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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诗歌，不只是《乡愁》”
——— 忆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

屈金星

2017 年 12 月
14 日一早，我在湖
南桃花源策划明年
春天的桃花源诗
会，心想，届时还邀
请余光中莅临现
场。这时，一条微信
跃入眼帘：余光中
逝世。噩耗如惊天
霹雳，在我心头炸
响。泪水夺眶而出，
与余光中交往的点
点滴滴历历在目，
涌上心头。

2014 年 5 月
28 日下午，郑州新
郑国际机场。白发
苍苍的台湾著名诗
人余光中一行走出
航空港。天气炎热，
我递给余老一把扇
子。余光中“哗”地
打开，扇面上是张
择端的《清明上河
图》。

翌日，在中华
民族的母亲河黄河
之滨，八朝古都开
封清明上河园，2014 年中国(开封)宋
韵端午诗会拉开了帷幕。

当 86 岁的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
颤巍巍地登上舞台，朗诵他的新作《招
魂》之后，如雷鸣般的掌声响起。诗会
结束后，我郑重地将屈原铜像赠给余
光中。他说，我敬仰屈原，其他东西不
带了，屈原铜像带回去，供在家里。

余光中在《招魂》中写道：“大江东
去，楚大夫/淘不尽你的傲骨/黄河西
去，楚大夫/遥应着你的悲苦……五月
五呀楚大夫/你高瘦的背影请一回顾/
众人皆昏惟独你清醒/这时代尤其要
你带路”。

随后，我们一行到郑州、洛阳等地
采风。

从开封出来，我们一行参观了郑
州巩义杜甫故里。余光中说，来看杜甫
是他的心愿。在杜甫博物馆，他一字一
字看得很仔细，甚至连墙上英译的错
误都指出来了。

中午时分，我们到洛河和黄河交
汇处洛汭的一条船上共进午餐。洛河
在此汇入黄河，两水汇流，一清一浊，
打着漩涡，如同太极图。传说，中华人
文始祖伏羲看到此发明了河图洛书，
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地。余光中说，这里
是中华民族的根，到此寻根是他一生
的心愿。

他笑言，溯洛河而上，可以碰到洛
神；顺黄河而下，可以直奔太平洋。他
站在船上出神凝望着黄河。

席间，余光中兴致很高。他说，我
会说河南话。接着，他用正宗的河南
话，朗诵李白的《静夜思》：“床前明月
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
故乡。”大家都乐了。他说，他的河南话
是跟台湾河南籍诗人周梦蝶学的。

他说：“从文化上、诗歌上，海峡两
岸永远是分不开的。我们有同一个屈
原、李白、杜甫啊！”

他低头凝视着东去的黄河沉默不
语，眼睛里似乎有泪光。

端午节当日，我们一行来到洛阳
龙门石窟。虽然他已 86 岁高龄，但精
神矍铄，兴致很高。我搀扶他一步一步
登上台阶看卢舍那大佛。

他盯着卢舍那的眼睛、鼻梁、耳
朵，一点点看得很仔细。边看，他边对
我喃喃地赞叹：“果真名不虚传！”他
说，洛阳人生活真幸福，有这么深厚的
文化底蕴。

回到宾馆，当他听说，唐时武则天
曾在此举办龙门诗会，白居易也葬在
龙门，禁不住我们央求，欣然挥笔题写
“龙门诗会”，希望重振诗国雄风。

他原拟看洛阳博物馆，但时间匆
匆，临别遗憾地说，下次再来看牡丹，
看洛阳博物馆。他说，这是他第一次来
河南，中原根脉看不够啊！

2014 年 6 月 5 日，结束一周的
“回梦大河，寻根中原”诗歌文化之旅，
余光中一行返回宝岛台湾。

回到台湾后，他激情难抑，仅仅两
周就挥笔写就一百多行的长诗《卢舍
那》。诗中这样写道：“可惜我来迟了，
来迟了整整十五个世纪。”对龙门的赞
美溢于言表。

而今，余光中已经作古。我想，余
光中的《招魂》和《卢舍那》明年端午应
该分别立石刻在八朝古都开封、十三
朝古都洛阳。这也是海峡两岸血浓于
水的见证吧！

提起余光中，几乎每个人都

会想到这几句：“小时候，乡愁是

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

在那头……”

