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诗魔”之称、驰誉世界华
文诗坛的诗人洛夫先生驾鹤西
去了，以九十岁的高龄和卓越成
就在中国现代诗坛留下了一座
金光闪烁的丰碑。

曾任台湾《创世纪》诗刊创
始人、总编辑的洛夫，原籍湖南
衡阳，1928年生，著有诗集《石室
之死亡》《魔歌》《洛夫精品》《时
间之伤》《洛夫诗全集》《漂木》
(长诗)等30余部，散文集《洛夫随
笔》等8部，诗论集《洛夫诗论选
集》等5部，翻译《雨果传》等8部，
曾荣获首届李白诗歌奖、国际诗
歌奖等重大奖项。1996年4月从
中国台湾移居加拿大，定居于温
哥华洛夫雪楼。

洛夫先生早年为超现实主
义诗人，表现手法近乎魔幻，被
称为“诗魔”。后来他“回归现
实”，但始终保持鲜明的创作个
性。洛夫于1979年创作并收入
他的诗集《时间之伤》中的名篇

《边界望乡》，是我非常喜欢的
一首诗。我在1990年广州花城
出版社出版的《诗魔之歌》中读
到这首诗，它给我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并感染了我，于是我写
了一篇名为《边界望乡的艺术
启迪》的文章，被北京文艺出版
社1997年出版的《诗人喜欢的
诗》收入。

1999年10月，我与洛夫先生
在一次名为“谈洛夫，洛夫谈”的
诗歌恳谈会上初次相识。会上我
对新诗的拙见———“台湾诗歌的
现代化进程走在前边，它的回归
传统不是倒退，而是一种螺旋上
升”的论点，得到了洛夫先生的
肯定。次日，我主持了一次小型
的欢迎洛夫先生和夫人陈琼芳
女士的聚会，先生为我书写了

“相见恨晚 有缘不迟”墨宝。先
生回加拿大之后，写了一篇《济
南初旅》的文章，刊登在2000年4
月11日《齐鲁晚报》上，述说了他
对泉城的美好印象。

由于先生的鼎力推荐，我
于2001年8月参加了第六届(大
连)国际华文诗人笔会，会议期
间与先生有了进一步的交流与
认识。我力邀先生来济南访问，
先生欣然答应。于9月6日携夫
人来到济南，由我出面接待，安

排入住吉华宾馆。8日在山东省
文联展厅举行了“诗人洛夫书
艺展”，省、市文艺界著名人士
武中奇、马连礼、苗得雨、张炜、
吴开晋、袁忠岳等百余人出席。
9日在历下剧院举行“洛夫诗歌
朗诵会”，洛夫本人也亲自登台
朗诵，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10
日洛夫访问山东大学，会见了
文学院的部分教授和学者，做
了深入的交流。

洛夫先生回到加拿大之后，
于2001年12月12日的来信中写
道 ：“ 刚 给 你寄去 了圣诞 贺
卡……这次泉城之旅，对于你为
人的真诚、待人的热情，我将深
深铭记于心。”2005年1月7日洛
夫先生寄来新年贺卡：“大著《鹰
翎·火笛》收到，这本诗集刚柔互
济，虚实相生，充分掌握了中国
诗歌美学的精髓……恭喜你在
诗艺上更上层楼！”洛夫先生
2015年7月12日的信中写道：“吾
兄一生奉献于诗，暮年成绩非
凡，《郭廓诗精选》精选之作品佳
构连篇，无不是心血结晶，令人
钦羡不已。”这是先生对我的关

心和鼓励，也是鞭策。先生之错
爱，令我汗颜。

洛夫先生的基本诗观是“以
小我暗示大我，以有限暗示无
限”。在他看来，诗永远是个人情
感和经验的意象化和秩序化，而
且是一个价值的创造。对他而
言，诗人的使命就是透过诗来解
除生命的悲苦，更重要的是使人
对生命有所感悟。这位曾致力于

“横的移植”的诗人，血液里始终
充盈着“纵”的民族文化的因子。
在“回归传统，拥抱现代”的鼓声
中，他在“纵”与“横”的交插坐标
上找到了应有的位置。

洛夫先生在2006年12月22
日的来信中指出，“我的诗歌创
作必须以全中国的读者为对
象……《漂木》(长诗)不是一般
读者能够接受的诗……有缘人，
有灵犀相通者才会喜欢，不过仍
然受到学术界与评论界的重
视。”

