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振岱先生家训

美國洛杉磯華文作家協會訊： 十月二十八日

下午，一場別開生面的“雅岱幽逸，詩韻中華”詩

歌音樂歌舞晚會在鮑德溫花園市的表演中心拉開帷

幕。這場晚會是為了紀念何振岱誕辰一百五十週年，

由“何振岱文化研究美國基金會”創始人何欣晏女

士組織，美國洛杉磯華文作家協會參與協辦。何欣

晏女士是林則徐的第七代後人，何振岱第四代嫡孫

女。

為了紀念這位中國近代著名的古文學家、詩詞

家、方志家、傳統詩學教育家，以及“同光體”的

代表人物何振岱，這臺晚會展示了已有 2200 年曆

史的福建閩派文化，將閩派文化中特有的“山文化、

海文化、水文化”以詩歌、音樂和舞蹈的形式呈現

給觀眾。

美國洛杉磯華文作家協會的詩人們：北奧、藍

鳥許多、申美英、邱明、施志清、王偉，為這場晚

會參與創作了許多膾炙人口的詩歌作品，其中一些

佳作刊登在本期詩刊中。許多會員還參與了晚會的

演出，其中會員孫曉璐擔綱了晚會多個詩歌朗誦演

出，為晚會增添了一道靚麗的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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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何振岱先生一百五十周年诞辰

 何振岱（1867 －

1952），字梅生，又字心與，覺廬

悅明，花甲之年改字梅叟，號南華老

人，龍珠居士，閩縣（今屬福州）

人。古文家，詩詞家，方志家及傳統

詩學教育家。同治六年丁卯（1867

年）農曆十二月廿三日（1868 年 1

月 17 日）生。光緒二十三年（1897

年）中舉，名列第四。後入福州至用

書院，成為山長謝章鋌的得意

門生。

1906 年後，江西布政使沈瑜慶

聘何振岱為藩屬文案。後受其好友柯

鴻年聘請在上海柯家司筆墨兼教讀其

子女。 1909 年，何振岱在上海結

識同光體閩派首領，詩論家陳衍，陳

衍對何振岱的詩作逢人揚譽，何詩

入選陳衍所輯《近代詩抄》數量甚

多。 1915 年，福建巡撫使許世英

疏浚西湖，林則徐曾孫，水利局長林

炳章倡議重修《（福州）西湖誌》，

慕何振岱文名聘其為總纂。全書四十

多萬字，後人常將它與明代田

汝成的《杭州西湖遊覽誌》並稱。 

1916 年，參與陳衍編纂的《福州通 

誌》中的《藝文》，《列傳》部分。 

1923 年，往北京柯鴻年家任教讀，

其間與末代帝師陳寶琛交往甚密，不

僅唱和詩詞，還為其代理筆墨文章，

深得帝師讚譽。稱“大作清婉，讀了

口角生香”，“循誦再三，無可增損”。 

1936 年底，歸福州直至辭世。

何振岱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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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振 岱诗词

