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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 陈文慧

文学是一种选择

　　承接 2015 年 6 月的“一首诗的时间”计划，新文潮文学

社于 2016 年 7 月，再次举办了三十日的写诗活动。这是一个

让民众发表诗、阅读诗及进行交流的平台。我们希望借助社

交平台 Facebook 方便人们通过网络走进一个文学创作的集体

空间，探索并留下属于我们的记忆。这虽是个短暂的邂逅，

却聚集了一个群体。“文化”是一种集体的生活仪式，其价

值也由此而来 1 ；而通过这样的活动，我们试图建立一种属

于我们的“文化”。

　　今年活动的主题是“生活的每个角落都有诗”，试图捕

捉生活中的诗意，探究空间、身体、欲望、语言、体制与社

会，从生活的方方面面切入。诗人可按照指定主题、形式或

艺术手法进行写作。其中除了包括以分行或分段文字为主的

诗，也包括了图像诗。我们希望日后收录的诗能够通过更多

载体呈现。

　　诗人可持续三十天不间断地参与活动，也可进行“后

补”2，同时也可通过非强制性的“加分”选项寻找灵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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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今年，为了丰富活动，每周日设立了“诗歌接龙”游

戏，专选本地诗作共赏读，也从中抽出三个特定的句子，让

诗人进行再创作。再创作的过程中，作者可有意识地更改内

容或加以发展，重新演绎成新的作品。其中选用的作品包括

了沈璧浩〈喊马来饭的小孩〉3 、南子〈保鲜纸〉4 、潘正镭

〈牙膏〉5 、李邪〈光头女人的酒话〉6 以及陈华彪〈冰箱之

死〉7 ，作品横跨 1970 年至 2010 年。

　　此外，本次活动的第二十日也推出了新项目“翻译对对

碰！”，与面簿“新诗译”版主周德成合作，商讨这一天的

题目；作品也分享至其网页。借由“加分”形式，我们鼓励

尝试：一、本地诗作翻译；二、双向对译；三、错译。译者

可随意选择自己想翻译的诗，通过翻译再现原作，做出新鲜

的诠释；译者也可选用编辑提供的选项进行翻译，如此一来

便可见到同一个作品不同版本的诠释。正如本地诗人冯啟明

所言“翻译应该更普及化…… 这并不是一个‘更好’或‘更

差’的问题，关键是以新的角度和眼光看这个作品。”

　　这次不可忽略的贡献人包括了五位点评人。他们分别

是：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硕士毕业生张英豪、诗人周德成、

孤星子、空·龙猫和陶宗旺；活动中的代号分别为：大屁股



企鹅、狮城姜诗、死囝仔、发春的狸猫和煮咖喱的邻居。点

评人以其写诗经验或诗歌品味给予意见，带动了活动的气

氛，也促进了诗人之间的交流。当然“评语”形式不设限，

也仅作参考。毕竟，如台湾诗人廖瞇所言，诗不是为了“越

写越好”——不断地做一件事情，有可能会越做越好，但那

不是目的，而是花时间在做这件事情而自然产生的。

　　“一首诗的时间”群组正逐渐扩大，它虽然不是一个能

给予金钱报酬的活动，但今年参与的人数却有 50 人左右，

年龄跨越 17 至 50 。或许，与其问他们想要从中获得什么，

不如思考，华文、文学、文字在这都市是否有其不被发觉的

魅力等待释放，而非只为沟通、只为经济或其他实际性用途

而在这小岛上存活着。生活虽然忙碌不堪，但大家心里或许

还有那么一点空间想预留给文学。或许正因为如此，编辑团

队肯播出时间和精力在放工和周末之余书写、整理题目，在

活动进行的过程中按时把题目放上网，并且整理三十天的诗

作，进行筛选校对；参与活动的人们也展现了热忱，支持活

动。

　　我想，文学是一种选择。在语言逐渐偏向仅以实际沟通

为用途的时代，我们是否对于文字还有一点要求或执着？这

一次我们试图通过周围的观察作为 端，仅为了让选择文学

的人有一个独有、舒服的群体空间。



15

1　 李欧梵〈生活方式的‘原味’〉，见李欧梵《都市漫游者》（香港：牛津大

学出版社，2002），页131。
2　“后补”即日后补上作品。
3　沈璧浩〈喊马来饭的小孩〉, 见贺兰宁主编《新加坡15诗人新诗集》(新加

坡：五月出版社, 1970), 页50。
4　南子〈保鲜纸〉, 见南子《打击乐器》(新加坡 : 草根书室, 2010), 页95。
5　潘正镭〈牙膏〉, 见潘正镭《再生树》(新加坡 : 大家出版社, 1998), 页
16-17。
6　李邪〈光头女人的酒话〉, 见李邪《留下你的死人头》(新加坡：GLM, 
2007), 页 95。
7　陈华彪的〈冰箱之死〉, 见冼文光主编《潘多拉的任意门》(新加

