到是乐园的露天茶座 / 选一角荫凉 / 坐下，要一杯 / 不下糖的冻菊花 / 面
对，浮岛扑过来 / 犹烫人的风，湖畔 / 花期已过的三角梅 / 端着冰凉 / 慢慢 / 品啜，挂在凤凰树梢的 
/ 夕照，说不清 / 是红、是紫、是灰、是黄？/ 也说不出，是苦、是甘、是涩、是香？/ 人生，中年
过后 / 可不就是，一杯 / 不下糖的菊花茶？[9] 

[6]林焕章主编. 小诗磨坊（泰华卷1）. 香港：世界文艺出版社， 2007. 1
[7]岭南人. 岭南人短诗选. 香港：银河出版社，2003. 12
[8]林焕章主编. 小诗磨坊（泰华卷1）. 香港：世界文艺出版社， 2007. 28
[9]岭南人. 岭南人短诗选. 香港：银河出版社，2003.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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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年以后的心境犹如不加糖的菊花茶，说不清的甘苦香涩，菊花茶的味道犹如黄昏的夕照虽然五
彩冰粉，却是时近晚景。不加糖的菊花茶就是中年后甘苦备尝、宠辱不惊的人生况味。
创作诗歌是语言的艺术，常常需要多种多样修辞的方法，依据题旨情境，运用各种语言素材及技巧。
诗人不但要善于形象的感受，善于形象的思考，也要善于形象的表达。岭南人就是这样一位善于创造
清新的诗语、巧妙的譬喻的诗人，他诗中形象生动的语言营造了精彩的意象和丰满的意境，感情真
挚，启人深思。

二、精巧的诗体
     中国现代诗歌史上有一个很重要却不太为人重视的现象，即一些诗人到晚年无法再依靠青春浪漫
的激情来写诗，又苦于没有适当的形式来表现对人生的深切感悟和历尽沧桑的智慧，只好借助旧诗或
改为写作散文。郭沫若晚年就转向旧诗，并且深悔早年反对格律的言论。暮年的李金发从美国客居地
致信痖弦，道出他的苦恼：“人到晚年其实时间很多，但反而不敢作诗，再者体裁也有问题，故不便
轻易涂沫。”臧克家也有类似情况，“老来意兴忽颠倒，多写散文少写诗”。梁实秋在《新诗与传
统》中还提到鲁迅、朱自清、郁达夫、罗家伦、闻一多、老舍等“五四健将”当年都热衷于写新诗，
到后来“遣兴”或要表达亲切感受时，便不由自主地援用旧体诗了。[10] 何其芳在1944年《谈写诗》
一文中说：“中国新诗我觉得还有一个形式的问题尚未解。从前我是主张自由诗的。因为那可以最自
由地表达我自己所要表达的东西。但是现在，我动摇了。”[11] 以上诸位诗人的苦恼就在于新诗没有
形成规范的形式，而这个形式的探寻主要是格律的摸索。关于这一点，梁宗岱早就指出：“新诗对旧
诗可能的优越也便是我们不得不应付的困难：如果我们不受严密单调的诗律的束缚，我们也失掉了一
切可以把捉和抟造我们底情调和意境的凭借⋯⋯这对于我们不仅是个警告，简直是不容错认的启迪：
形式是一切文艺品永生的原理，只有形式能够保存精神的经营，因为只有形式能够抵抗时间的侵
蚀。”[12] 
 韦勒克在《文学理论》中说在“诗歌中起组织作用的两个原则是格律和隐喻。” [13] 朱光潜也
在他的《诗论》指出“诗歌是有音律的纯文学”[14] 。格律是诗歌音乐性的集中体现，是诗化语言的
结晶。它包括格（分行、对称等）和律（押韵、节奏等）两方面，可以在视觉上和听觉上瓦解口语运
作上的自动化和心理惯性，从而引起读者的审美新奇感和惊异感。朱光潜也曾指出，“音律是一种制
造‘距离’的工具，把平凡粗陋的东西提高到理想世界”[15] 。由此，我们说新诗诗体探索是必要
的。节奏是宇宙万物的普遍特征。四季轮替，日月升沉，云卷云舒，花开花谢，动物与人类的呼吸、
循环等都是有节奏有规律的。人的声音也具有长短、轻重、强弱的分别。现代汉语诗歌主要是靠“
顿”和“韵”来实现的，“韵”在中国诗中尤为重要，因为汉语元音发达，虽然乐音丰富，但音节容
易散漫，须借助韵的回声来点明、呼应和贯串。另外诗人在创作时是靠耳朵谛听音节而选择词藻的，
而且音节最无逻辑性，和谐的音节对人有一种直接感发的力量，所以音律对于诗人创作和读者欣赏都
是极其重要的。
 岭南人的诗歌大多是短诗，形式的短小精致令诗人很在意诗体的探索和尝试，尤其是2006年以
来，诗人更多地写作体制精巧的小诗，多以三五行为一首，不超过六行，最短的竟然只有一行，富有
自然天成之美。岭南人诗歌的对诗歌格律的重视，主要表现在一下几个方面：一、诗歌的节奏：顿   
（音步）、韵（偶行用韵、抱韵、交韵等）、反复等。二、诗行的排列：或整齐如闻一多的《死水》
、《爱国的心》，冯至的十四行诗等；或参差有致，如徐志摩的《偶然》、《雪花的快乐》等。三、