江城子·孤山梅花

东风第一枝·忆家中二梅

辘轳金井·自题小影

闰七夕洪山桥酒楼

會員的詩

何振岱先生

一襲長衫駕馭了一片雲彩

穿越了晚清，民國，還有

人民共和的天空

我輩年少，不曾與先生正面相逢

我輩年輕，讀史時

方見先生的背影

闊步遠行中

先生用淡雅的詩文，和著，點綴著

深藏於內心的那株白梅，繪就了

如湖的藍天。隔著世紀的記憶

朗文和琴聲不曾模糊，晚輩舉頭晴空時

一如既往地望見先生端坐撫琴和提筆揮

毫的身影

先生的文字走出了文學，也走出了哲學

您將生命中一點一滴地撿拾

在詩學中一字一句地輕輕放下

在本屬於自己的生命具象中，將命運與

命運的品格

一繭一絲地抽象成一個偉大的大字

謹此一百五十年誕辰

向先生致敬，深深鞠躬

追隨夢影亦實亦虛

飛往福州街頭

時間軸倏然扭曲

隱去現代痕跡

往日的記憶

被夢的鏡頭過濾

朦朧中屋影街區

一花一草一木

掛著露珠的淚滴

訴說著回憶

家貧向學不改

慈母的針線

紮紮實實地縫出了

一代大儒的光彩

定無後悔惟勤學

各有前因莫羨人

文章有風骨

詩畫現情懷

縱江湖湍急流於濁世

亦守得孤寂

只一顆心晶瑩無瑕

叢櫪難比其高潔

眾篁可證其挺拔

栽桃種李名滿天下

卻愔琴生冥鶴跡

衣蘚香湖光湔

雖淡泊卻志堅

房舍街區萬般變遷

花草樹木多少繁衍

那記憶卻代代相傳

傳領那個名字何振岱

注：何振岱着有
《榕南梦影錄》二卷清癯的面龐，深邃的目光

我在先生的像前肅然凝望

隔著一個世紀久遠的年代

感受一種能穿透歲月的力量

先生心中有江河湖海

至博至大的襟懷，天地蒼蒼

一株白梅，堅守高潔清香

一身風骨，千古詩詞文章

在那個風雨飄搖的年代

為民難泣血，為國破憂傷

清風朗月的品格和剛烈氣節

書寫著一代文人的風骨擔當

走過一百五十年歲月滄桑

我在先生像前肅然凝望

清癯的面龐，深邃的目光

傳遞著穿透歷史歲月的力量

文心道義，浩然之氣長存世間

風骨如山，謹致崇高之緬懷敬仰

文儒坊老了

像百歲的老人

白須 白眉

儒雅 淡然

三七巷舊了

印著您的滄桑腳步

參差 蹣跚

星星 點點

灰瓦高牆上的斑駁

像您殘文斷章裡

待修的句點

穿堂的海風

吹走了歲月

卻吹不走您清詠雅句

裊裊流轉

三七巷裡

五柳孤松客滿

文儒坊中

書香醉客流連

二梅堂前

約三五好友

論詩書琴畫

坐月下攀談

輕言細語

訴往事如煙非煙

古巷悠悠

藏著多少故事

庭院深深

鑄下多少詩篇

三七巷啊

我的根在此

文儒坊的雙梅啊

早已開枝散葉

在四海九瀛

五嶽三山

梅之韵

梦影

作者：施志清 作者：藍鳥許多

三坊七巷 
文儒坊

      作者：美英

   作者：美英

作者：李燕生

作者：捨得之間

我向先生深深鞠躬

作者：邱明

风骨颂

作者：王偉

——  何振岱先生诞辰 150 周年谨记

何欣晏女士

孙晓璐诗歌朗诵演出

從一個詩人的詞彙表上反復出

現的關鍵詞切入他的創作，進行分

析和評估，不啻為一種有效的批評

法。何振岱先生的詞彙量極大，關

鍵詞也不少；但有幾個是非常特殊

的，比如他好用“倚”及其同義字，

如 : 依、傍、憑、借、靠、托、待 ,

等。 “倚”揭示的是宇宙存在者之

間的相互關係，多用“倚”及其近

義字來表現這些關係，表明何振岱

對宇宙和人生中這些關係的注意和

思考。

首先，物和物之間存在“倚”

