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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己之主至高無上，但就連無神論者的我，也覺得能行此舉者何其
偉大！那怕說頒給個諾貝爾經濟學獎也不為過吧。五餅二魚換來
五千人的飽足，堪稱是「以最低成本獲取最大利潤」的典範吧。這
可是經濟學最核心的要項！再說，現在多少戰爭是資源分配不均而
發動的，能讓八方戰火停息，挽救眾生亡靈，該再多頒一個諾貝爾
和平獎吧。實在剝奪一方來填充另一方，這樣的行為，對象又豈止
有人，還有自然，那麼再多頒一個諾貝爾環保獎吧，假如有這獎的
話。能集三個最高殊榮於一身，果然就不是凡夫俗胎所能堪受。於
實現不合的，到底還是當神蹟來仰望好了。又或者可以指望無所不
能的科學？反正，實在能滿足口腹之慾的五餅二魚，不會是指日可
待的科技產品。但人生在世，又豈只有果腹的要求，精神食糧也是
種必須吧。若是精神食糧的話，那可真有着所謂「五餅二魚」，能
起以「有限滿足無限」的效果，這種神蹟的產物，我以為那是創作，
以任何形式的精神奉獻品。當然，作品有優次可分，但又何妨相信，
當獻出是一顆願意獻盡所有的心，那分享的力量，是可以超越一切
有形的拘限！

「以最低成本獲取最大利潤」經濟論，如果用在文學之上，可
否姑且作「以最小篇幅納入最豐厚的內容」解。就篇幅論，那首選
肯定就是詩。再者，夫子有云：詩，一言而蔽之曰思無邪。自然不
會有染指異己鮮血的妄心歪念，應該是不爭、和平的。至於入詩的
意象，古往今來多蘊含着大自然氣息，如初唐詩人張若虛的一「詩」
獨秀《春江花月夜》，單是命題已包含了五樣自然景觀。當然內蘊
更是開闊，千錘百煉的人生，凝聚成絲絲入扣，超越時空的哲思。
現代詩當推宗白華的《詩》與《小詩》，簡直就是參天地之化育，
而歸論都是美的造像，如詩。

相對散文小品而言，詩，到底是較為隱晦的文體，意象的朦朧，
藏匿在字裏行間「含不盡」的言外之意，講求是詩性智慧和細膩的
心，懂得或安放或撿取才敢言得其詩意。平庸之資如我，再加上粗
枝大葉的個性，品茶尚且暴殄天物，更何況要品詩呢！哪及看戲曲
劇本，句句明白如話的舒適，當然就得割捨那如觸握發育期的少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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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異獎 蔣美賢

「我」是怎樣的一個誰？就這個問題，真的可以

一個分秒就有一個答案。除了各樣證件示人的資

料不許更改：名字是蔣美賢，是澳門大學中文系

的本科生。以外，有時候的「我」喜歡故弄玄虛，

讓身邊人都摸不着邊際了，就樂得自愉。有時候，

「我」卻要自傷詞不達意，表達不了自己的心跡。

而最最害怕，是自我的迷失。

這些，全是「我」的心聲，口舌既笨拙，便都交

給了筆尖來代言。也是勉勉強強的，故又有筆名

「手拙」。

說環保與湯顯祖的詩意棲居《牡丹亭》

「有一天，約有五千男子（另有不知數量的婦女和孩子）在野
地裏聚集聽一師傅講道，到了黃昏，師傅的門徒懇請師傅打發聽眾
離開，到村子裏找吃的，為着師徒確實沒有多餘的糧食。但師傅卻
把大家留下來。這可為難了門徒。哪來足夠的食物？這時候，一個
孩子把自己的五張烙餅和兩條小魚交給了師傅，師傅高舉着餅和魚
祝謝了天地，再拿來分開給眾人，結果大家都吃飽了，把碎屑都收
集起來，竟裝了滿滿的十二個籃子。」