[10]梁实秋. 梁实秋论文学. 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1978. 668
[11]何其芳. 谈写诗. 何其芳文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62
[12]梁宗岱. 诗与真,诗与真二集.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4. 56
[13]韦勒克，沃伦. 文学理论.北京：三联书店，1984. 200
[14]朱光潜. 诗论.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7. 98
[15]朱光潜. 诗论.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7. 107
 



�#��	������������������������������������������

语言的凝练含蓄，反对分行的散文。岭南人强调新诗体制与韵律，不是单调的，而是丰富多彩的。旧
体格律诗只有少数几种，新诗的格律的形体却可以是无限多样的。它既可以有几个固定的格律形式。
例如十四行诗、九言诗的形式已经有了相当成功的范例；也可以相体裁衣，依不同的内容自度格律。
岭南人的《太极起式》就是一首在诗体上颇具匠心：

 顶天立地 / 缓缓，将双手举起 / 血管里，流水潺潺 / 潺潺，流来湄南，流来黄河 / 一在我之右 / 
一在我之左 / 两条河，潺潺 / 从我身上流过⋯⋯[16] 

 本诗中间换韵，缓、潺、南押an韵，河、左、过押e（o）韵。缓缓、潺潺都是叠音字，在诗中反
复出现，形成回环往复、前后呼应的韵律之美。这首诗语言凝练含蓄，内涵却丰富深厚，余韵无穷。
 《如果》一诗，虽然是一首散文化倾向很重的诗，可是全诗气势滔滔，连续16个以“如果”领
起的排比句，参差错落，把诗人人生诸多的遗憾和无可奈何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依然具有强烈的
音乐性的效果和绕梁三日的旋律感。

 如果我不北上，如果我不南渡 / 如果我只饮长江而不饮湄南 / 如果我饮了湄南而不想再饮黄河 / 
如果我看棋而下成局 / 如果我听琴而弹成曲 / 如果我闻笛而起舞 / 如果我不学画而盲了色 / 如果我不
学歌而哑了嗓 / 如果不是我父亲想死在故乡而葬在香港 / 如果不是我母亲不想离家却临老来了“番” 
/ 如果我不是唐人而入了番籍 / 如果我不是入了番籍又忘不了唐山
如果不是我的儿女为华裔而不会说华语 / 如果我不放下毛笔而拿起剪刀 / 如果我不拿了剪刀又丢不下
毛笔 / 如果我不是左手拿了算盘，右手又拿起毛笔 / 那么，我的左手就会轻快，右手就会灵巧 / 那
么，我的歌就会哭声少，笑声多！！[17] 

《临老回眸》也是一首在诗行排列上有巧思的一首诗：

临老 回眸
红头船扬起白帆
犁破浪花，漂过 
茫茫七洲洋
海天尽处 那条天地线
竟 是
游
子
有
去
无
回
的
一
条
单
行
道[18] 

