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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结识英语作家冯啟明（ Alv in   Pang）与小叶子

（  Joshua    Ip），获知他们每年会在脸书上举办网络写诗 

活动：SingPoWriMo（Singapore  Poetry  Writing  Month）。本社

因受到启发，便取其形式，希望可以吸引各界人士前来写诗、

读诗。

“一首诗的时间”（以下简称“一首诗”）1 始于2014年9

月，不过当时活动并未全面展开，仅以一周为限，作为 

“尝试”来观察反应——但反应挺热烈的！于是，我们（新文潮

文学社）便开始着手策划来年（2015年6月）的“一首诗”。

“一首诗2015”主要是在6月1日至30日，连续30天内，编

委每天准时于凌晨贴上一个主题（与加分题），让诗人按照主

题创作一首诗。当然，诗人也能自由发挥，完全不受主题 

限制。

其实，活动本来以吸引“新诗人”为主，希望借由 

“主题”的形式，来激励大家在创作时，可以扩大创作题材与视

野，从内容、形式、修辞与各种主义等方面下手。同时， 

也希望大家把作品贴上脸书小组时，能不吝给予作品点评、 

批评，并鼓励对作品的各种诠释。

“一首诗”并不是个累积“赞”的比赛，而是一个大家互

相分享与学习的平台，让诗人累积多点信心站出来，既不 

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而是不卑不亢的以作品为主，来加以

讨论。因此，必须强调，很多作品都是“进行式”的，是 

“当下”的“最好”（而不是每个人认定的“最好”）。

简
介 ◎孤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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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首诗的时间脸书活动小组:www.fb.com/groups/yishoushideshijian

与其强调于一些伪命题，如谁是“诗人”，又或纠结于

什么才是“诗”的定义之属，我更愿意把都市人宝贵的时间 

放在实践上，从实践中获益。

网上活动结束后，本社也曾主办“一首诗交流会”

（2015年7月26日，JC Coffee Houzz），邀请了各位网上的 

诗人出席交流，交流会餐饮由诗人黄文杰赞助。

30天，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但是要坚持到30天，每天

至少一首，也挺考功夫的。毕竟，人们都是为了“生活”在 

努力，顶多就“明天再和它死过”好了！真切希望本次活动，

大家玩味诗的创作，玩得尽兴，也多认识一些诗友，彼此多多

交流与切磋。

本选集得以在活动后编辑成册，必须感谢时代精神书屋

（Ethos     Books）的垂青与支持。起初正在洽谈时还有点担心，

怎么知道专案经理（projects manager）黄佳毅大哥竟然不二话

就答应了，同时也希望能多多在出版的方面合作。除了感激 

赏识，只能说声感恩了！

最后，各位编委们，包括洪均荣、陈文慧、方渼凌、 

沙怡靖、林慧敏、黄芳、孙宇慧、郑伊婷，与顾问张国强、 

黄文杰，大家都辛苦了，文学的路上有大家真好！

各位喜欢“一首诗”的朋友们，我们明年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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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多种语言

★加分题：#至少三种语 #双关语

备注：我国执政者对语言有种“洁癖”，例如认为“华语”必

须以“普通话”为最高标准，而英语必须以英国英语为准等，

不鼓励任何参杂。然而，新加坡是个多元种族、语言的社会，

我们的日常用语不要说参杂，其实早已形成了各种格式的“糅

杂体”，例如Singlish（新加坡式英语）。一个人如何说话 

（言语），绝对有能力建构一个人的身份认同；而在一个荟萃了

那么多语言的城市，我们怎么能错过多元语言的精彩呢？ 

（诗可包括方言，若不像粤语有文字，可使用英文拼音。）



我
们
对
着
鱼
缸
说
国
语

我对着鱼缸说国语

每一个元音像风打在镜里

每一次顿挫像蚊子在跳舞

对下腕表，每一秒都风起云涌

1950英语是殖民地语

想象着国语　我们来讲马来语

1965国语：英语　马来语　双语？

地图到处烟云，每一处如何安身立命

联邦　州府　马来亚　马来西亚

台湾　中华民国

石叻坡　星洲　新加坡

请跟我念 

国家——国　家

你有你的　我有我的国语

字正腔圆，绝非官话

◎周德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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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着鱼缸说国语