以上是摘錄聖經的章節，記載耶穌基督所行的重要神蹟之一：
五餅二魚。這是幾乎凡是信徒都要耳熟能詳的，即使沒有信仰者如
我，聽來也不算是陌生與艱深的故事，不就分享而已。信友固然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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胴體般曼妙撩人的裊裊詩意。徘徊在魚與熊掌之間，還真讓人糾結。
然而，文學總是予人以驚喜。乍驚乍喜的，竟真有這麼一部合兩者
優良因子的完美結晶品。那是湯顯祖的壓卷之作，一部《牡丹亭》。
直教人愛不釋手。掩卷後卻忽發奇想，以為那可能是他構築的最理
想、富詩意的棲居。據理何在？且容我逐一試解。就從作者本人開
始吧。

關於湯顯祖的評點，歷來聚焦於他的戲曲成就，世所公認的大
戲曲家。然而，他所處的明末時期，明傳奇的創作已為文人所染指，
成為了案頭文學，普遍的劇本作者，都具備有一定的學術修養。
學富五車，擅長舞文弄墨的士子。他們在進行文學創作時尤其重視
詞藻的修飾與堆砌。以致人們對這時期的戲曲，其藝術成就作評價
時，其中一要項，便是講究詞曲精雕細琢。如對其得意之作《牡丹
亭》的點評中，就有不少是讚賞詞曲的，如王應奎《柳南隨筆》中
所說：「王實甫《西廂》，湯若士《還魂》，詞曲之最工者也」。
所以能寫出最工的詞曲，可見湯才華超群。實在，湯是個文藝天才
與全才，在各個文學範疇均表現不俗。在他創作戲曲以前，早已轟
動一時，是他的詩才。據載，湯顯祖生於書香門第，家學淵源悠久，
尤其是他的祖父懋昭，一個「望重士林，學者推為詞壇上將的才
子」，對早慧的孫子湯顯祖寄予厚望，在祖父悉心栽培下，湯顯祖
「5 歲能屬對，12 歲能寫出已具有相當深度的《亂後》一詩，直到
25 歲刻印有七十六首詩作的詩集《紅泉逸草》」，轟動文壇一時。
祖父對湯顯祖的指點和影響，成就了他出眾的詩藝，此其一。更重
要的是，懋昭不戀棧功名的性情，他年至四十便毅然「棄廩餼，遠
氛囂，隱於酉塘莊。因以為號。並題聯以寫意曰：金馬玉堂，富貴
超他千百倍。藤床竹幾，清涼讓我兩三分。由是閉戶潛修，或賦詩
以言志，或彈琴以娛情」。自小受到這種淡薄名利，遺世獨立，詩
情畫意的薰陶，促成了湯顯祖一生對於詩意人生都有着高度的認同
和實踐。使得湯顯祖的文學創作，成就除了技巧，更有思想的高度。
懋昭可謂是開導湯顯祖詩意智慧的啟蒙。

詩意人生，所指的，是寫詩般來感知思考生命，來營造構築生

存的方式。力求精練，可有可無的字句必須去掉，以有限的字句抒
發傳達出豐富的語意，這就是詩。若以詩喻人生，所謂的詩意，「是
人生的意義尺度」。而在人寫自己的生命之詩時，尺度的取與捨便
發生了。首先需要接受的是「人作為短暫者生存」。「人被稱為短
暫者是因為人能夠死。能夠死意味着能夠作為死亡而死亡。即人不
僅應有尊嚴的生存，也應該有尊嚴的死亡。」人會籌劃「向死亡存
在」。這「不意味遁性的決絕，它無寧意味着無所欺幻的（把自身）
帶入行動。」正因為生命短暫，要籌劃如何走向死亡。那麼，寫生
命之詩就有了一尺度的取捨損益，那些東西更為根本的，該抓住的
（生命之重）﹔哪些東西是過眼雲煙，身外之物，該放棄的（生命
之輕）。取則益，捨則損。湯顯祖的說法：「天下事有損之而益者」。
這便是他的詩意人生。「詩意地棲居」（生存方式），既表現為對
「死」的冷峻覺解，也表現為向死而在的生命之重的意識。

