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地創作

10 千雲／煙花的意義

10 允默／王

11 方頌欣／之所以無所往而往（二）、（四）

12 田寺／蛾燼

13 李顥謙／歧路

14 吳耀宗／局

15 吳詠彤／在手機讀一首悼亡詩

15 岑文勁／木棉，花淚

16 阿謬／瓶子

16 周漢輝／痛詩

17 浪目／福音

17 弱水三千／叛亂

18 陳永康／參觀巴金故居

18 張鳳英／吶城

19 黃晉／備考

19 曾瑞明／石春路

20 彭礪青／琥珀的語言

22 楠香／心洞

域外創作

38 小縫 ( 台灣 ) ／打翻

38 何乜 ( 中國大陸 ) ／密碼生命

39 陳偉哲 ( 馬來西亞 ) ／向日葵日記（外一首）

40 蔡琳森 ( 台灣 ) ／婚禮將要進行曲 —— 致某編輯

42 魯道夫 ( 台灣 ) ／君子無所爭　必也射乎（外一首）

43 靈歌 ( 台灣 ) ／放逐者

22 葉銳霆／扭曲的鐘擺定理

23 葉英傑／宴

25 辟木／埋首

26 鄧阿藍／肢體穿梳朝代

27 齊瑾／尋找悠閒

27 綠芽／碎齒

28 萍凡人／比冰島語更難懂

28 鍾國強／年之將盡

29 鄭詠詩／隱約

29 鄭單衣／陰影

30 鄭竣涵／六月

31 黎漢傑／大水缸與公廁 —— 故宮明信片

31 鎧花／五蘊盛苦

32 蕭欣浩／馬介休薯球（Bolinhos de bacalhau） 

34 懷海／捉迷藏

34 關天林／春困

35 羅樂敏／無名者的絮語

35 蘇苑姍／摺被

目
錄

卷首語

1 宋子江／忙詩



46 宋子江／前言：在香港譯介波蘭新浪潮詩歌

Stanisław Barańczak 
史坦尼斯若•巴蘭茨扎克

53 這不是電話上的通話

54 獨伴塵埃

55 致古拉絲娜

57 請勿使用「流亡」一詞

58 東方三賢士

59 拉上了手剎

Krzysztof Karasek 
克里斯多夫•卡拉塞克

60 布萊希特給兒子的信

Julian Kornhauser  
禹連•孔昊瑟

61 效忠？

62 國際勞動節的正面看臺

63 原始的困難

64 華麗的外表

64 世界文學

65 瀑布

65 鏡子裏的頭

66 美

Ryszard Krynicki 
瑞薩德•圭尼茨基

67 我不知道

67 幾乎所有

68 面向牆壁

68 從窗戶張望

69 牆壁

69 剎那間

70 社會主義現實主義

70 如果有一天

70 我幫不到你

72 前夕

Ewa Lipska 
萼華•麗什卡

73 蜂蜜

74 官員情婦的告白

74 無助

75 一次嘗試

76 聽寫

76 他方

77 無人

政治如何抒情
      

波蘭新浪潮詩歌專輯



57 請勿使用「流亡」一詞

58 東方三賢士

59 拉上了手剎

64 世界文學

65 瀑布

65 鏡子裏的頭

66 美

Bronisław Maj  
布隆尼斯若•馬依

78 夜半，坐在屋前長椅上

78 請求

79 「傍晚，牆外的孩子在哭泣」

79 「這是堅強、冷靜的字詞」

80 「誰來見證這個時代？」

81 「這座城市已死」

Piotr Sommer  
裴卓•桑默

82 問題

82 地方行政

82 輕率

83 信我

83 藥

76 聽寫

76 他方

77 無人

Rafał Wojaczek 
拉甫•斡賈澤克

84 說教的

84 十字

85 我，卡夫卡

85 這個過程

86 熟人養的鳥

Bohdan Zadura
波丹•扎杜拉

88 電焊工

89 科蘇特廣場

89 格茹拉郊外

90 曝光過度的照片

Adam Zagajewski 
亞當•扎加耶夫斯基

92 自畫像

93 嘗試讚頌殘缺的世界

93 火

94 不要讓明澈的一刻消逝

95 神秘主義入門

96 鄭政恆／波蘭藝文版圖：電影、音樂、詩歌、劇場



鄰城視界

102 邢悅 ( 澳門 ) ／時間尚早別張開眼睛 —— 讀葦鳴

106 印卡 ( 台灣 ) ／小詩及其拮抗

109 黃禮孩 ( 廣州 ) ／當代廣東詩歌的「出生地」與「異鄉人」

詩歌評論

116 利文祺  ( 台灣 ) ／以社會關懷為審美準則：評《港澳台八十後詩人選集》

 「香港國際詩歌之夜 2015」詩人巡禮 (1) 