[16]岭南人. 岭南人短诗选. 香港：银河出版社，2003. 10
[17]岭南人. 岭南人短诗选. 香港：银河出版社，2003. 22
[18]岭南人. 岭南人短诗选. 香港：银河出版社，2003.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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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诗写寄身海外的华人华侨的“思乡情切”。泰国华人大多是广东潮州移民的后代，清代潮州
与东南亚的航运，从中泰大米贸易开始。而早期的大米贸易，都是由旅泰潮籍华侨经营的暹罗船运
载。这些船上的船员也几乎全是中国人。乾隆年间，准许商民前往暹罗采购大米。潮州很快发展一支
远洋帆船队，俗称“红头船”（船头油刷朱红色）。这些红头船在从事大米贸易的同时，也载运了无
数潮州移民迁居到泰国，从此就定居在异国，难以归乡。难以归乡的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海途艰
险，“七洲洋”指位于台湾海峡西南至海南岛东北之间的海域。七洲洋群岛，位于海南岛东北。自宋
朝以来，七洲洋便是由中国东南沿海去到东南亚的必经之地。七洲洋以凶险着称，“自古舟师云：‘
去怕七洲回怕昆仑’”。难怪诗中感慨这条路是有去无回的“单行道”。为了形象地传达这条海路的
有去无回，诗人将最后一句巧妙地排列成一个竖行，在直观上就给人一种单行道的感受。
 岭南人近年来多作小诗。小诗在中国现代诗史上并非新生事物，小诗的诞生，已经近一个世纪
了。它的第一个高潮是在于1919年到1922年。冰心的《繁星》和《春水》两本诗集的相继出版，奠
定了小诗在中国新诗史上的地位。泰华文坛近年的小诗创作的繁荣，从文学的传承关系来说，主要是
借鉴五四以来中国的小诗，同时，也有向中国古诗词中的“绝句”、“小令”汲取丰富的营养。
岭南人的小诗很注重形式的工整，《叶落无声》就是形式上讲究对称的典范：

    深山空无一人 / 叶落无声
    只闻鸟鸣啾啾⋯⋯
    叶落无声 / 深山空无一人[19] 

 这首诗前两句和最后两句只是顺序颠倒了一下，内容完全一样，形成一种对称均衡的形式美，诗
句的反复也给人一种循环往复的韵律美的享受。同时这首诗很明显是受到了南朝梁代诗人王籍《入若
耶溪》中的“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的诗境的启发。
 此外，岭南人的《路》也是形式上很有特点的：

 有时候，最宽最大的路 / 最最难走 
 有时候，最短最直的路 / 最弯 最长
 有时候，两点之间 / 直线，不是最短[20] 

 这首诗很精彩，写出了人生深刻的体悟，一些被公认的真理或许存在例外，貌似宽大的路并不好
走，两点之间或许不是最短，这首诗是北宋诗人王安石的诗句“看似寻常最崎岖，成如容易却艰
辛。”的现代诠释。有趣的是，这首诗三句皆是由“有时候”三字领起，是反复修辞手法的运用，在
格律上也形成反复呼应的韵律感。像这样的小诗可以看出泰戈尔、冰心哲理小诗的影子。
 除此之外，岭南人的小诗在分行分段的试验探索方面也是花样翻新，有四二、三三、三二、二
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一二、二二二、二三一、一二、一三、一三二等等形式，形式的灵活多
样，令岭南人的小诗呈现出五彩缤纷的多样性。
 诗歌的魅力就一首具体的作品而言，往往取决于诸多因素，可是从宏观角度来看，一个时代的诗
歌成就与诗体的成熟有着本质联系。诗歌是最本质的特点是它的音乐美。音乐美将诗的语言和散文语
言明显地隔开，使前者变为抒情的语言而后者只是叙述的语言。而诗歌的音乐美主要体现在诗人在诗
体上的创新与探索。

[19]林焕章主编. 小诗磨坊（泰华卷2）. 曼谷：世界文艺出版社，2008. 41
[20]林焕章主编. 小诗磨坊（泰华卷1）. 曼谷：世界文艺出版社，200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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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真挚的诗风
 岭南人的诗歌平淡真挚的诗句中寄寓着深刻情感与哲理。岭南人的诗做突出亮点是华人华侨的怀
乡情结。如岭南人这样出生在中国的泰国华人华侨，家乡观念，乡土意识很重。因为诗人童年至大学
是在中国度过，长达二十余年，因此熟悉中国的国情，他的言行举动、情趣爱好已很“中国化”。成
年后在南洋生活相当长的时间，思想情感系于两国之间，作品既写了自己在“思乡曲”和悲欢离合的
生活，也有写泰国社会、风土人情、落地生根等种种问题。岭南人泰华诗人，沐浴在泰国佛教文化氛
围之中，在平静、祥和、友爱、善良的环境中成长，因而诗中呈现出多彩多元的文化色彩。
 岭南人的诗，淡中见真、朴素畅达，他的诗来自生活，来自心灵，因此不事雕琢，如同诗人的心
灵一样纯净，并且真挚无遗向读者坦露。纵览岭南人的诗歌，可以感受到扑面而来的真挚的情感冲
击，诗人真诚、平易、畅达的诗句往往蕴含着深邃的人生感悟和哲思。
 岭南人的诗能弹奏出我们生活诗意的旋律，他的诗能陶冶和丰富人们的情操，他的诗在美化生活
美化心灵方面作出它那无可替代的贡献。岭南人的诗都是真实情感的流露，他的诗里每一个字都浸透
着他真挚的感情。例如《乡愁是一杯浓浓的功夫茶》这首诗明知乡愁又苦又涩，但“我”还是忍不住
一杯一杯地啜，这是一种多么真挚而动人的情怀！热爱故国的岭南人一生颠沛流离，去国离乡、经历
过生活的磨砺，深刻地体验过中国人的喜悦和苦难，因此才能写出如此真诚动人的诗篇。
 在第二章中曾经论及的《我是一片云》、《如果》、《回到故乡的月亮胖了》、《致周柏——重
游晋祠归来》等诗都是感情真挚，语言清新的抒写乡愁的名篇。
《清明雨》：