悼念他的文字里，很多与“乡

愁”相关，比如，“这头 、那头，里

头、外头，乡愁无法抹去，人生终

有尽头。”比如，“留不住的乡愁，

留不住的你！余老一路走好！”

《乡愁》引发大家强烈共鸣，

令余光中先生驰誉海内外。而诗

人生前却几次说过：我的诗歌，不

只是《乡愁》。

“如果一见面只和余光中先

生聊《乡愁》，他会急。”福建永春

余光中文学馆馆长周梁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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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1 月 7 日，余光中返回故
乡永春参观余光中文学馆。 摄影：康庆平

怀怀人人

本报记者许雪毅、刘姝君

2017 年 12 月 14 日的微信朋友圈，被“乡愁”刷
屏了。

这一天，以《乡愁》一诗闻名于世的余光中先生，
因脑中风并发心肺衰竭，在台湾高雄医院病逝。

提起余光中，几乎每个人都会想到这几句：“小时候，
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

“余光中和我说，他喜欢诗歌里的典故。”福建永
春余光中文学馆馆长周梁泉说，由于《乡愁》光芒太
过耀眼，很容易遮盖余光中的其他创作。“如果一见
面只和余光中先生聊《乡愁》，他会急。”

余光中 1928 年出生于江苏南京，祖籍福建永
春，1949 年随父母迁居香港，次年赴台。从 1948 年
发表第一首诗开始，他先后出版诗歌、散文、评论和
翻译著作 50 多部，在海峡两岸和香港出版著作逾
70 种。

余光中各个时期创作风格多变。他曾经调侃，自
己“对阿波罗忙不过来而派下的九个缪斯各个都去
追求”，是“艺术上的多妻主义者”。

在台湾乡土文学运动中，余光中的一些做法曾
引发争议。而谈到他的文学创作，很多人则不吝赞美
之词。梁实秋曾形容他“右手写诗，左手写散文，成就
之高，一时无两。”

闽南永春：幽默而深情的脉络

2003 年，余光中回到闽南永春县，这是他去台
湾后，第一次回祖籍地。

诗人激动地回忆 6 周岁时回永春的情景。那是
1935 年，爷爷过世，他跟着家人回永春，住了半年。

当着众多记者的面，年逾古稀的余光中说：古
厝后面种着五株荔枝树，当时我最喜欢爬这些荔
枝树。

没想到，儿时玩伴、大他三岁的堂哥余江海毫不
留情地“揭露”：你吹牛！小时候你很胆小，总要我带。

诗人对这段公案“耿耿于怀”，后来写了一首《五
株荔树》，其中几句是：“也许小时候我曾经攀过/余
江海却说，他记不得了/记得这一排五株高树/他真
的陪我冒险爬过”。

谈起这段堂兄弟间的“罗生门”，周梁泉忍俊不
禁。“老人很认真，他要我把《五株荔树》这首诗放在
文学馆里的显眼位置。”

2015 年 11 月，余光中文学馆在福建泉州永春
县开馆。白墙黛瓦的二层小楼依山而建，馆外潺潺桃
溪穿山而过。

文学馆展厅分《乡愁四韵》《四度空间》《龙吟四
海》三个篇章十二小节，全面展示余光中的人生经
历、文学成就以及学者对余光中的研究及评价、余光
中的文学活动集锦及其所获荣誉及奖项。

