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地創作

葉英傑 /	AKB48
黃晉 / 過處
李顥謙	/	我們——給餅，秉鳳
辟木 / 紅豆
鄧阿藍 / 老茶館內外——和唱周思中與 
    鄭家駒的田園夢
梁彩霞 /	等雨
梁彩霞 / 徘徊
樓樓 / 無題
Lepus / 靜音
端木 / 寫你的圖畫詩
千雲 / 海心公園
鄭竣涵 /	新的時代
萬也 / 小手與蓮掌
曾詠聰 / 對流雨
水盈 / 餘葉
吳詠彤 / 七月的鳳凰木
胡說 / 傳說
胡說 / 致 X
雨杲 / 就算天空再深，今夜煙花燦爛
     ——2015 年港殤日有感

周鉑陶 / 命運
蘇苑姍 / 火星有水也成藍色星球
齊瑾	/	等的聯想
陳彥彰 / 中二
黎漢傑 / 大風吹過紫禁城
蔡東城 / 顫弦
梁匡哲 / 給不清
關天林 /	1984 咖啡館
姚若窮 / 遲到
鄭詠詩 / 樂園
曾旭蔚 / 花
梁奕朗 / 尋人啟事
雲尼 / 我的嫲嫲吃花
陳海雅 / 仨
彭礪青 / 離開你熟悉的世界
郭芷穎 / 無題
萍凡人 / 交通規則
陳永康 / 小白鷺 —— 給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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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外創作

包子逸（台灣）/ 周末晨跑
小鞋（馬來西亞）/ 決志
阿 vi（台灣）/	Space 聆迪尼庫霍拉斷奏
靈歌（台灣）/ 錯置
楊敏（台灣）/ 沒人向他道別
暮云（台灣）/ 跋涉
姚時晴（台灣）/ 誤讀

38
38
39
40
40
41
41

卷首語

1         宋子江 /	Demi Pli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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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壇觀察

44       鄭政恆 /	2014 年香港詩界回顧	

專欄：手搖杯

60        利文祺	( 台灣 )	/「與神習字」: 林餘佐詩

 歌中的文字逃遁 

鄰城視界

74      		印卡（台灣）/ 一場中斷的文學討論

77      		黃金明（廣州）/ 時間的地圖（外四首）

86        盧傑樺（澳門）/	因為看到美好，所以我們追尋

 ── 澳門別有天詩社簡介

專欄：李家昇照片作品連載

98      	李家昇／ Z 域小說集

88       小房（澳門）/ 回望

88       小房（澳門）/ 名字

89       小房（澳門）/ 第四個蘋果

89       邢悅（澳門）/ 博物館

90       邢悅（澳門）/ 一個文學的故事

90       邢悅（澳門）/ 賽車

91       譚俊瑩（澳門）/ 滿腹的珠璣

91       譚俊瑩（澳門）/ 他們擁有海岸，形狀

 是鐮刀──峴港側記

92       譚俊瑩（澳門）/ 雨聲終於沒有觸及

92       陸奧雷（澳門）/ 這一次，我一個人來

 到這裡

94       陸奧雷（澳門）/ 潮濕的木與柔軟的石頭

94       陸奧雷（澳門）/ 當詩如此顯示在你的通

 訊裝置（節選）

95       S（澳門）/ 後座

95       S（澳門）/ 海

96       S（澳門）/ 給孩子

96       盧傑樺（澳門）/ 接機大堂

97       盧傑樺（澳門）/ 填選票——應和辛波絲 

 卡的〈寫履歷表〉

97       盧傑樺（澳門）/ 行詩之急板——向瘂弦

 致敬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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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書賞藝

116        劉偉成 / 在兩極間的借景窗 

  ── 讀麥華嵩的《極端之間的徘徊》	

翁達傑專輯

126      翁達傑詩選

	 Michael Ondaatje | 鍾國強			譯

126      說月 —— 仿 Jimenez 

127      莎莉·慈森 / 凌晨四時，有關 

 比利小子的最後說話

129      光

132      傳記

138      Sam Solecki  | 宋子江			譯	/ 網與混沌 —— 翁達傑的詩

152      翁達傑詩選

	 Michael Ondaatje | 陳永財			譯

132      申請駕駛執照

132      熊抱

133      簽名

134      如烏鴉般悅耳

135      日子

157      Rochelle Vigurs | 陳永財			節譯	/ 論石、書和葉 

                   ── 讀翁達傑的《手記》(Handwriting)

152       一聲呼喊的距離

153       僧伽羅建築的第一守則

153       航班

154       一位紳士將他的德行比作翡翠

155       最後的墨

詩人訪問

108        嚴希汶 /	生於斯，寫於詩 

 ── 探索周漢輝 ( 波希米亞 ) 的新詩創作空間

專欄 : 風物小識

102        麥華嵩 /	明月與賞月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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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介天地

165  							劉安廉 / 串成珍珠的呢喃

 ── 南非詩人伊麗莎白 · 埃伯斯 (Elisabeth Eybers) 其人其詩

175  							Amir Khadem	| 方偉然、吳梓軒			譯 /	

	 伊朗詩人梅赫迪·穆薩維  (Mehdi Mousavi) 與「後現代的加扎勒」運動

179     				宋子江			譯	/	伊朗詩人梅赫迪·穆薩維	(Mehdi Mousavi) 詩四首

183 							宋子江			譯 / 巴勒斯坦詩人阿斯拉夫·法雅德 (Ashraf Fayadh) 詩選

166        十四行詩

168        女人

169        塞納河的無名少女

170        家庭主婦般的詩人

170        羽翼之言　

171        無人在家

172        雙語

172        回路

179         選自《天使自歿》

180         選自《天使自歿》

181         選自《小鳥不小亦不鳥》

182         選自《只為你發表》

184       選自〈弗里達·卡洛的鬍鬚〉

189       選自《內心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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