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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序

十七年前，余即識世琦先生，其時為硅谷高科技創業家，於光纖通訊業
內風生水起。百忙之余，雅好文藝、深嗜金石，一日我叩訪其半山居，正
畫油畫，筆觸頗有生氣，印象殊深。幾年後，失去聯繫，據聞海歸上海。
期間，偶爾從其創業伙伴曹小凡處略知點滴。兩年前，忽蒙勇林兄接線，
再與蔣先生相會，他已退休，定居洛杉磯。我們在見山樓重聚，暢敘金石，
真乃人生之一大樂。蔣先生說如今悠遊，可以寄情詩書。時見他新作迭出，
有時幾乎日有新作與朋友分享。書為草書，所書內容皆是自作舊體詩詞，律
切精嚴，皆有感而發，情致動人，汩汩而出，了非凑韻拼句者，大為感佩。
余讀其大作過百首，不僅在科技產業界中罕見其倫，即在同輩藝文界中，亦
稱斫輪老手。驚喜之余，問其何所師。云幼承家學，得外祖、現代基督教
青年會大牧馬文綽先生發蒙，又得當代海上通人碩學大家朱孔陽先生指授。
蔣先生草書，流暢靈動，如風行水上，厚實波磔雖有不足、變化不夠多端，
然因自書其作、暢書己情，故文氣鼓蕩、沛然有勢、顧盼生情，丰姿朗然、
磊磊落落，也是自成一格。余深為感佩。時下書壇，工書能草者甚衆，但學
殖不深，才氣不副，所書內容大多不外抄録「唐詩三百首」、「古文觀止」
之類。文出己出、書能成字、字能成篇三者能全者，不多見也。世琦先生可
謂穎杰者也。

蔣先生昔年乃是上海羽毛球隊好手，深諳人生也如球場，自有上半下半
場。如今身在下半場，以詩書自娛、藝文潤身，也是現代科技主導時代之優
游林泉。可喜可佩。今歲四月，故邀其精選自作詩詞五十幅，於硅谷亞洲藝
術中心作首展，并結集出版。欣忭之余，以文為賀。

硅谷亞洲藝術中心館長  舒建華
丁酉三月於見山樓



自序

余自幼喜好書法詩詞，啟蒙於外祖父馬文綽和朱孔陽先生，書法篆刻，
詩詞文章，影嚮深厚，至今尚存；受教於小學國文老師，白字黑板，瀟灑自
如，躍然壁上，難以忘懷。但十年動亂，風雨飄搖，鬼魅魍魎，横行无忌，
悠悠学子，荒廢時光，無妄之灾，憂患難訴。

  
幼學之時，心馳神往，開始習字，漢隸唐楷；志學之年，屬意行草，蘭

亭序帖，十七帖書；舞象之際，過庭書譜，懷素自序，樂此不疲。初高期間，
文宣版報，每週一刊，風雨無阻。弱冠之年，只身赴美，勤工儉學，全工全
讀。雖上無片瓦，下無立錐之地，雖學習理工，忙於功課作業，情繫詩書，
念念不忘。稍後，學業完成，工作之餘，舞筆弄墨，寫詩填詞，消遣减壓，
樂此不疲。漸後，印石篆刻，象形甲骨，秦磚漢瓦，板刻鏡文，略有淺涉，
依舊偏執，詩詞草書。

在美期間，三十餘載，專研光電，沉浮商海，如今回首，須臾片刻，雪
髮霜鬢，已至耳順。近幾多年，幾乎每日詩詞一首，越逾千篇；近乎每天書
寫數張，筆冢紙山。時感孤獨徬徨，寸步艱辛，難以心手合一，揮灑自如；
時嘆天資不夠，勤奮不足，難以抒意脱俗，淋灕酣暢。幸親朋至友，知音同
好，關懐鼓勵，欣賞激發，探索研討，批評指正，使吾見識增長，受益良多，
視野開闊，不隨世俗。

唐詩宋詞，無與倫比；晋行唐草，豋峯造極。吾上下求索，左右尋覓，
堅持不懈，殘笔俗字，自愧不如，追隨古人，望其項背，唯有繼續努力之。
宋人曰： “喜焉草書，怒焉草書，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
有動於心，必與草書焉撥之”。此語胸臆暢快。吾習草書，有幸邂逅，與古
人為友，情寄所在，悠然自得，神遊其間，幸甚至哉！吾習草書，不尋名利，
不計得失，喜怒哀樂，沉浸其中，但求知音，不吝賜教。