对篇章里的“四韵”“四度”“四海”，余光中很满
意，他喜欢四这个数字，因为它在传统文化里面很吉
祥。

开馆前一天，88 岁的老人在周梁泉的陪同下，
在馆里慢慢走了将近三个小时，参观指导布展工作。
开馆当天，老人携妻子范我存、二女儿余幼珊、四女
儿余季珊在馆里的余光中塑像前拍了很多照片。

老人称赞塑像很逼真，“连经脉的走向都和我一
模一样。”

老人说：“今天我的家人跟我一起来，妻子来了
百分百，女儿来了百分之五十。”

幽默表达令在场的人“笑喷”。
老人喜欢当天一张无意中被拍到的自己在偷笑

的照片，开心地说：“可以和蒙娜丽莎的微笑相媲
美”。

周梁泉调侃，是不是想到初恋而偷笑？
老人机智地回答，记不起来了，就是记起来也不

能告诉你，因为太太就在身边。
交流交往中的诸多细节，周梁泉印象深刻。在

他看来，余光中先生是幽默的，也是深情的。
“桃溪蜿蜒的两岸，是我难忘的故乡。”回到

永春，余光中情不自禁思念起父亲。他说，父亲
就生在永春桃城镇洋上村，和他聊天时讲得最
多的是永春五里街、惠安洛阳桥，现在仍难以忘
怀。

“我的故事早在我出生前几年就在永春开始
了。”余光中先生说过，父亲曾当过永春县教育局
局长。母亲是江苏常州人，毕业后到永春教书。

在余光中的童年记忆中，与父亲在生活上的
交集并不多，但文学的起源却来自父亲。“12 岁
时，父亲给我讲《古文观止》等古典书籍，这是对我
教育的破土、启蒙的力量。”

余光中先生曾拿着父亲的手稿和照片，告诉
周梁泉，在台湾的 40 多年里，有永春人到台湾找
父亲，父亲必定赶回家亲自下厨。“父亲桑梓情深，
对此，余光中先生很自豪。”周梁泉说。

文学馆开馆至今两年多，已经接待 30 多万人
次，参观者来自大陆各省市、台湾地区和世界各个
地方。

“有高校学生、海外游子，还有联合国官员。”
周梁泉说，“最多时一天接待超过 5000 人，参观者
来自 10 多个国家和地区。有一次，同时来了台湾
媒体 30 多家，大陆媒体 40 多家。”

余光中成了永春的一张名片。多年来，周梁泉
他们以余光中先生的《乡愁》为由头，创作了一部
戏，建设了一个文学馆，前段时间又启动了万亩乡
愁园的建设。

上个月，为了庆祝余光中先生 90 岁大寿，周
梁泉在永春最高的山上组织了一场乡愁诗会。余
光中先生知道后很高兴，特地委托女儿余幼珊发
来贺电，祝贺活动举办成功。

12 月 14 日上午，周梁泉还在忙着接待慕名
前来文学馆的参观者。中午 12 点多，他骑摩托车
回家，路上接到香港一个文学青年的微信，才知道
余光中先生去世了。

周梁泉在路上停下来，哭了一会儿才回家。
“诗人已去，但我们要将乡愁进行到底。”周梁

泉说，余光中先生诗歌里的“乡愁”是一种永恒的
精神。

“太突然了，上次余光中回来时说过，还要再
回来一起叙旧，一起回忆儿时的故事。”93 岁的余
江海一时无法接受堂弟去世的消息，一直这么念
叨着。

“叔叔是我们家族的荣光，我们将组织家乡的
亲人，到台湾参加追悼会。”余光中族亲侄儿余秉
足说。

跨越海峡：“兰陵侠”和海边的三

角关系

“从市区的公园路到南普陀去上课，沿海要走
一段长途，步行不可能。母亲怜子，拿出微薄积蓄
的十几分之一，让我买了一辆又帅又骁的兰苓牌
跑车。从此海边的沙路上，一位兰陵侠疾驰来去，
只差一点就追上了海鸥，真是泠然善也。”