對於當之時「存天理，滅人慾」的社會風氣，湯顯祖深表反對。
他反對一切禁錮扼殺人情人慾的生存方式，他以為生命並不存在一
套固定的運作模式，所謂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正是
因為湯顯祖不拘泥於形規，所以他能盡情揮灑想像力無限，也是構
成詩意的關鍵。表現在他的學術修養上，湯顯祖雖也積極讀書，動
機卻與當時文人潛心苦讀，為求「學而優則士」有大不同。他的讀
書，是為了融入到書裏書外的大千世界，飽覽感受多樣的「山川人
物居室遊禦鴻顯高壯幽奇怪俠之事」，領略其中變化萬端。來豐富
昇華個人的身心，不斷的超越自身。這種主張反映在後傳一篇名為
《滌習條》的記載中，他所說的「筆峰無刃，墨無煙雲，硯無波濤，
紙無香澤，四友不靈，雖勤無益。」沒有功名的包袱，湯顯祖的思
想自由自在，不論讀書還是寫作，都出於一種遊戲衝動，是以相對
當時文人寫作重倫理教化，湯顯祖更傾向突破這一風氣，「不顛不
狂，其名不彰」，這在他的戲曲中得到充份的反映。尤其他的代表
作《臨川四夢》，這四夢幾乎都有所本，但知名度不高。惟湯顯祖
在其上再進行創作，一改原作舖排陳意之意，重視藝術的審美，意
境創造。模糊了年代，將正經來天馬行空，怪力亂神。充份展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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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非一般的想像力，也是詩意。結果他的四夢一出，頓時聲振天下，
完全湮沒了原來的劇本。可見雖然當時禮教風行，表面上人人循規
蹈矩，其實潛藏在人心深處，對詩意的人生，還是有着一份欣賞和
認同。

「詩意是人類居住的基本能力。而詩意的居住，既包括物質（建
築）家園的築居，也包括精神家園的棲居。」湯顯祖夫子自道「一
生四夢，得意處惟在《牡丹》」。說的是，《牡丹亭》最具詩意。
當然，這得力於它是一部愛情劇。愛情，那是人生最詩意的東西。
劇中的女主角杜麗娘就是棲居於詩意的人物，她的愛情，更是生命
所呈現出來，就是詩意棲居的面貌，精神的、物質的，二者兼而有之，
乃至融為一體。

其精神上的詩意就不用多說了。所謂「天下女子有情，甯有如
杜麗娘者乎！夢其人即病，病即彌連，至手畫形容，傳於世而後死。
死三年矣，復能溟莫中求得其所夢者而生。如麗娘者，乃可謂之有
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
可與死，死而不可復生者，皆非情之至也。夢中之情，何必非真？」

如此至情至性，真正向死而生的，這就是詩意，更可謂是詩意
之極致。這是著名的，湯顯祖的《至情論》，歷來研究者眾，這篇
筆者無意再穿鑿附會。反而對於那物質的，詩意的築居，頗感意思。
我以為，那是花園。至於湯顯祖《牡丹亭》中對花園的塑造，也達
到了古典戲曲史上另一極致，對花園意象運用的極致。

中國古典戲曲的愛情劇目，書寫青年男女歡愛為題材的作品
裏，經常有所謂「私定終身後花園」的情節出現，更逐漸固定為一
種才子佳人的程式。其中便涉及到一個場景，或文學上稱之為意象
的設置與運用，那是花園。據《元明清戲曲中的花園意象》統計所
得，從元代雜劇到明清傳奇的愛情劇（吳昌齡《張天師》——張衢
《芙蓉樓》），當中有明顯寫到花園的，共有五十三種。至於涉及
具體情節內容，不外乎情竇初開、密約偷期、花前月下、山盟海誓﹔
或作為敍事場景，或作為抒情觸媒，如上文中作者歸納出來，花園
在古典戲曲中傳遞的兩個主要資訊：「男女兩性表情達意的主要場

