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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舒巷城的詩
詩歌不僅要表達詩人的思想感情 ，而且要

賽義德 •顧德
埃及籍香港居民 。詩人 ，翻譯家 。一九六八年生

表現他所處的時代與社會 ，這並不意味著把詩
歌當作工具以達到什麼目的 ，而是意味著真正

於 開羅 。畢業於開羅大學語言 系和北京語言學院

的詩既能深刻反映社會生活 ，又能傳達詩人內

（主修中國語言 ）。現在某阿拉伯國家駐港領事館

心最深沉的情感 。只有這樣的詩才能超越時

任高級翻譯官 。

空 ，流傳到未來 。一首好詩會使我們對日常生
活中看到而未用心去感覺的事物有所領悟 。一
首好詩不是意在撫慰我們的感情和思想 ，為我

對我們呼出的一口氣 ！
讀舒巷城的詩 ，我就有這種感覺 。乍看
來 ，他的詩很短 ，語言很簡單 ，風格很清新 ，
手法很直接 ，但仔細誦讀時 ，你就會發現他的

懷 念 舒 巷 城 特 輯

們施催眠術 ，它會震撼我們的心靈 ，猶如上帝

詩蘊含著極其豐富的感情 ，深邃的思想 ，發自
肺腑 ，很容易打動讀者的心靈 。當第一次閱讀
舒巷城的詩 ，我知道我發現了一個大詩人 。
即使閱讀舒巷城四十年代的詩歌創作 ，我
依然以為是當代的作品 ，是今天才寫的 。我指
的是他的語言 、創作風格及其表達方法 ，並不
是指社會的政治的狀態 。詩人的創作很早就從
傳統的風花雪月的風格中解放出來 。
詩人用英文翻譯了自己的詩歌 ，他創作了
十四行詩 ，比如 《記憶》 、《失眠夜》、《夢

和現實》
、 《日記》、《
我唱》等等。不知多
少中國詩人寫過這樣的詩 。詩人受到古典與現
代的歐洲詩歌的影響 ，尤其是英國詩人 ，如

TS
.
ELI
OT，然而詩人並沒有忘記他的根。他
的詩是中西文化合璧的典範 。
舒巷城不寫偉大的事情 ，但也不把自己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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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象牙塔裡 ，與世界和現實隔絕 ，沉迷在夢幻

程裡 ，希望她會邂逅一個多情的同路人 ，邂逅

裡 。他關注普通百姓的社會生活 ，他善於觀察

月亮 ！在另一首詩裡 ，他希望變作連接兩個愛

人 ，感受他們的痛苦 ，為他們流淚 。詩人不僅

人的一封信 。詩人相信得到愛情的唯一途徑是

感覺人 ，還感覺街道 、小橋 、信封 、時鐘 、

真情 。他心裡充滿著愛 ，充滿著希望 。在 《催

船 、風 、海 、霧 、山 、魚及其他很多很多的事

眠曲》裡 ，詩人對一個孩子說 ：

物 。詩人和他們談話 ，感受他們的心跳 。且看
《魚》這首詩—

我親愛的孩子 ，睡吧 ，
你爸爸會帶你去看銀色的月光

我快要被人賣出去了

不帶你去看那滿海的風浪

在熙攘的市場上
人們關心我的價錢
懷

不管我眼淚與悲傷

詩人好幾次為孩子寫詩 ，表明詩人的心如

念
舒

同孩子般純潔 ，也表明詩人以孩子比作世人 ，

巷

我懷念海洋

為他祈求更美好的明天 。他相信春天一定會趕

城

我懷念海洋

走冬天 。

特
輯

死 ，我也寧願死在

《這一家》似乎是《催眠曲》的續篇 ，孩子

波浪奔騰的大海上

醒來尋找爸爸 ，爸爸思念家 ，彷彿發生在昨晚
一般 。

詩人曾在外國居住並創作詩歌 ，他總想念
詩人看到銅像 ，他寫道—

家鄉 。詩人是一名身在異國的流浪者 ，但祖國
在他心中 。他這樣描寫開在異國的花朵—

銅像將會感到更寂寞，憂愁，
當午夜來臨，在廣場人散後。

這原是一朵美麗的花 ，
它和美麗一同死亡

對詩人而言 ，橋不僅僅是橋 ，也是人與人
之間交流的重要通道 ；橋是我們的路中路 ，使

在異國的陽光下 ；
因為它離開了故國的土壤 。

彼此有相通的渠道 ；橋是天與地的聯繫 。在這
樣偉大的詩人眼裡 ，山不是山 ，海不是海 ，橋
也不只是一座簡單的橋 。

86

舒巷城的抒情詩富有西方的靈魂 。在中國

舒巷城從不自吹自擂 、自以為是 ，他是無

現代抒情詩裡 ，受到西方影響的詩人都未能如

私慾的 。當愛人離開 ，儘管傷心 ，他仍然希望

此接近西方的詩歌風格 ，唯有舒巷城以西方的

把微薄的光披在愛人身上 ，披在她暮色中的行

靈魂創作自己的中國詩 。讀他的抒情詩時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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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感覺到他與別的詩人的區別 。他的抒情詩
以新的手法表達愛情 。雖然現在許多詩人都這
麼創作抒情詩 ，但在四十年代 ，舒巷城可說是
罕見的佼佼者之一 。對他而言 ，詩歌最能表現
他生活的方方面面 ，一切事物都可能涵蓋詩
意 。他的詩歌是一聲低吟 ，但餘音長久縈繞在
我們心裡 ！
舒巷城相信真理最終會得到勝利 ，他說 ：

真理
是火焰 。

誰能把它
關進火柴盒裡 ？
誰能把它
鎖在黑暗中？

對 ，誰能把真理鎖在黑暗中？舒巷城的詩
歌總有希望 ，他寫道—

我獨個兒站在夜的街上
一百扇窗戶亮著燈光
我用我的眼睛向你道晚安
呵 ，九十九扇窗戶黑暗
只有你的窗戶明亮 ！

如今 ，我已用阿拉伯文翻譯了舒巷城的十
七首詩 ，且已被埃及的出名文學報紙刊出 ，也
被伊拉克的詩人採用 ，發表在他的網頁上 。在
埃及 ，詩人 、作家及批評家都很熱烈地接受他
的詩歌 ，告訴我他是大詩人 。我聽了 ，真高

興 ，因為我也這樣相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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