   如泪滴，纷纷的清明雨 / 淋湿母亲的坟头 / 萋萋的青草
  我的思念，随坟头青草 / 年年 / 绿[21] 

 《余温》：

 过年，过节 / 母亲遗像前，不忘 / 摆上一束香馨 / 她喜爱的兰花 /点亮比白兰更白的蜡烛 / 低首
默念 / 她默默的一生 / 一如坐在烛台上的 / 蜡烛，默默垂泪 / 亮丽一家的温暖 / 家，越来越大 / 她，
愈来愈瘦 / 收拾桌上的残泪 / 我，摸到母亲的余温[22] 

 这两首诗既是怀人又是思乡，“我的思念，随坟头青草/年年/绿”；“收拾桌上的残泪/我，摸
到母亲的余温”。这样的诗句自然天成，真挚诚恳，毫无雕饰，却直指人心，虽然不是华丽铺张的辞
藻，然而缓缓道来，却感人至深，催人泪下。
 岭南人是中年之后才重拾文学旧梦的，因而他的诗中，另一亮点就是表现中年心境和人生感悟的
诗篇。这些诗篇充满长者的智慧与沉着，虽然不免遗憾和感慨，但由于人生的浮沉皆已历练过，因而
有着宠辱不惊、淡定睿智的境界。
 第二章已经引述过的《愿》、《瀑布》、《一口出山的泉水》都是这类诗歌的佳作。“不求，流
入江河/注入大海/为云为雨/但愿不被污染/脏成一池污水/惟求，保一泓晶晶莹莹”等诗句，表达了
诗人淡泊名利，坚守理想的心志。
 《中年以后，一杯不下糖的菊花茶》与《看星》则表现了诗人历尽沧桑的人生感喟。“挂在凤凰
树梢的/夕照，说不清/是红、是紫、是灰、是黄？/也说不出，是苦、是甘、是涩、是香？/人生，中
年过后/可不就是，一杯/不下糖的菊花茶？”正是有着丰富人生经验的诗人才会有这样一言难尽、无
法名状的人生喟叹。

[21]林焕章主编. 小诗磨坊（泰华卷2）. 曼谷：世界文艺出版社，2008. 32
[22]岭南人. 岭南人短诗选. 香港：银河出版社，2003.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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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星》：

 小时候，在故乡的庭院，/ 和家人坐在一起乘凉，/ 祖母指着天上的星星，/ 教我看星斗。/那时，
天边的星辰，/ 向我眨着神秘的眼睛，/ 看来离我很远，/ 远得像祖母说的故事。
到了中学毕业，在校园，/ 和要好的同学躺在草地上，/ 一边交谈升学的志愿，/ 一边仰望夏夜的繁
星。/ 那时，满天的繁星，/ 向我眨着甜蜜的眼睛；/ 看来离我很近，/ 近得伸手就能摘下。
如今，人到中年，/ 在海外，在海边。/ 和久别重逢的友人，/ 躺在帆布椅上看星。/ 唉！寒星对我不
再眨眼，/ 只冷冷地挂在寥廓的天边，/ 有时，看来很近、很近，/ 有时，看来又很远、很远⋯⋯[23] 