合」，「男女靈肉契合的獨特環境」。更深刻的，甚至有學者認為
它能承擔「表現自然人性的那種原始慾望」、「是對抗現代文明回
歸自然人性的象徵」。其中所包含着的，就不僅僅只有愛情。花園
之所以能具有如此深刻的象徵意蘊，無不得力於它本身花園的形象。

先要清楚的是，古典戲曲中的花園，不是現今所理解，一個開
放給公眾遊玩的場所，而是配置在大戶人家的府宅內﹔也不是《紅
樓夢》裏面的大觀園，家眷能時常在此聚會、逛遊。「在古典戲曲
的創作中，經常安排男女主角在花園中相識。這類花園一般位於宅
屋主體建築之後，園牆之外便屬外域，它離前廳較遠，只通過一、
兩個小角門與正屋相溝通，基本處於與外界隔絕的境地。宅屋的主
人（一般是封建勢力的代表人物）亦很少到此。就封建禮教統治的
範圍而言，自成天地的花園應算是其控制管轄的薄弱地帶。」可見，
所謂的花園，其形象比較貼近現代所稱的後花園。它的隱蔽，正正
為男女主角的苟合提供了契機，讓荒唐成為合理。諸如元雜劇《牆
頭馬上》，裴少俊與李千金所以相見，情根之源是在李府花園，而
「花陰兒密」的裴家花園，則是一道關鍵的屏障，保護了他倆的情
苗，讓其開花結果，更使母子能深藏在裴家足有七年久，可謂是「私
定終身後花園」的經典之作。

其次，古典文學的花園，既可以算是單個、獨立的意象，也可
以看作是眾多單個獨立意象的集合體、意象群。一如園內的花卉草
木，山石流水，它們既有各自的象徵意義：「園中盛開的花朵象徵
着女性柔弱的美，奇山異石則隱喻男性陽剛的力量，而那小橋流水
的雅致、清風拂面的甜美、月色溶溶的靜謐，以及特殊情景下暗香
浮動的神秘氣息……」，或用以折射園中人氣質，或觸發情感的媒
介，前者通常呈一種獨立、靜態的形象，供人遠觀，後者則可以是
動態的，互有牽連，如風吹花落，落在水流，人物可以只目送落花
流水，也可以像紅樓中的黛玉般掃花葬花，藉此抒發人物更深層、
複雜的情懷。這種互動在清以前的創作，尤其戲曲中不屬普遍。由
是，物象間便有了聚合與組合兩種關係，而物象與人物的關係，則
既可以單向、亦可以是互動。如何運用花園中物物不同的搭配，來