坡:Firstfruits publications, 2006), 页53-54。
8　陈文慧责编〈砸碎疆界：我们是“新加坡文学”——与英语作家交心不较

劲〉, 见《WhyNot不为什么》, 第三期, 2015年10月, 页61-62。 



序 ◎ 小昭

花飞花满天的诗迹

　　那些踏入小书店的脚步、那个温馨的本地创作角落、那

本从众多英文书借中突出的华文诗集、那份支持本地创作的

执意、那部虚拟的脸书（Facebook）的联系，竟然引领这堆

笔迹至这篇序言。

　　2015 年春天刚完成专科训练的考核，跑到巴黎喝过脸红

耳热吃到肚满捧腹，带着浪漫的回甘回到狮城却发现脸书多

了一些奇怪的贴文：难道“一首诗的时间”又是那些无聊每

天一句所谓至理明言的广告？

　　感谢来昇的邀请，让一个不读现代诗的人 始一笔一划

地在电话上输入或长或短的文字，拼凑成似是而非的诗句。

后多篇被收入《一首诗的时间 2015》，以至 2016 年 7 月贯彻

每天写作，总共三十首诗，这实在是一趟奇幻的旅程。

　　自此即使没有每天的提示，亦会把日常生活的所见所感

写成一篇篇的作品，也 始搜集关于现代诗的书籍研究。

难得是同过这个平台认识了「新文潮」的要员和其他资深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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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即使只是在脸书上的吐苦水，以至见面时的闲聊，着实

把写作思维意念和用字技巧的水平提升。假如没有当日走入

书店的脚印，没有初试啼声的鼓励，实在没有这段文学的足

迹。

　　现代诗规则不多，表现出自由不拘的风格，不过也带来

初学者的疑惑：这是不是诗？无可否认这真是需要一点对文

学的感应，更困难是摆脱求学时曾背诵的唐诗宋词，不然古

诗词的格律配以现代文字思维容易变成趣怪的打油诗。

　　只要一旦跨过这个迷思，现代诗顿然变成一种能够非常

灵巧地探索复杂理念思维的写作工具！如果小说是虚构中的

现实，散文是现实中的虚构，我认为现代诗是超现实中的现

实。人/物和概念之间的象征、人与物之间的比拟、文字间的

互文、新旧之间的典故等等，都能畅顺地连接起来成为一首

独立的诗篇。尤其在廿一世纪充满矛盾、对立、互动和消弥

的情况下，现代诗有着现代画解构主义的精髓——似有若无

的规律把零碎的片段建构成整体的作品，令浪漫的诗意注入

现实的理性。



　　走到 2017，总会缅怀过去的光辉伟绩，又或是期盼未来

的瓦解创新。人生本来就是一出戏，似水流年，戏里戏外跳

格，早已在时空中迷惘：分不清贵妃的凝脂是色，还是黛玉

的恼春才是空……烟花盛放后只留下烧焦的灰飞，物换星移

新旧大时代交替也只能剩下艺术家的一点灵光。若然感触，

倒不如把这些生活色块放在空白的纸上如七巧板般无拘无束

拼构成一首诗，让超现实的感知落回人间现实：没错，生活

的每个角落都有诗。

　　能够见证“一首诗的时间”踏入第二年结集，看见编辑

们、诗人们的热诚和尝试，无疑令这个快走入四十岁来自香

港的医生鼓舞。定居狮城十年，新加坡人的才智能力从没令

我失望，更不断地发现和惊叹本地创作的诚意与成就。两年

来“一首诗的时间”建立的成绩有目共睹：把不同年纪不同

背景的人串连在一个文学平台本身就是一首诗。

　　一年一次，花 花落。与其执着于这是不是诗，不如抛

传承和恐惧，沉醉于把生活的花瓣看透，把它们埋葬在这

片土地中，让其在青年人中蜕变。

　　毕竟，世途是由世人的诗迹一步一脚印走出来。



★题目：生活的每个角落是否都有诗？

★加分：#冰箱里的东西　#发霉的外套

备注：鞋盒里、袜子里、抽屉里、头发里、沙发上、沙

发下、微波炉里(不要把头伸进去)、马桶里、保险箱

里(!)、吹风筒、桌底下的灰尘……拍下一张你认为带

有“诗意”的东西或地方角落，自拟题目写一首诗。

延伸阅读：

鸿鸿〈冰箱〉，见鸿鸿《鸿鸿诗精选集》(台北：新地文化艺

术，2010)，页137。



余
温

◎ 空·龙猫 

苹果冷冻成冰淇淋

可乐发酵成红酒

剩饭被保留成甜品

鸡肉降温成鸡蛋

丝袜被熏成奶奶的裹脚布

抽屉被拉成长寿面线

外套发霉成蘑菇滋养场

衣服被搓成爷爷脸上的皱纹

唯独你昨晚在沙发上

留下来的

余温

是北极的冰箱

也无法褪去的

原味



21

把
自
己
塞
进
冰
箱
里
需
要
几
个
步
骤

◎ 张英豪

把大象放进冰箱里

需要三个步骤

把你送的外套放进冰箱里

需要几个步骤

(传说把原色牛仔裤放进冰箱里

可以杀菌除臭维持原色)

