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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说明
1.1. 研究目的

让新加坡年轻人了解本地新诗历史、创作风格，进而能

够欣赏和创作对新诗。

1.2. 研究框架
-早期新诗创作的普遍性特征：
-浓浓的寻根情怀
-对甘榜生活的回忆
-乡愁的体现

-诗歌的表现手法：偏向写实、直抒胸臆、文字浅白
-新生代诗人作品中的特色：

-视角由大变小
-内容更加多元，更加包容
-语言更加个性化

1.3. 内容简介
通过作品分析、问卷调查、定性研究方法和文献调查

法，针对新加坡华族青年以学生，做出让他们对新诗感

兴趣的成品。

1.4. 文献研究



● 从文献中看出，对共同命运的省思，让新加坡早期新诗具有

共同特质。

● 本文献提到新加坡当代华文新诗更多元。追求个性的创作

让年轻观众产生共鸣。同时，新诗中晦涩难懂的成分增加。

1.5. 问卷调查







● 从调查问卷，可看出大部分接受调查的人对新诗了解甚少，

许多人根本没有学过新诗。

1.6. 原创性
我们对比了前后本地新诗的共性化和个性化的改变。自己分

析作品来了解和阐述本地新诗前后的特点，并且使用instagram和网
站等平台来推广。

2 研究主体



2.1.早期新加坡的诗人有着同样背景、经历、经历同样大小事
件，因此在创作上具有共同特质。

2.1.1. 诗歌的主题上的共性
2.1.1.1  浓浓的寻根情怀
● 寻找文化的根，对于传统、文化、母语的思考，是新诗中最

普遍的主题。

杜南发在《传灯》中，他通过用“灯”和“河” 表达想要让本
土的文化历史传承下去的心愿。

在《呵，给回我这样的农历新年》里，诗人书写了农历新

年“神龛上的大伯公”、“团年饭”、“眼睛是提心吊胆的蜘蛛，跟
着压祟钱在红包套爬进爬出”、“此起彼落得爆竹声”、“贴春
联”、“乡音”。

2.1.1.2．对甘榜生活的回忆

新加坡淳朴的甘榜生活的回忆，是早期新加坡新诗非常

普遍的另一个主题，长谣在1981年-1985年间的创作的《很久
以前，在甘榜……》,  记录了甘榜生活的挑水、在公共龙头沐
浴、河中游泳、戏台、放风筝、斗蜘蛛等，充满旧日甘榜浓浓的