文化與藝術評論組

228
229

文化與藝術評論組
且看人文環保
        二〇一三年城市文學創作獎作品集．徵文集

突出所要表達的人物情懷，那種多義的豐富，確實值得細究。
由是，關於戲曲意像的研究層出不窮，而以花園意象為題的文

章中，有一篇頗具代表性的，是凍鳳秋《後花園與陽台》。文中，
就把後花園的具像意蘊和投射在後花園中的人的精神情感作了疏理，
歸納為三個方面：

一、逃避與放鬆的精神需求；二、對愛情的渴望和對封建禮教
的反叛；三、生命意識的覺醒。

個人以為，以上三者之間，可以是互扣着的、一種遞進的關係。
人，尤其是古人，功名心比較重，往往為功名利祿充塞、束縛着整
副心思，而對於情愛的需求則次之。能全情投入於愛情者，只有兩
種，一為已經名成利就，所謂飽暖思淫慾，大登科然後小登科。另
一則為不在意或不用在意功名利祿之人，如女子就不會有這樣的顧
慮，尤其是官宦人家的小姐。反正，惟有當思想不存在名利的包袱，
才有位置去接受純粹的、真正的愛情。藉着真愛給予的滿足，一份
原始慾望的充實，從而意識到生而為人，愛與被愛才是最實在的需
求，懂得釋放這份情感，視之為最重要，願意不惜一切去維護，這
就是對生命的覺醒。也就是開篇所說，詩意人生的追求。而對於這
三者，似乎還可以從側面來一個更全面的概括，那是人物生存現狀
的投影：受到壓迫的精神才有逃避與放鬆的需求，反叛封建禮教者，
必然先為之禁錮，覺醒以前的人生，是迷失迷茫的，種種不就是生
存現狀的反映？是讓人物認識自我生存現狀的一面鏡子。當然，上
文的作者，之所以選擇用三方面來歸納，還是有見地的，我以為，
其中的緣故之一，可能，是縱觀古典戲曲眾多作品，對於花園意象
的運用，多是徘徊停留在愛情的層面，多着墨於人物行動上如何獲
得愛情，卻少有觸及人物內心，忽略了自然的戀愛與婚配，實在是
人的正當健全的生活形態和情感形態，所謂「詩意是人類居住的基
本能力」。這正是《牡丹亭》中特意建構給杜麗娘的詩意築居，超
越一般花園意象，杜家花園的意蘊所在。其環境狀況與杜麗娘的生
存狀態幾相接近，能相互對觀，讓杜麗娘認識自我生存現狀的一面
鏡子。是她詩意人生過程的投像：

杜家花園的環境，一語記之曰：荒涼。這反映在劇本中，是杜
麗娘想要遊園，紅娘還要事先吩咐花郎打掃花徑。可知這花園平常
是人跡罕至的。由此可以看出它在整個杜府的價值，是不受欣賞的，
不過因在而在，有無皆可。杜母聞知麗娘遊園了，直斥春香：「後
花園窣靜無邊闊，亭台半倒落。便我中年人要去時節，尚兀自裏打
磨陀。女兒家甚做作？星辰高猶自可。（貼）不高怎的？（老旦唱）
廝撞着，有甚不着科，教娘怎麼？」足可見這花園的荒涼程度，是「空
冷無人之處」。

至於其荒涼的緣故，是當時社會風氣，尤其官宦家族意識形態
的縮影。直接影響到杜麗娘的生存狀況。生於官宦家門，杜父對麗
娘拘管甚嚴，「手不許把秋千索拿，腳不許把花園路踏」，乃至養
在杜府十七年，她竟從不知家中有個花園。平日連倦眠片刻，或床
上紗帳多繡了雙鳥，杜父杜母也要窮根究底的呵斥一頓。可見麗娘
在杜府的生活，即使規行距步還是動輒得咎，內心的困苦可想而知。
還不止，杜父還請來了陳最良這等腐儒來當她的老師，不為開闊女
兒的見識，卻是要進一步拘束她的心性，終日「守硯台，跟書案，
伴詩云，諳子曰」。17 歲，該是思想最豐富的青春年華，杜父卻只
拿她當「知道甚麼七情六慾」的，任人來擺佈的一個玩偶。對麗娘
也沒有何樣期許，只要求待字閨中的她，嚴守禮教，別敗壞家聲就
是了。為維護封建禮教綱常和他為官的清譽，他不惜把女兒的身心
都扭曲了，甚至後來麗娘死而復生，道明委身柳夢梅一事時，杜父
不喜反怒，更上報朝廷擒拿妖女。為的是，一個不守禮節的鮮活女
兒，還不如一副貞潔的屍骨。這是杜父、更是當之時所有官僚士族
的意識形態。這是《牡丹亭》成作的時代背景，在禮教風化厲行的
晚明，「存天理，滅人慾」的氛圍，籠罩着整個大環境。

然而，杜麗娘有其天授之性，她「一生兒愛好是天然」，有天
生的詩意精神。若不，陳最良給她講《詩》，講的是后妃之德，又
何以講動了她的情腸呢？實在，讓她動情的，是「關關睢鳩」的叫聲，
這來自天然的聲音，觸動了她的天然之性，讓她感知到自身充斥着，
有一種對自然情感抒發的需求，至於場所，她鎖定在花園。因着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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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杜府中唯一自然的地方。第一次，她動搖了對家規禮教的服從，
背着家人來遊園。一整部五十五齣的《牡丹亭》的骨幹所在，也就
從這裏開始。往後著名的齣目如《驚夢》、《尋夢》、《寫真》、《拾
畫》、《魂遊》乃至《回生》等等，發生的場景都是花園。共同構
成故事的骨架。其中《遊園》、《驚夢》尤為關鍵，可以說沒有《遊
園》、《驚夢》，就沒有《牡丹亭》。