狮子召 森林大会

谁无故缺席

我召 异想的聚会

谁故意缺席

(传说把纯洁的眼泪放进她心里

可以保鲜万年维持纯度)

某个停电的深夜

狮子打 冰箱闻到

外套发霉了

我打 冰箱闻到

大象

天 了



游
荡

◎ 许玉燕

他们都在拾荒

饿了吗

争抢吞噬着

冰箱里的东西

他们都在说谎

怕了吗

用发霉的外套

掩盖真相的事实

都是鬼魂一样的脸

在天堂里的地狱地狱里的天堂游荡

距离 良知 完好无损



230
7
0
1

◎ Pj

牛奶错过了有效期

夏天错过了蝉

流星错过了黑夜

你莫名来电

温柔探出了一句

打错了



袜
子
的
妄
念

◎ 心闲牵风 

脱离脚方向的纠缠

丢进洗衣机刷新前

突然靠近角落，显摆了一次形而上

熏臭的时光，又如流浪汉

在废弃冰箱里翻找到白日梦的激动

美其名装置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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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
天
的
食
物

◎ 杨健威

在这零下十五度的刺冷冬天

锅中昨天的 ABC 汤只剩三滴，

咬了一半的苹果所留下的齿印

已经冻结

冰箱还装满着你的滋味，

结成了冰块

融在我嘴里

(这么冷还吃冰 ? )

牛奶、草莓、

乳酪、柠檬水 (你泡的)、

都是陪伴着我的冬天食物

其实想度过冬天很简单，

只需一件不会遗弃你的外套

就能战胜寒气。

你很聪明

留下了你那套

过期而发霉的红色外套

让我寒冷了十五天



石
龟
记

◎ 李集庆

龙牙淡马石叻马来海中有性加坡

有块石头受天地之灵气享日月之精华

一日崩 落下

一只王八依一老王八指点独自驾筏远行

求学师承令祖嫲得名孙子装

子装从祖嫲学得长生之道七十二般变化筋斗云，一日

受众人挑唆变为爽树

引起祖嫲不快被逐湿门回到性加坡，与

占坡妖魔厮斗取胜带回被掳众老壮小王八与物品

自称霉王八向东嗨隆王讨得定嗨神针

如意咕咕棒，到幽冥界勾掉

自己在生死簿上姓名自此不知死活

隆王阎王表奏玉蒂请伏妖王八

玉蒂知其厉害

假意招安派太极白金星赴性加坡封其为弼马温

子装受委而嫌官小

打回性加坡树起齐白大圣旗号

玉蒂十万甜兵甜将捉拿子装无功而返

只好请子装管理蟠桃园

子装偷吃王母蟠桃

搅了娘娘桃宴盗食太上老鸡鸡金丹

逃离甜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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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蒂令托搭天王率十万甜兵捉拿子装遭子装打退

补杀举荐二郎针君助战太上老鸡鸡在旁使暗器帮助

后子装被擒刀砍斧剁火烧雷击

甚至置太上老鸡鸡八卦冰箱冻炼七七四十九日依然毫发无损

还炼成花眼金睛

后请了乳来才把子装和一身发霉的铁外套压在无耻山下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来生分解



国家图书馆出版品预行编目资料

National Library Board, Singapore Cataloguing in Publication Data

Name(s) 陈文慧

Title: 一首诗的时间：第二辑 = In the Space of a Poem. Volume 2 / 陈文慧

主编

Other title(s): In the space of a poem. Volume 2

Description: 第一版.|Singapore：时代精神书屋：新文潮文学社，[2017].

Identifi er(s): OCN 995263585 | ISBN 978-981-11-3877-5 (paperback)

Subject(s): LCSH: Singaporean poetry (Chinese)—21st century. | Chinese 

poetry—21st century.

Classifi cation: DDC 895.11—dc23

书名 一首诗的时间：第二辑 

 © 时代精神书屋与新文潮文学社, 2017

国际书号 ISBN 978-981-11-3877-5

出版 时代精神书屋, Ethos Books

 an imprint of Pagesetters Services Pte Ltd

 #06-131 Midview City

 28 Sin Ming Lane

 Singapore 573972 

 www.ethosbooks.com.sg | www.facebook.com/ethosbooks

 新文潮文学社, TrendLit

 https://facebook.com/trendlit

 https://facebook.com/groups/yishoushideshijian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主编 布妮

执行编辑 孤星子 洪均荣　　

　　　　 黄　芳　林慧敏　方渼淩

书籍设计  布妮 (封面); Chua Ai Hua、布妮（排版）

发行 Pagesetters Services Pte Ltd

印刷 Ho Printing Singapore Pte Ltd

版次 2017年8月 新加坡第一版 第一次印刷

规格 120mm（宽）x 200mm（长）, 208面

字体 FZXiaoBiaoSong, SimSun, Times New Roman

纸 80gsm Bulky Plus Coated Cream

部分赞助 

  

  新加坡国家艺术理事会


	yishoushideshijian volume2 (1 Aug 2017) FA front cover_revised
	一首诗的时间 vol 2 sample pag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