與被“倚”的關係。何振岱詩《舟

至馬江親朋來迎》雲：“方舟拍手

齊巾髻，一塔昂頭倚翠微。”塔很

高，還昂著頭，但它被修築在山上，

所以看上去像是倚靠著“山”。

其次，人和人之間更是存在

“倚”與被“倚”的關係。俗話說“在

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這個靠，

就是“倚靠”。人到中年大多成家

立業，在社會上有所根基，所倚靠

的朋友，可能不是物質上的，而是

精神上的。這便是《紀別》詩所雲：

“情感倚親朋”。

再 次， 人 與 物 之 間 也 存 在

“倚”與被“倚”的關係。

 何詩《洪山橋酒樓小集 ( 四

首選一 )》雲：“楓葉蘆花都未有，

只憑寒日看秋江。”“看”的主語

是人，然而憑依一輪寒日看秋江，

人看到的只能是一片蕭瑟景象。再

如《孤山獨坐，雪意甚足》：“鐘

定聲依無際水”。鐘聲是人工產物，

“無際水”是自然之物，而鍾聲會

倚著無邊的流水傳向遠方。

事物關係中的相互依賴性一直

是中國哲學尤其是道家和佛家所重

視的思考向度。道家和佛家這兩家

哲學體系追求的是主體個我的純粹

性、獨立性和超越性，思考更多的

是“倚”給主體所帶來的壓力、傷

害和削弱。　     

多用“倚”及其同義字，顯示

了何振岱熟悉並較多思考道家所說

的“待”與“無待”、佛家所說的

“執”與“無執”等關鍵性的概念

和觀念，並且予以靈活應用。然而

他的底色畢竟是儒家，所以，雖然

強調自我的完整性和自足性，但他

並不常說“忘我”或“無我”，更

不曾說“無無我”, 表現了他跟純然

道家和佛家哲學的區別。

北塔：本名刘伟峰。苏州人，

居北京。诗人丶学者丶翻译家。中

国作家协会现代文学馆 / 中国社会

科学院研究员，世界诗人大会常务

副秘书长。 2013 年第二届世界华

文诗歌大赛金奖。着有诗集《滚石

有苔》等各类着作译作近 30 种。

布帆一片是漁艭  天捲長虹入小窗 

楓葉蘆花都未有  只憑寒日看秋江

綠鬢斜欹  紅心暗沁  娉娉憶傍簷甃 

尋悰翠轂芳塵  炫目玉虯晴晝 

虛廊籠袖 

看啅雀  因風飛驟 

正向晚  月麗風柔  一掬春愁微逗 

歸夢好  南枝裊遍  離緒積  北溟寒又 

年芳臘底江魚  客趣雪中薊酒 

銷魂依舊 

算此際 新開時候 

甚綠窗  消息來遲  可念詠花人瘦 

細生何愛  倚廬中  寫出半身秋影 

石瘦松癯  換年時吟鬢  風柯莫靜

恨佳日  過時思永 

薄暮投懷  依依底似  堂前光景 

垂髫舊踪怕省

痛人間路仄  霄宇秋迥

半老孤兒  減雄豪心性

孱軀似病

更惘惘  古愁難整

向曉烏啼  呼娘不見  淚談幃冷 

段家橋下載輕舫 

水雲鄉

野天長

才近孤山  吹袂是風香 

修到梅花愁獨自  教淡月  伴昏黃 

夜闌峰影寫迷茫 

好風光 

苦難償

閒憶年時  輕折為新妝  

莫與湖波貪照影  人瘦也  怕花傷  

何府庭前有红白二梅，枝繁叶茂，年年花开当

时。何氏夫妇悉心呵护且多有咏颂。至夫人故，红

梅枯。先生故，白梅亦枯。人有情，梅有灵，皆为

人间佳话！

乘興高飛去 何翁百五辰

畫境千山翠 詩魂澹且真

書風承漢魏 詞意入清辛

撫琴聞流水 逸興蕩蒼旻

悠然思古意 樸雅動人心

吾奏梅花曲 高情憶故人

李燕生：法号灵觉，

居北京。中国文化艺术发

展联合会主席，中国书画

艺术家协会副主席 。曾在

故宫博物院从事书法篆刻

研究。有多部作品出版。

       幽亭小坐話星辰 挽手宋唐疑是神

     琴瑟同光誰遺句 比興桃李自成因

     當年鶴澗應猶在 此地蒼流未必真

     借我閒篁明月裡 杯來不見做詩人

捨得之間：本名孙连宏。居洛阳。诗

词理论家，致力於古诗词和传统文化的推

广，其诗词理论自成一派，流传深远。着

有《诗学要义》，《唐韵大观》等。

庭前雙株梅 紅白交映暉

盤根情難解 交枝共依偎

夜長花做伴 酒闌繞千迴

霜下香暗裊 月上攜詩歸

靈根曉人意 冷心知與誰

一朝君離去 雙梅愛相隨

作者：北奧

百五慶壽辰 回望如星陳 

立品自為善 清風拂詩魂 

觀山飛彩筆 流水撫瑤琴 

閩南獨一幟 嘉惠存後人

 

書香飄滿門 儒雅史留痕

四書熟能誦 文章滿經綸

春蠶何懼死 絲盡報殷勤

大德盛冠蓋 清蔭庇子孫

三坊七巷內 碑名今猶存

剛直秉正義 憎愛赤膽純

古道心良善 德澤世有聞

雙足行天下 桃李滿公門

怀念何老（三首）

梅生抚琴图作者：北塔

何振岱诗歌创作中的
倚与不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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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洛杉磯華文作家協會主辦

—— 纪念何振岱先生
        冥诞一百五十周年

回眸一百五十載

中國近代史沉重的一瞥

在榕城，三坊七巷

濃縮泛黃的史書一頁

從梅生到梅叟

一縷浸潤文壇的梅之韻

文儒坊挺拔的風骨

寧死不向倭寇躬身的民族氣節

一世布衣，兩袖清風

三千詩篇，百年俊傑

氤氳榕城二百里的梅之韻

八十五輪春秋歲月

羽化六十五年，您的仙居

想必也有兩株梅樹，中庭相攜

左邊白梅，先生撫琴高歌

右邊紅梅，夫人添香擊節

您把宣紙上疏影的橫斜

寫成絕世獨立的高潔

閩江裡，恣意揮灑的那些歲月

文思峻峭語言清新的詩風

滲透在每一篇每一頁

梅樹下，傾情彈奏的那些樂曲

高山流水摒棄紅塵的清音

縈迴在每一首每一闕

也有黯然神傷的時刻

當戎馬倥傯的弟子為國灑血

先生您一聲悲嘆，長歌當哭

文儒坊梅葉盡落，梅花盡謝

人世上，少了一個忠勇的荊軻

天堂裡，多了一個知音與您相約

一個世紀的冬天，陰鬱凜冽

唯有梅花的暗香，凌霜傲雪

如今，白梅紅梅都已杳然遠去

只有梅花香不斷

只有梅之韻不滅 

您的詩文，相伴榕城與梅叟的名

字

共同註解清末民初的文化章節

那銳意進取繼往開來的同光體

是浩瀚詩詞大河裡的清流飛瀉

先生，您向三坊七巷孤獨地告別

白梅在您身後優雅地凋謝

不知閩江水

是不是還流淌著最後的貴族血液

不知西湖裡

還能不能打撈出同光體的詩頁

西禪寺的鐘聲

至今共鳴著您的琴聲雅樂

閩越古都的晚風

至今吟誦著您的詩文章節

您的詩之魂

八百年不死

您的梅之韻

一千年不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