人情味。

2.1.1.3．乡愁
浓浓的家国情怀，对于故乡的缅怀，是新加坡老一代诗

人的早期作品里常见的题材。本地诗人寒川的《家乡》颇具有

代表性：



2.1.2.诗歌的表现手法：诗歌的表现手法上， 老一代诗人的诗
中，对时代巨大改变的被迫接受、震惊、讽刺、无奈、怀念。

让诗歌语言往加写实、浅白直接。

《端午节前在某粽子档口录音》中，长谣直接以录音作为

诗句，可见其内心只茫然和无奈。

另一首诗歌《为什么？……参观“小时的华校展览”后》，
作者直接将这消失的349间华校比喻成了349具尸体，可谓痛
心疾首。



2.2.随着新加坡经济的突飞猛进，受英文教育的年轻一代没有
前辈诗人的沉重、历史使命感，他们更注重个人感受而不是

家国情怀，写作的视角更加微小，更喜欢探讨“我是谁”。因
而，新一代的诗作个性鲜明，题材广泛，写作手法上，也各

具特色。

2.2.1．创作视角由大变小

新一代诗人写作题材上更多地以个人生活的“小”视角来
写作，个人的情感、工作、生活中最细致入微的一面，极具个

人色彩。周德成的《山上一览众山小所得》从两个独特的视角

去描写，运用了具有热带特色的“蚊子”和“蚂蚁”。“小”的描写，
凸显对“宇宙”，“地球”的感悟。

2.2.2．诗中内容更加多元，更加包容

新一代诗人的写作的视角更为独特、多元、个人化，拥抱

传统，也对变化采取欢迎的姿态。

周德成在《鱼与余》中， 反思了我们是不是该“手放下、心
敞开/才成就更深的拥抱?”，而不是许多人认为的“手联手/才可
心连心”。

另外，方伟成的《病，无以名状》中， “物竞天择才是自然
规律，/人类再自大也无从忤逆。”、 “一场全球浩劫让人窒息，/



大地母亲反倒得以喘息。”对比了人类“窒息”，和大自然“喘息”，
来说明我们也许得改变自己。

在这几首诗中，诗人都使用了“自然”作为切入点，表达了
自己各个想要表达的内容。他们的诗中形成了一个更加丰富

多元的内容，同时也保留了自己的个性化，更让读者思考。

2.2.3. 诗歌语言更加具有个人色彩
更加自我的诗句，更加简单明了的文字来代表个人的特色。 类似

“虚实组成透明/的水缸/还是一条改道来、改道去的江？”和“人大隐于
喧闹的集市/还是/终成其热闹？”这类的表达俯拾即是。

3 研究局限及未来发展

3.1. 研究局限

一个局限在网上就没有太多有关的资料，但是我们尽量去听

了一些将新加坡文学作品的讲座，比如，南洋初级学院博文学会

导读英培安的《黄昏的颜色》。其次，就是采访的不足。因为时间

的缘故，我们很难做到更多的采访。

最后，新移民中有许多新诗创作者，为本地新诗创作添加了亮

丽色彩。但我们未能接触到这个创作群体。

另外，我们原来也打算在今年举办拓展课程， 不过，处于新冠
疫情，我们无法举办此课程。

3.2. 未来展望
身处科技时代，我们需善用科技，换一种方式推广新诗，让更

多国人了解并爱上新诗。这将是一个趋势。包括我们在内的中

学生也会愈多参与推广之中。新诗的星星之火，足以燎原！

4 成品设计与解说



4.1.成品设计
-专题作业的专属网站
-专题作业的专属社交媒体账号。
-在Instagram账号上，发布原创，有关解析本地新诗的小

视频。

4.2. “狮城新诗浅探”的网站部分，网站网址：
https://sites.google.com/student.hci.edu.sg/shichengxinshiqia
ntan/%E4%B8%BB%E9%A1%B5?authuser=0

-我们选择Instagram作为社交媒体宣传媒介。在
Instagram账号上发布的小视频则经过我们组员攥稿，拍摄，剪
辑，以确保视频质量好，能很好地吸引我们的研究对象。视频

中，我们对本地新诗做出了适当解析，也确保了视频通过有趣

的方式，吸引年轻人关注。

https://sites.google.com/student.hci.edu.sg/shichengxinshiqiantan/%E4%B8%BB%E9%A1%B5?authuser=0
https://sites.google.com/student.hci.edu.sg/shichengxinshiqiantan/%E4%B8%BB%E9%A1%B5?authuser=0


5 研究总结
总之，现在本地新生代诗人的作品虽然有许多独特的视

角，具有思想包容性，老一辈诗人的作品具有强烈共性，二者

互为映衬，书写了新加坡新诗独特的篇章。

5.2.挑战：



今年专题作业的挑战，主要来源于疫情的影响，使我们没有办

法一起录制视频，只能利用zoom来录制。我们也采取了开题报告
所给的建议，和调查问卷中的建议，如把题目改成更加针对性的

，让内容融入生活，先普及新诗知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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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个人反思