 國際詩人

126 費平樂 Fernando Pinto do AMARAL( 葡萄牙 ) ／心學

127 穆罕默德•貝尼斯 Mohammed BENNIS ( 摩洛哥 ) ／猜想    

128 彼得•科爾 Peter COLE ( 美國 ) ／選自《影響的發明》

129 陳黎 CHEN Li ( 台灣 ) ／迷蝶記

130 納捷宛•達爾維什 Najwan DARWISH ( 巴勒斯坦 ) ／耶路撒冷（一）

131 揚 - 米歇爾•埃斯比達列 Jean-Michel ESPITALLIER( 法國 ) ／辯解

133 詹瑪•歌爾伽 Gemma GORGA ( 西班牙加泰隆尼亞 ) ／房子

134 金惠順 KIM Hye-soon ( 南韓 ) ／洋蔥

135 衣田•拉朗德 Étienne LALONDE ( 加拿大魁北克 ) ／我本來可以走得更快

136 飲江 LAU Yee-ching ( 香港 ) ／長者獨居  神秘主義入門（三）

137 尼古拉•馬茲洛夫 Nikola MADZIROV ( 馬其頓 ) ／分開

138 艾棘•米索 Agi MISHOL ( 以色列 ) ／背叛

139 水田宗子 Noriko MIZUTA ( 日本 ) ／藍之詩

140 萊斯•馬雷 Les MURRAY ( 澳洲 ) ／錫洗盤

141 戈列博•舒普雅科夫 Gleb SHULPYAKOV ( 俄羅斯 ) ／「那裡有鳥雀的嘈雜」

142 宋琳 SONG Lin ( 中國大陸 ) ／口信

143 多和田葉子 Yoko TAWADA ( 日本 ) ／獲邀去波士頓茶會

145 科科瑟 ko ko thett ( 緬甸 ) ／稻草人故事

146 安妮•華曼 Anne WALDMAN ( 美國 ) ／革命

148 王小妮 WANG Xiaoni ( 中國大陸 ) ／致正在建造的木船

149 加桑•扎克坦 Ghassan ZAQTAN ( 巴勒斯坦 ) ／集體死亡



 國際詩人在香港 2015

  卡柔•布拉喬 Coral BRACHO ( 墨西哥 )

151 詩人簡介和活動詳情

卡柔•布拉喬詩選 ( 程弋洋  譯 )

153 它們觸碰了秘密的彩色玻璃

154 遙遠的城市

154 微風

155 黎明晨景

155 水上黃蜂

156 這晦澀的言語

156 彼處並非應舞之地

詩與音樂

158 姚少龍／聽也斯的詩〈中午在鰂魚涌〉—— 音樂創作札記

詩人訪問

164 趙曉彤／ 90 後詩天空 part 2 —— 女詩人

專欄：風物小識

172 麥華嵩／我寫≠寫我

專欄：李家昇照片作品連載

176 李家昇／ Z 域小說集



譯介天地

179 Lucie Brock-Broido ( 原著 ) 關天林 ( 節譯 ) ／死亡附件 —— 湯瑪士•詹姆斯 (Thomas James) 與他的詩

關天林 ( 譯 ) ／湯瑪士•詹姆斯詩選

181 病房 101
181 老嫗擦銀
182 與劊子手午宴
182 睡蓮
183 鐵處女
184 給一個陌生人的信

香港詩人外譯系列：飲江

187 你來就是 | You come, that’s it | Venez-toi, c’est ça!
188 果陀等待（練習一至七）| Waiting for Godot (Exercises 1-7)
190 等待 97 並果陀 | Waiting for 97 and Godot
192 於是你沿街看節日的燈飾 | and so you look at the festive lights along the street
194 家常 | an ordinary day
195 玄奧 | mystery
196 搬石 | roll the rock
198 七段狐言 | the foxes’ seven conversations

202 璇筠／滄浪之音 —— 讀飲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