《遊園》之重要，可體現在它本來並不存在原劇本中的，是後
人特意把它獨立出來。自然有它代表性的意義。對《牡丹亭》花園
意象的研究，多以《遊園》為開端。這是最重要的契機，是杜麗娘
生命意識醒覺的時間點。

是「姹紫嫣紅開遍，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頹垣」的園景，讓她瞬
時頓悟，開始反思生命，意識到自己「年已及笄，不得早成佳配，
誠為虛度青春，光陰如過隙耳。（淚介）可惜妾身顏色如花，豈料
命如一葉乎！」其實，這就是意識到「人是短暫的存在者」，才開
始為生命定下了尺度，分輕重，定取捨，這就是在構建詩意的人生。
故事繼續發展下去，便是杜麗娘對生命進行損益取捨，成為鄒江元
所說「一個為了驀然領悟的生命價值，為了『雨香雲片』的夢境幽
歡而敢於承擔死亡之人」。這裏的死亡，是向死而生。是既然現實
世界沒有她實踐情愛的可能，那麼「她寧可拼死去尋夢，開始雖虛
幻、卻是對她生命價值肯定的夢的世界，在夢中生存」。是以她即
使從夢從死仍覺無怨無悔。「這般花花草草由人戀，生生死死隨人
願，便酸酸楚楚無人怨。」能發出這誓願，說明她對自己的生命價
值有了明確的輕重之分，這皆出於她對詩意人生的感悟，而來，對
「天下事有損之而益」，「人有所不可宜」的實踐。如斯般，所損
所益就都深化成她的情與生命，命短薄而情厚長，最後她從死而生，
完成了至情的闡釋，更是向生命的終極意義的追思。

可以說，杜麗娘的詩意人生，始於遊園。而花園就是開啟她心
智，釋放她情感的鑰匙！花園始終緊扣着杜麗娘的生命狀態，先是
虛無的對情感的憧憬，後來她的畫像，身死的屍骨，向死而生的心
志，可見杜麗娘從踏足花園的一刻，就把她全部的生命，投入寄託

在花園裏，「春夢暗隨三月景，曉寒瘦損一分花」於是花園之於杜
麗娘，便從原本的物質家園的築居，成了她精神家園的棲居。因她
的詩意而詩意，至情而至情。其實，「無論是物質家園的築居，還
是精神家園的棲居，都是人類生命存在所為短暫者在大地上居住的
雙重狀態，而這二者又是融為一體，不可分離的。」有了這一融和，
花園便由意象提升為意境。王國維在《宋元戲曲史》中，對戲曲的
意境曾有論及：「何以為之有意境？曰：寫情則沁人心脾，寫景則
在人耳目，述事則如出其口是也。」《牡丹亭》的花園，更能帶出
這樣一份生命的哲思，帶動整部作品提升到哲學的審美藝術層面。

綜合以上所言，是該認同的，由鄒先生提出來，湯顯祖對於詩
意人生都有着高度的認同和實踐。進行文學創作於他，是一種遊戲
衝動，為構造他詩意的棲居。而對於所謂「得意處惟在《牡丹》」，
是指一部《牡丹亭》，是讓湯顯祖的戲曲創作，達到了意境生成，
這樣一種於他前所未有的，藝術的高度，當中蘊含的人生的哲思，
是他對詩意人生發出的終極哲思。由是，《牡丹亭》是他最理想的
詩意人生的棲居，我以為，這樣的理解並不為過。

那麼，湯顯祖可能也是中國古代最出色的園藝家。中國古典園
林，並不純粹是供人憩息的空間，更是種大型的藝術品，就像放大
的盆景。園林的建設，是對景、借景等手法運用，藉季節的更迭，
達到所謂「春見山容、夏見山氣、秋見山情、冬見山骨」，虛實相
生出來能觀照四時之變的、豐富的、動的景觀。是以中國園林又叫
構園，講究的是意境。「心與境契」，這是園林作為藝術審美的最
高境界。取法是天人合一的中國哲學觀。