每一个元音像风打在镜里

每一次顿挫像蚊子在跳舞

对下腕表，每一秒都风起云涌

1950英语是殖民地语

想象着国语　我们来讲马来语

1965国语：英语　马来语　双语？

地图到处烟云，每一处如何安身立命

联邦　州府　马来亚　马来西亚

台湾　中华民国

石叻坡　星洲　新加坡

请跟我念 

国家——国　家

你有你的　我有我的国语

字正腔圆，绝非官话

2 Ikan（马来语）：鱼
3 Inilah Singapura（马来语）：这里是新加坡

我们坐在圆桌旁练习说国语

鱼在圆圆的鱼缸嘟着圆圆的金鱼嘴

鱼如舌在口腔中，蠕动如蛇

有时圆唇，有时不圆唇

圆唇时

是鱼　是语　是马来语　是Ü

不圆唇时

是ikan2是English是Inilah Singapur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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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粗话

★加分题：#充满爱意 #歌颂希望

备注：

贾聪明：你要写就写，不要他妈的扭扭捏捏。

甄英俊：I don’t know what the fuck to write!

贾聪明：你可以不要骂粗话吗？

甄英俊：为什么？你在兵营里不是整天骂Sir Kenneth臭鸡拜咯？

贾聪明：不一样嘛，兵营可以正大光明的骂。

甄英俊：这样不是很奇怪咩？要不就不骂，要不就骂，还要分 

       场合的啊？

贾聪明：没办法，生气就得骂！

甄英俊：你小心啊，粗话每次都和女人有关系的，你得AWARE 

             点啊。



抗

它马的油再起价，我呸！

屌尼的工钱不起，我干！

你仆街在地就继续滚下去

法克先生会为你擦干地

在靠北边下方是你的目的(墓地？)

人人都举起靠腰上的刀辅助你前进

若你手脚懒叫我们帮你吧

我相信你家狗娘也会乐意一起屌你

等等，我停驻在小摊口前

买了鸡蛋糕

——这可不值得拿来塞住你嘴巴了。

◎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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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多种语言 家庭用品 Singapore you 
are not my 
country

涂诗（圈
诗）

学好华文的
一亿个理由

#至少三种语 
#双关语

#马桶 
#垃圾桶

#用护照slap
你 
#罚款

#八卦杂志 
#报章社会版

#和中国无关 
#和传承无关

6 7 8 9 10

粗话 长诗（超过
50行）

情诗 星座 互文性

#不可以提母
亲
#充满爱意

#我的家是旅
游景点
#超过100行

＃如果要为
爱情加上一
个期限
＃SM

＃揶揄 
＃幽默

＃歌词电影 
＃文学或艺
术作品 

11 12 13 14 15

身份/认同
（Identity）

无题诗 少数群体 生日 身体

＃履历表 
＃指纹或掌
纹 

＃传说 
＃少见标点
符号或emoji 

＃LGBT 
＃不准悲情

＃派对 
＃100年前或
后

#不能写情色 
#硬邦邦与软
趴趴 
#睾丸长毛

16 17 18 19 20

去人称（你
我他它）

短诗（少过
10行）

图像诗 国民服役 散文诗

#其中一个字
要25画
#诗中使用对
话

#内容一个字 
#题目超过十
五个字

#收据
#食谱

#厕所 
#不能用梁志
强电影

#三更半夜 
#风和日丽

21 22 23 24 25

去动词 动物 藏头诗 排比 记忆

#语气词 
#只能使用人
造物

#生肖 
#绝种动物

#告白 
#藏两句

#一千人当中
大概会有两
个 
#顶针手法

#不准写牛车
水 
#官方不承认

26 27 28 29 30

旅游 数字 冷气房里的
岛国

饮食诗 离开就是为
了回来

#不准写花草
树木 
#扣税

#三围 
#365天

#2050女佣不
见了 
#指鹿为马

#SGFoodPorn 
#辣椒

#不是结局的
结局
#给我一首诗
的时间

活动主题与加分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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