7.1.张荻飞

作为本专题作业的组长，我想对所有成员说声谢谢。今年是

一个格外艰难的一年，在紧张的疫情期间，还得适应中三的巨大

变化。但是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什么坎坷，我们都一起度过了，为

今年创造了宝贵的记忆，就比如录制视频时的欢声笑语。我认为

其实我们能够做得更多，做得更好，但是我也看到大家得努力了

，因此我想对于今年得专题作业，对我来说是即使缺少了许多东

西，但是是能够圆满得结束了。我知道大家在需要完成专题作业

时，会经常因为找不到资料，或者手头上还有更紧张得事情得解

决，而感到倍感的压力，但是我们终究还是把事情一个个解决

了。所谓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这次的

专题作业总结还是得一步步来，不能跳着走。这也尤其是因为我

本身对这方面缺少知识，因此，在做任何事情之前，要先对它有

https://knowledgeuser.weebly.com/19987357706530620174292332226920043247732104025991212702004327527.html
https://nanzi.wordpress.com/2012/08/17/%E4%BC%8D%E6%9C%A8%EF%BC%9A%E4%BB%A5%E9%B1%BC%E5%B0%BE%E7%8B%AE%E5%85%A5%E8%AF%97%E7%9A%84%E6%96%B0%E5%8D%8E%E8%AF%97%E6%AD%8C%EF%BC%88%E5%AE%8C%E6%95%B4%E7%89%88%EF%BC%89/
https://nanzi.wordpress.com/2012/08/17/%E4%BC%8D%E6%9C%A8%EF%BC%9A%E4%BB%A5%E9%B1%BC%E5%B0%BE%E7%8B%AE%E5%85%A5%E8%AF%97%E7%9A%84%E6%96%B0%E5%8D%8E%E8%AF%97%E6%AD%8C%EF%BC%88%E5%AE%8C%E6%95%B4%E7%89%88%EF%BC%89/
https://nanzi.wordpress.com/2012/08/17/%E4%BC%8D%E6%9C%A8%EF%BC%9A%E4%BB%A5%E9%B1%BC%E5%B0%BE%E7%8B%AE%E5%85%A5%E8%AF%97%E7%9A%84%E6%96%B0%E5%8D%8E%E8%AF%97%E6%AD%8C%EF%BC%88%E5%AE%8C%E6%95%B4%E7%89%88%EF%BC%89/
https://nanzi.wordpress.com/2012/08/17/%E4%BC%8D%E6%9C%A8%EF%BC%9A%E4%BB%A5%E9%B1%BC%E5%B0%BE%E7%8B%AE%E5%85%A5%E8%AF%97%E7%9A%84%E6%96%B0%E5%8D%8E%E8%AF%97%E6%AD%8C%EF%BC%88%E5%AE%8C%E6%95%B4%E7%89%88%EF%BC%89/
https://nanzi.wordpress.com/2012/08/17/%E4%BC%8D%E6%9C%A8%EF%BC%9A%E4%BB%A5%E9%B1%BC%E5%B0%BE%E7%8B%AE%E5%85%A5%E8%AF%97%E7%9A%84%E6%96%B0%E5%8D%8E%E8%AF%97%E6%AD%8C%EF%BC%88%E5%AE%8C%E6%95%B4%E7%89%88%EF%BC%89/
https://www.8world.com/news/singapore/article/yeng-pway-ngon-passed-away-1361136
https://www.8world.com/news/singapore/article/yeng-pway-ngon-passed-away-1361136
https://nzzpyj.wordpress.com/tag/%E6%96%B0%E5%8A%A0%E5%9D%A1%E7%8E%B0%E4%BB%A3%E8%AF%97/
https://nzzpyj.wordpress.com/tag/%E6%96%B0%E5%8A%A0%E5%9D%A1%E7%8E%B0%E4%BB%A3%E8%AF%97/