在文章里，余光中先生曾这样回忆在厦门大
学读书的情景。

余光中出生于南京，从小就随父母在南京、重
庆等地生活。不过到了 21 岁时，却突然有了回到
闽南故乡读书的缘分。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双一查阅厦门大
学有关档案，并经余光中本人确认，了解到：当时
就读南京金陵大学的余光中，于 1949 年二三月间
转学来到厦门，进入厦门大学外文系二年级学习，

同年夏天离开厦门。
当时时局变动，北京大学和金陵大学的学生，

因为在北方念书有诸多不便，纷纷南下到厦门大
学借读。余光中也因此成了厦门大学学生。

“余光中先生近十余年来任教于台湾高雄。有
谁想到，与高雄隔海相望的厦门，竟是他的文学生
涯的发祥地。”朱双一说。

那时候，余光中是走读生。课余独自埋头读书
和写作，并单枪匹马地投入了一场过招三四回合
的文学论争。短短几个月，青年余光中在厦门发表
了多篇诗歌、文艺理论批评文章和译文，其中包括
写于南京的新诗处女作《沙浮投海》。“这是余光中
首次发表新文学作品，堪称余光中文学的开端。”
朱双一说。

“余光中在厦门，年纪轻，时间短，但作品颇
多，相对而言也有较高的质量，虽然只是初露锋
芒，却已充分显示出较深厚的知识根柢和才气。”
朱双一说。

朱双一举例说，余光中的抒情诗《沙浮投海》
和短诗剧《旅人》，发表于作者离开大陆前往港台
地区的前后，成为诗人当时心境的一种折射。

沙浮是希腊女诗人，遭恋人抛弃，郁郁投海而
死。余光中的诗作拟为沙浮告别人世时的情景和
她的口吻。而《旅人》写出旅人的艰难途程和落寞
心境：“永无休息的途程，/从清早到黄昏：/驮一个
沉重的包裹，/挑一肩零乱的灰尘。/……啊啊！小
鸟也有巢可归，/啊啊！只是我无家可回！/人生的
道路我早已走累，/疲倦的心儿怕就会枯萎。”

朱双一说，这两首诗表明作者敏感的心灵似
乎已感受到即将到来的离乡别井的羁旅愁绪，从
而“超前”地切入了乡愁主题。

朱双一关于青年余光中的文章在台湾《联合
文学》发表后，余光中先生给朱双一写了一封信，
自谦地表示自己早期作品还很青涩，现在学者隆
重发掘，他也很欣慰。

余光中先生逝世当天，朱双一正好在台湾。他
注意到，岛内几家媒体都报道了“一代文学巨擘陨
落”。

谈到研究“青年余光中”的缘由，朱双一说，
我深深觉得海峡两岸的文坛，有十分密切的关
联。1949 年前后到台湾的大陆人士中，不少是曾
亲炙于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传统中的作家或文
学青年，因此中国现代新文学的某些资质和因
素，必然随着他们到达海峡彼岸，在那里生根和
繁衍。

与学者的理性研究不同，余光中先生对厦门
的回忆充满了感性基调。“厦门靠海，水对我的写
作影响很大，在读厦大时我就住在海边，我第一首
新诗也是厦门时发表的。”

除了几次赴美讲学，20 多年的时间里，余光
中一直住在台北厦门街。就在台北厦门街里，余光
中写下了自己在厦大当“兰陵侠”的美好回忆。

1986 年，余光中到高雄中山大学任教。高雄
临海，他不由得想起了对岸的厦门。

在文章里，他写道，“在厦门那半年，骑单车上
学途中，有三两里路是沿着海边，黄沙碧水，飞轮
而过。令我享受每寸的风程……隔着台湾海峡和
南中国海的北域，厦门、香港、高雄，布成了我和海
边的三角关系。”