洛夫先生仙逝，中国新诗界
失去了一位勇于开拓创新的大
诗人，但天堂里多了一位诗书俱
佳的天才！

公元前一世纪的法尔马库
萨岛上，盘踞着一群海盗。一天，
海盗们抓到了一个魁梧的家伙，
准备向他的家人勒索赎金。

海盗们开出的价格是二十
个塔兰特，人质却扭头告诉他
们：自己值五十个塔兰特。土匪
们第一次遇到不爱财的主儿，就
依言开了五十个塔兰特的价码。
他们嘲笑这个人质，认为他是彻
头彻尾的蠢货。

人质在岛上呆了三十八天。
他每天坚持锻炼身体，并且写
诗。面对群贼，他直言这批人将
被吊死在十字架上。强盗们因此
哈哈大笑。收到赎金后，他们释
放了他。第二天，获得自由的“蠢
货”率领五百个人攻占了小岛。
海盗全军覆没，有三十个人被割
断喉咙钉在十字架上。

那个被嘲笑的“蠢货”，就是

凯撒大帝。
中国人嘲笑别人有眼无

珠，一般都会说“你门缝里看
人，把人看扁了”。如果对方还
不识趣，则会直言“你的眼是泥
蛋子做的”，或者“你是泥蛋子
眼”。

让别人高看一眼，前提是你
得有牛烘烘的底气。底气何来？
当然是靠实力。

被困在岛上的凯撒虎落平
阳，尽管被人嘲弄，仍坚持锻炼
身体、写诗。这种良好的心态令
人赞叹。

我因此琢磨了很久。如果海
盗们稍微仔细一些，认真观察一
下这个与众不同的俘虏，结局或
许不会这么惨。只是胜利者哪里
愿意花费心思，去研究一个俘虏
的优雅？

还有一个故事。

溥仪接受完社会主义思想
改造，到街道登记户籍。面对文
质彬彬的皇帝，不识“泰山”的大
妈询问对方是什么学历。公民溥
仪想来想去，不知道怎么回答
好。他曾接受过陈宝琛、梁鼎芬
等人的教育，也曾接受过英国人
庄士敦的教育。以上三个人，都
是根基扎实的学者。但令人尴尬
的是：溥仪没有学历证书。于是
只好含糊作答：私塾。

街坊大妈不知私塾为何物，
遂盘根问底。溥仪用优雅的贵族
腔调反复解释，对方就是听不明
白。后来，大妈终于不耐烦了，在
教育程度一栏含混地写上了“初
中”二字。

溥仪遭遇大妈盘问学历，大
约是他从来没有想到过的。就像
一台老计算机，突然安装了新的
软件，出现了不兼容的问题。这

很正常。
当然，溥仪改造得很好，以

普通公民身份终老。
唐天宝三年，公元744年，诗

人贺知章告老还乡，回到老家萧
山。彼时故乡物是人非，距离诗
人离乡已有五十多年。

故乡等同异乡。白发苍苍的
诗人提笔写道：“儿童相见不相
识，笑问客从何处来。”是感慨，
也是自嘲。老了就老了，再也没
有青春年少时的轻狂与得意。得
失之心既无，想来是可以过个顺
心的晚年了。

一代枭雄凯撒算啥？大清皇
帝又算啥？那些煊赫的功名与利
禄，都不如这个八十多岁的老头
子在村头咧嘴一哂来得有趣。

而至于识不识“泰山”，说
到底全在于观者的格局与心态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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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有书房，是多么奢侈的
事，但我得惭愧地承认：我的书
房，正在渐渐变成……储藏室。

文青大抵都读过伍尔芙那
篇著名的《一间自己的屋子》，说
的是女性写作之难，难在得有一
间自己的屋子，外加一年500镑
的固定收入。简·奥斯汀从来都
是在厨房的桌子上写，人一来就
收起来，带着点微窘的笑意说：