着基本的了解，做起来就会变得十分的乱。但是，也正因为我欠

缺这方面的知识，我才对新加坡新诗更感兴趣，去用心地了解与

完成这个专题作业。最后，我想再次感谢所有的成员，即使有许

多坎坷，但是你们还是与我一起坚持着，有着一个团队应该有的

精神，也谢谢老师对我们的指导，在我们迷茫时，为我们指出一

条明确的方向。谢谢！

7.2. 徐祥瑞

今年的专题作业旅程，到此也就画上了句号。

这次专题作业旅程，充满了挑战和坎坷，但也充满了收获和美

好珍贵的记忆。虽说新冠疫情，中三学业的忙碌等给我们的专题

作业带来了不小的挑战，但我们却一起努力试图克服，尽量把这

专题作业做到最好。除此之外，我也从这专题作业中加深了我对

本地新诗的了解，学到了这方面的一些新知识。不过更重要的是

，从今年专题作业中收获的回忆。开会录视频的欢喜，夜战幻灯

片的疲惫，作业被认可、视频被点赞的成就感。。。这些回忆，无

论美好还是不美好，都会被我珍藏。

遗憾方面，有肯定是有。做这个专题的时候，我们时不时会脱

离计划，或因种种原因延迟。这个专题作业里，我们还有许多没

实践的想法，如采访，实地考察等。处于疫情，计划时常没有变化

快，进展有时也会被学业等其他因素拖后腿。不过，我们终究挺

过了这些困难，并在种种限制下完成了这个专题。虽说这最终可

能不是我们出发时理想的成果，但我们都为了此专题尽了自己的

最大精力。这对我来说，就算圆满了。

7.3. 杨力凡

首先，非常荣幸今年能与我的几位组员聚在一起做专题作业，

感谢他们为专题作业付出的贡献，以及在这过程中给予我的帮

助。虽然说过程中也遇到了不少的挑战，状态也有过起起伏伏，

但在我们大家同心协力的情况下，困难也被逐一克服了，同时在

这过程中也收获了许多的欢声笑语。就此，我们的专题作业也算

画上了句号。但对我而言，这次专题作业令人遗憾的是，我们没



有按照时间表上所规划的计划所执行，这也导致我们无法在时间

内把任务做好，最后也无法完成我们原本的一部分计划。但我也

能理解这种情况，大家都是中三学生，无论是学业上，还是课外

活动上，行程也会规划的更加满，压力也会更加的大。所以也会

导致专题作业无法按照计划的做。经过这次的经验，这会对我以

后再做类似的专题作业时也更大的帮助，我也会更加懂得如何去

安排我的时间，来弥补像这次美中不足的一点。也非常庆幸通过

这次的专题作业，让我更深刻地了解到新加坡历史悠久的新诗文

化，心生一份传承、宣传和发展新诗的责任。

最后，感谢我们的专题作业指导老师在我们遇到困难，迷茫时，

为我们指点迷津，指出了一条明确的方向，使我们的专题作业做

的更加顺利、成功。再次，感谢我的组员和边老师在这次的专题

作业中给予我的帮助和包容，也让我从中收获到了许多全新的知

识与乐趣。谢谢！

7.4. 叶林勋

今年的专题作业到此结束了。首先，我得感谢老师和同学给予

的帮忙。在我们刚刚升上中三时，相比于中二有一个巨大的变化

，导致我一开始压力非常大，没办法应付得到专题作业和课业。

这也让我许多时候无法参与专题作业的讨论，还好同学们都会提

醒我完成我遗漏的部分。在老师的帮助下才慢慢适应了中三的生

活。此外，疫情的传播也让我们在做这专题作业时充满了坎坷。

疫情的传播让我们无法做许多事情比如无法聚集在一起讨论等

等。虽然在过程中充满了不少的挑战但也收获了不少。通过这次

的专题作业，我了解到新诗对华族文化的意义。希望明年疫情的

问题能结束，让我们在做专题做事可以更方便。

8 附录

诗歌1.