1995 年，余光中首次回厦门。后来又几次回
来，包括参加母校厦门大学 85 周年校庆活动。他
曾写下几个字：“六十年后犹记厦大的蚝煎蛋”。

当我死时：在中国，最美最母亲

的国度

余光中写杜甫：“这破船，我流放的水屋/空载

着满头白发，一身风瘫和肺气/汉水已无份，此生
恐难见黄河/惟有诗句，纵经胡马的乱蹄/乘风，乘
浪，乘络绎归客的背囊/有一天，会抵达西北那片
雨云下/梦里少年的长安。”

余光中写江南：“春天，遂想起/江南，唐诗里
的江南，九岁时/采桑叶于其中，捉蜻蜓于其中(可
以从基隆港回去的)/江南/小杜的江南/苏小小的
江南……”

诗人作品里的古典美令很多人惊艳和赞叹。
微信朋友圈里，为悼念余光中而转发的作品

中，有一篇余光中 1987 年发表的《怎样改进英式
中文？——— 论中文的常态与变态》。文章中，余光中
说，自己出身外文系，30 多岁时有志于中文创新
的试验，并非保守。但反对中文过分西化。“中文发
展了好几千年，从清通到高妙，自有千锤百炼的一
套常态。”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家新认为，余先
生早年受到西方现代主义的洗礼，后来又致力于
发掘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他的艺术追求，不仅浸
透了一种文化乡愁，也为汉语诗歌带来了一种新
的可能性。

“在上世纪 80 年代，余光中和其他一些台湾
诗人确实让许多一心执迷现代主义的大陆年轻
诗人重新发现了古典，并意识到把中国古典重新
引入现代的可能性。当时许多大陆年轻诗人，比
如张枣，可能就受到启发。”王家新说，虽然自己
对余光中先生的一些诗学主张和作品也持保留
态度，但很尊重这样的追求，也很佩服余先生的
语言文化功力。“一般读者只知道他的《乡愁》，但
他肯定还有许多更有艺术价值的诗篇有待我们
认识。”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黎湘萍认为，
余光中是较早一批从西方现代派转向与中国传统
相结合的文学家。他的作品不仅有《乡愁》，还有长
诗、叙事诗、散文等。“余光中特别注重对中国文字
的运用，对文字非常敏感，不希望文学走欧化的道
路。”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白烨认为，现在大
陆兴起“余光中热”很自然。“他的诗歌和他的人都
与乡愁及家国情怀有关。在工业化的社会，大家有
一个乡愁更浓的情结，加上我们反‘台独’，余光中
的诗歌让人们意识到另外一种可能性，也就是乡
愁的根上在两岸具有一致性。”

“《乡愁》不仅有乡愁的情绪，还有非常精妙的
意象。”白烨说，基本上余光中的诗歌读一遍就忘
不了，他的主题和形式相得益彰，“可以说很多作
品都是写乡愁的经典之作。”

“余老逝世的消息在朋友圈里都被转疯了，转
发的人基本都学过余老先生的诗，大多是 80后、90
后的年轻人。”诗歌爱好者贺俊浩说，余光中的逝世
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反响，直接原因是那首《乡愁》
被大家广泛认可，可以说，余光中写出了一代人，甚
至是所有中国人对两岸统一的期望。

贺俊浩说，此外，余光中的诗歌有人生体验，
意象富有现代诗歌鉴赏的“绘画美、建筑美、音乐
美”，既朗朗上口，又非常对称，符合中国人的古典
审美习惯。“很多人也把这首诗与自身经历结合到
一起，转发的不仅是对余老的缅怀，也有每个人对
自己童年的追忆。”

自 1992 年至去世之前的 20 多年里，余光中
往返大陆 60 多次。黎湘萍说，前几年他到大陆各
地来得非常多。我一个同学在广西南宁二中，成
立了文学社，2003 年时通过我联系到余光中，希
望请他到学校作讲座，他都欣然前往，更别提国
内大学的邀请。“他曾经在他的诗歌中写过长江、
黄河，现在都重新走了一遍，他自己也非常兴
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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