这首诗令人联想到南宋词人蒋捷的《虞美人•听雨》：

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 
　　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24] 
 两首诗都是写诗人自己漫长而曲折的人生经历。以三幅象征性的画面，概括了从少到老在环境、
生活、心情各方面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岭南人诗三个年龄段的看星，而蒋捷词是三个年龄段听雨。蒋
词内容包涵深广，感情浓厚，以他一生的遭际为主线，由少年歌楼听雨，壮年客舟听雨，一直写到寄
居僧庐、鬓发星星。结尾“一任”两个字，更表达了听雨人的苍凉无奈的心情。这种心情，在冷漠和
决绝中透出深刻的痛苦，可谓字字千钧。岭南人诗，也是写儿时、青年和中年三个年龄段的看星。星
星是理想和未来的象征，儿时有着对未来的懵懂憧憬；青年是有着“手可摘星辰”般对理想的坚定信
心；中年时则充满对人生的惶惑和对莫测命运的无奈。人生三个阶段的心境写得层次清楚，脉络分
明，对比之下，彰显出中年时代的内心焦灼和迷惑：“唉！寒星对我不再眨眼，/只冷冷地挂在寥廓
的天边，/有时，看来很近、很近，/有时，看来又很远、很远⋯⋯”
 小诗的主要特点就是小——篇幅小，抒发诗人的瞬间感受。岭南人笔下的小诗中景、人、情，常
常是有哲理内涵的，常常闪耀着诗人对生活的真知灼见，因而形成蕴含哲理，淡雅深沉的特点。试
读：
《船的心情》

 台风过后 / 避风港的船 / 纷纷扬帆出海 / 想知道船的心情 / 请看迎风的帆 / 请看船头的浪花。
 （诗外）帆与浪花，说出船的心情；船的心情，也是人的心情。（岭南人）[25]

 诗人在把自己的思考直接传达给读者。但是，这种传达是诗的形式、形象的形式。小诗并没有简
单地描写台风过后人的心情，而是将船拟人化，写船的心情，船的心情如何知晓？诗人笔锋一转，说
道：“请看迎风的帆 / 请看船头的浪花”。这样就形象地写出了逆境过后的人的胜利的喜悦，人生
中“风雨之后见彩虹”、“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哲理和体悟蕴含在台风过后船上的风帆和船头的浪花
里，非常生动形象。
此类的诗还有《问蝉》：

 由卵而蛹而虫 / 从树根爬上树梢 
 成长何其漫漫
 知了！知了！/ 是叹息生命的短促 / 还是呼唤瞬间的爱情？[26] 

[23]岭南人. 岭南人诗六首. 世界华文文学论坛. 1995（04）. 25
[24]龙榆生. 唐宋名家词选.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300
[25]林焕章主编. 小诗磨坊（泰华卷2）. 曼谷：世界文艺出版社，2008. 24
[26]林焕章主编. 小诗磨坊（泰华卷5）. 曼谷：世界文艺出版社，201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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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诗饱含了诗人对人生的无限感慨，蝉的一生象征着人的一生，生命苦短，不断的破蛹重生，不断
地经受磨难，等到的枝头引吭歌唱的欢乐而光明的时光又是何其短暂，“知了！知了！”人生有些感
悟的时候又到了生命的暮年。
 近年来岭南人创作的小诗更是显露出成熟的智慧，上文引述过的《香港脚》、《网与鱼》、《风•
云》、《路》等诗无不闪耀着长者睿智的光辉。
 岭南人是泰华诗坛成就卓著的诗人，他的诗歌以“中国情结”怀土思乡而著称，乡思、乡愁、亲
情、故国情是他诗歌的主旋律。主旋律之外，岭南人的诗歌主题也受到居住国泰国的文化熏陶，有着
佛禅感悟与异国风情。他的诗情感真挚、想象丰富、譬喻奇特，常常以人生的乡愁、理想的挫折来展
示人生的无奈与坚持，具有强烈的主观情绪和色彩。岭南人的诗侧重理想追求过程中的内心矛盾，作
为一个内心的、情感型的诗人，他的理想主义又染上了痛苦、孤独和感伤，是典型的痛苦的理想主义
者。因此如《中年以后，一杯不下糖的菊花茶》与《看星》等诗歌，我们也可以领略到，岭南人的诗
思清新真挚之中，也有着淡淡的忧郁和苦涩。
 岭南人是中年以后才重拾文学创作的，除了文学理想追求过程中的挫折与坚守之外，他的诗歌还
充满着成熟的智慧和感悟。尤其是2006年加入“小诗磨坊”诗社之后，他的小诗创作显露出明显的
智性特色。《香港脚》、《网与鱼》、《风•云》、《路》、《问蝉》、《船的心情》等诗中，处处
闪耀着睿智的光芒。
     岭南人虽然是中年才接续了少年时期的文学理想，但是由于他的人生历练丰富，艺术功力老
到，充满生命智慧，因此不断奉献出优秀精彩的诗歌作品，很多诗作流传广远、脍炙人口，不愧是泰
华文坛的杰出诗人和旗手。在这样一个诗歌沦落的时代，他对诗歌理想的坚持和对诗美的不懈追求，
尤其显得弥足可贵和令人肃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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