《传灯》杜南发



每一条河是一则神话

从遥远的青山流向大海

每一盏灯是一脉香火

把漫长的黑夜渐渐点亮

为了大地和草原 太阳和月亮
为了生命和血缘 生命和血缘
每一条河是一则神话

每一盏灯是一脉香火

每一条河都要流下去

每一盏灯都要燃烧自己

诗歌2.
《静静的牛车水》林德楠

因为童年

每条街都有梦可捉

梦很长，很窄

像一根线系着街头巷尾

串连飘零却浪荡的足迹

可岁月是牵不住的风

南洋烟雨

只是一款记忆的口味

因为成年

青春的日子

在细细的线上淡淡化开

悄然颤落

如老屋檐厮守彩窗

每一次苏醒

都以一点一滴的浪

敲打五湖四海的长廊

因为今年

长廊不长

它紧绷如走调之弦

嘶哑成古楼的夜曲



日常，不常在

何日，君再来

来了，再看看

静静的牛车水

如何不安地

躺在伛偻的地摊上

不！老街不老

只是病了

因半边历史

还未康复

病毒已肆虐

整个江湖

诗歌3.

《呵，给回我这样的农历新年》

呵，给回我这样的农历新年

神龛上的大伯公在偷笑

是笑那手持酒杯

脸红得像他身旁关公的爸爸

还是嘴里塞满鸡肉

仍盯着弟弟手上鸡腿的我？

团年饭吃过了

拉扯着妈妈的手

牵出“一年一次，赌注五分钱”
眼睛是提心吊胆的蜘蛛

跟着压岁钱在红包套爬进爬出午夜，此起彼落的爆竹声

是火龙在甘榜飞窜吼叫

睁开沉重的眼皮

哇，门前番石榴树上

它心花怒放，腾跃飞扑

阳光爬下椰梢

进窗把我啮醒

小手牵在爸爸妈妈手里

贴春联的大门张开双手欢迎

“新年如意”“同同如意”



乡音是处处可闻的鸟啼

呵，给回我这样的农历新年

诗歌3.
《很久以前，在甘榜……》
长谣

清晨

阳光从花上走过

空气唱着好香好香的歌

挑水

姐姐，歇一会儿吧

天掉进桶中

太阳正在水里游泳呢

正午在公共水龙头沐浴

背上让日头劈开的伤口

我说一定很深很深

兜头一桶水

把眼泪都赶出眼睛

河中游泳

忽然发现自己是条鱼

生鱼、龙沟鱼、舢舨干……
叫我、碰我、逗我捉迷藏呢

戏台下

管他青衣哭老旦叹

阿伯，甘草番石榴一枝

冰糖鸟梨一串

放风筝

心抖在线端

随风飘荡

斗蜘蛛

把不情愿的打斗蜘蛛

才赶进小盒子

喂喂，怎么一言不合

你们也打了起来？



月夜

满地夜鸣虫

把月光蒸煮成

爷爷爱喝的冒泡白啤酒

诗歌4.

《端午节前在某粽子档口录音》

“Auntie，粽子怎么卖？”
“这种两块半，那种三块。”
“这么贵，不买不买！”
“小朋友，端午节一年才一次。”
“什么节？”
“James, what auntie said is Dragon Boat Festival.”
“少年的，你知道端午节纪念谁吗？“
“Uncle，你一定是 Chinese helicopter，你说。”
“屈原。”
“不认识，不认识。我只知道周杰伦。”
“老师没教过你们？”
“Teacher 只教 Robin Hood，Peter Pan。”
“唉，这么说，屈原的代表作《离骚》你也不懂。”
“James,《离骚》means 离婚就发牢骚。”
“No, Robert, it means 离婚的人最风骚。”
“少年的，他是中国古代大诗人，是世界文化名人。”
“So what? 他比得上 Bill Gates 么？”
“好啦，别跟 uncle 斗嘴，买个 nyonya 粽吧！”
“什么，auntie，你说屈原是个 nyonya(马来语：妇女)？”
“哈哈哈！……”
（录音结束）

诗歌5.