“只是在二寸象牙板上写着玩
儿。”言下之意是不值得誊抄在
珍贵的纸上。

我在多子女家庭长大，何止
没有自己的屋子，小时候连一张
自己的床、自己的衣柜都没有。
初高中后才有自己的抽屉，也是
为了放试卷用，没有锁，任何人
都可以拉开——— 当然我也可以
开他们的。

那时候读到郑逸梅、包天笑
之类的民国文人，说到书房、园
林、不被打扰的时光，简直有一
种“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的
自惭形秽。尤其是鲁迅的书房，
还是在楼上，他工作的时候，老
婆儿子都只能呆在一楼。

大学起我开始慢慢淘书，周
末在旧书店一蹲一下午，为的是
有限的资金如何最优化处理，无
限的文山书海怎么淘出金子来。
每次搬砖一样搬一堆书回来，积
书成塔，书就这样在我家长住下
来。

姐姐们渐次出嫁，我写得小
有名声，家里重新装修的时候，
我爸专门为我度身订造了六个
书架。我一直记得他仔细地量书
的高度，把每一排的空间算得极

其精准，保证书放进去绰绰有
余，上面又不会有多余的空白。

那段时间我很阔，稿费相对
于当时的书价，让我很容易就能
一掷千金，我大量地买、大量地
读。我每天浸在我的书房里，没
事的时候，哪怕看看书脊，好像
也多知道了些什么。爱花的人，
只是闻到花香也是一种安慰。

后来我有了自己的家，买家
具的时候其他的我都不关心，就
是一定要买通天彻地的一面墙
的书架。选的黝黑色，与全堂家
具都不搭。但我固执地认为：书
架，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我收到的赠书慢慢多了起
来。从前有人来我家，问：“你的
书都看过了吗？”我会有点不高
兴，觉得这是一种无心的侮辱。
那之后，我得承认：“不，我自己
买的我都看了。”不是我主观挑
选的书，我不负责。

也是那之后，我不怎么送书

给人了。我不看赠书，相应的，别
人也不会看我送出去的书。秀才
人情一本书，但自来好书如好
女，把好女子明珠暗投，把书送
给不看书的人，都是糟踏。

我买书的步伐已经极大地
减缓了，但我的书还是有增无
减。爱书人都有饕餮之心，只进
不出。这本书三年不读了，拿起
来翻翻：内容还是不错的，兴许
哪天还会读；三十年不读的书
呢？更不舍得扔了，那里面有写
在字里行间的记忆。

爸已过世，我又回到老房子
住。我的靠墙书柜垮了一层———
是我的错，它好看，但不是实木
的。爸的书架还屹立不倒，但他
没想到，现在的书已很少有32开
大小的了，至少也是大32开，只
能平着放在格架上。

我收藏了国图的网站，有了
Kindle，要查资料的时候，更习
惯用百度。我还看纸质书，但这

主要是出于一种阅读习惯。我看
着书房里一天一地的书，一开始
内心会有焦虑感：还有很多书，
我没有看过。后来就漠然了。

有些书我为它们放生了。我
在微博上做过“赠书”活动：有意
来函，自付快递费，我就寄个四
五本出去。我每年把孩子不再看
的绘本、教辅书整整齐齐叠好，
放在路边，也许会有一位家长赶
在清洁工来之前经过，挑几本自
己喜欢的书呢。话说我有好几种
不同版本的《小王子》《飞鸟集》

《爱的教育》，我都只留了一本，
其他的散出去了。

但即使这样，我的书房也越
来越像一个储藏室了。为了孩子
学习方便，我把电脑移到卧室，相
应的，在书房的空地里，我放了健
身车、鞋柜、打算捐出去的衣服。
我隔几天才进出一趟，把看完的
书放回去，找出要看的书。

很难找到一段完整的时间，
在书房里静静读一本书。我读书
的地方往往是：接送孩子的地铁
上、等在孩子培训班外的走廊
上、孩子入睡后的电脑前。苏东
坡说过，看书的三个地方是厕
上、马上、枕上。到现在，地点有
异，性质不变。

我是劳碌在外的人，书房是
我的大好河山，每本书都是山清
水秀又一村。我拥有它们，像帝
王拥有全世界的疆域。

每天忙于治理国家的帝王，
也会偶尔想：等我退休了，我会
饱览大好河山吧。

嗯，我偶尔也这么想：等退休
了，要把我书房里的书都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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