作為一種表演藝術的戲曲，同樣重視意境，講求「意到」，其
欣賞態度就是「意會」。差不多兩年前，中國戲曲人物畫大師段昭
南先生舉辦了個人畫展。海外中國美術家協會主席，雕筠新在開幕
式的致辭上盛讚其畫作「筆中有墨，墨中見筆，筆中見色，色中見骨，
似與不似，筆不到意到。」「作品有神、韻、味、美。構圖不拘成局，
千變萬化，不立於格、不留於格，不泥於法，方寸之妙，胸有成竹。
作品求簡、拙、稚，高於生活的自創藝術風格。」段先生所以能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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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化神功，固然精湛的畫工，靈敏的觸角，能對線條色彩拿捏、把
握精準是關鍵，同時無不更是得力於他對中國戲曲本身的通透。戲
台上的一桌兩凳，就是劇本中的整個世界，所體現也是「一花一草
一世界」的哲學精神，當然，觀眾能否領會而浸淫在其中，還要看
本身的修養造詣。這與園林藝術，可謂異曲同工。至於《牡丹亭》，
把園林納入到戲曲中，更是雙重意境的開闊，再放入杜麗娘的愛情，
皈依天然的人性，更可以說是貼近於自然的神性，藉一股強大的生
命衝擊力，不僅破開了人性的陰翳，更滋養着一種崇高的感情。這
樣一來，《牡丹亭》不就成了生命——自然——愛的三為一體。既
超越了傳統對實體自然景觀審美時的偏狹，還拓展到與人性，生命
底蘊的統合，真正的天人合一。能有這樣的棲居，即便是方方面面
的大師、大學問家，或智者如湯顯祖，也該無可挑剔了。

之於現今的城市，以水泥堵住鳥語花香的一座座石林圍城，為
功利所封閉的城中人的心。心靈空間的擴展，那是一種必須。當胸
中自有丘壑，又何用憾恨，一所背山面海房子的有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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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感言

澳門，在某些地圖上她是個圓點，另外的一些，上面沒有她的位置。但知道

她的人卻也不少，近幾遍佈世界。而要踏遍她的方寸，也用不着一張地圖。

一個人口密度居冠，接待旅客人數也是世界數一數二的賭城，東方蒙地卡

羅。這都是外人起的綽號。作為自家人，我只暱稱她小城。一個真正好小好

小的城市，而我就生於斯，長於斯，一直看着，填海、騰出空地，一座座娛

樂場相繼林立。然後，眼見我輩和往後一輩的青年人，都要為一所房子，幾

十平方米的生存地而惆悵不已。若誰還想着要過詩情畫意的生活，大家都會

說這是種不切現實。而我，就是那種不切現實的人，拼命的，要來尋找，流

轉在繁囂中的靜謐，塗抹在五光十色中的淡雅，充斥着科技的古樸。何止不

切現實，簡直癡人說夢！卻說，實在的，至少到目前為止，我是從來沒有失

落過。是大自然滿全了，我的夢。久處石林中的我，按理該要與大自然疏離

的多。但是大自然於我，卻是那麼的無所不在：在我走過的路，在我看到的

書。每一次的相遇，都予以我力量，愉悅的力量。而要將這份快樂來分享，

我則堅信文字的力量。當然，不可或缺要有一個平台，像這裏。可以用來傳

達情意的平台舉目皆是，我卻鍾情於這裏，欣賞緊扣人與自然的主題，回歸

本位的實際。

由衷感激文學獎的給予，我定會再接再厲，更加用心的去揣摩感悟，大自然

的、文字的感染力。

         評審意見

林沛理先生
不為甚麼，就為它螳臂擋車的悲壯和勇氣。在他的想像裏，今日還會有人知

道湯顯祖是誰，還會有人有興趣讀關於湯顯祖的評論。單是這一份想像就教

人感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