《为什么......参观“小时的华校展览后”》
长谣

站在

繁荣的荒原

四周竟倒卧

349具尸体



它们圆睁的眼

诉说

惊愕、惶恐、不解、委屈、无奈、痛苦、悲愤……
它们的口

紧闭的、张开的

都发出一声

撕心裂肺的呼喊

“为什么？……”

诗歌6.
《山上一览众山小所得》周德成

一

你招蚊子

是众人最幸灾乐祸的幸福

我有一陆军的蚂蚁

你有一空军的蚊子

攻城　围城若干小时　打游击战

对于山变成旅游灾区

我们已非瘟疫

而是一种惯性疾病

某座山　某个掩埋的城　某种

偶然的存在

都曾是某个战场

短期租约约满后

冷却的遗迹

二

多个单足的站立只是复数的孤单

犹如

群戏里多台上演的独脚戏

宇宙150亿年历史
地球46亿年年岁
地于是这里那里疙瘩成山

这10万到7万年来
一波波的智人出走非洲



跋山　涉远洋

包括我上次搬家　通关和转机

我的　你的　他的步履

即使山登得再高

地飘得再远

就只是一群稍纵即逝的飞沙走石

唯有极目远眺

此处孤独比云轻盈几许

世界瞬间是小小的心

放下的巨石

山　原也是脚底的一颗石

石　原是宇宙、星体、众生

残余的标本

远看　云是山上一顶破帽

近　则成山的粗腰

过去的人　未来的人　我　山　闲云

就只是演员　道具　剧本中的

一句句台词

诗歌7.

《鱼与余》周德成

鱼的故乡 是
虚实组成透明 的水缸
还是一条改道来、改道去的江？

人大隐于喧闹的集市

还是

终成其热闹？

手联手 才可心连心
还是手放下、心敞开

才成就更深的拥抱?
追溯原点 都说是
非鱼 非人 非市集 亦非热闹 更非拥抱



我们 仅是后来者
记忆中的一次呼吸

把手心张开 不如握紧
打开心门 的门把
然后如一颗细胞、一粒原子、一尾史前鱼的精灵

住在安静里

诗歌8.
《病，无以名状》方伟成

荒唐已随青春陪葬，

华丽伤感无处安放。

孤燕既然无以成夏，

何不索性画地为家？

独处深居洁身自好方可安全，

岂知时间的潮湿让皮肤长藓？

比恐惧更恐怖的东西是恐惧自身，

忘了科学忘了祖宗甚至六亲不认。

我们为人性黑暗不寒而栗，

大道犹在庆祝自然的胜利。

物竞天择才是自然规律，

人类再自大也无从忤逆。

一场全球浩劫让人窒息，

大地母亲反倒得以喘息。

驱散了乌烟瘴气的环境污染，

每天迎接着政治口水的泛滥。

有色眼镜为病毒增添了种族，

比集体抗疫更迫切的是抗愚。

我们都太自傲但也太过卑微，

是时候让自己不要活得太累。

安分地把日子煮熟就好，

无须沸腾也可天荒地老。

诗歌9.



《乌敏岛》陈志锐

小岛之岛比小更小 却比本岛更能包容
自然 原始 纯真 慢三拍的
那只敏感之乌鸦

飞过高楼广夏阻隔之天空

飞过污染指数如拥车证价格之气团

停靠小岛之花草丛间 雨树枝头
筑一个返璞之巢，以桃花之色

以南山之固或菊花之香

再以乌鸦之本性

对母亲之自然

反哺

诗歌10.

《清唱三首》英培安

之一

我在一棵没有名字的树下

唱歌

雨走过

便湿了

我袖底的山色

之二

我的影子

割切着

我的自己

犹之夜的黑暗

照亮着

他憧憧的夜影

之三

除了水



和射向天空的

这株秋意

没有人知道

整个夏天

喷泉喷过

树 绿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