壬辰春節，遊以色列，紅海波濤，迦南美地，耶路撒冷，聖城哭墻。約
旦河畔，冰水浸透，聖靈充滿，决志受洗。基督恩典，舍身相送，信念永隨，
認罪悔悟，交託依靠，求贖衹在，荊棘十架，大愛之中。從前詩書，風嘆霜吟，
雲愁雨怨；如今筆墨，清泉涌流，榮耀我主。

中華文化，源遠流長，身臨其中，感無窮無盡；詩詞歌賦，浩瀚無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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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置其中，如滄海一粟。此次，出版俗字拙文，難免差錯百出，還望海涵見
諒，感謝關愛指正。在此以詞沁園春“魂魄”為禮，獻給大家，再次感謝。
愿上帝祝福各位。

背井離鄉，
愁曲悲歌，
念想故園。
怨霏霏夜雨，
依依垂柳；
潺潺流水，
漫漫乾坤。
芳草河邊，
夕陽山外，
浪蹟天涯遠鬧喧。
空遺恨，
待消融千古，
酒醉金樽。

詩風詞韵長存，
向住處茫然立斷垣。
咏屈原司馬，
風騷隱忍；
李白杜甫，
豪氣干雲。
清照東坡，
婉約柔美，
鬼斧神工獨自尊。
隨談笑，
記才情節氣，
國魄家魂。

蔣世琦敬識於丁酉年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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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絕 | 各半 | 丙申秋日 

寒意微濃透早秋，
風霜擻落染鄉愁。
悲歡各占東西半，
歲月漂泊獨坐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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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絕 | 自語 | 丙申初秋

魂斷他鄉暮日收，
待飛落葉寫離愁。
呢喃自語無人會，
筆墨悠然已入秋。

14 15



永遇樂 | 無愧 | 丙申春日 

霧散風吹，春分過盡，清明將至。
滿眼青山，满天霞蔚，满地飛花墜。
華軒笑影，瞬息感嘆，流水斷雲無意。
望窗外、情懷寂寞，染上筆墨只字。

重拾昨日，重遊江渚，重抹愁思悲淚。
自許微霜，自知冷暧，自問心無愧。
一朝一暮，一生一世，一喜一憂一醉。
誰人訴、空枝柳絮，此生若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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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絕 | 玉蘭 | 丙申夏日
 
黄昏盛夏暖風柔，
時溢幽香後院搜。
驕艷何須春色在，
英姿秀麗淡香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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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絕 | 書法 | 丙申夏日 

枯榮快慢盡寬容，
深厚空靈筆墨從。
邂逅古今多寂寞，
一生一世醉其中。

七絕 | 尋常 | 丙申春日 

草茵院落歸惆悵，
明月空杯泛冷光。
人静夜深無倦意，
春風依舊逐尋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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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絕 | 白羽 | 丙申夏日
 
千里長空烈日侵，
藍天白羽夢追尋。
今夕何處離情遠，
渾似輕拂撫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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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絕 | 清風 | 丙申夏日 

夢去雲遊空闖蕩，
歸途忘却醉他鄉。
携詩带卷懷心緒，
满袖清風貫墨香。

七絕 | 大暑 | 丙申大暑
 
孤吟漫步後園中，
窗下晨昏送惠風。
長物無求心暢旺，
自斟獨飲女兒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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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絕 | 倒影 | 丙申夏日
 
楚女臨江展柳眉，
波光水影倒滄漪。
真實夢幻難分辨，
天地相融盡逸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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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絕 | 淡看 | 丙申夏日
 
花開幾許淺芳茵，
淡看浮華往事呻。
迷眼從來都是淚，
臨窗流淌墜紅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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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絕 | 枯榮 | 丙申夏日 

鏡水湖邊曉色晴，
紅黄碧緑染枯榮。
層嵐環繞無人問，
惆悵空餘漫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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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絕 | 老樹 | 丙申夏日 

醜枝老樹遺陳蹟，
滿臉滄桑叙往昔。
雨打風吹經歲月，
漫從纸卷是诗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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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絕 | 縱横 | 丙申春日 

縱横流暢意情真，
飛舞顛狂若有神。
精妙絕倫凝古勢，
揚蹄駿馬踏紅麈。

七絕 | 詩香 | 丙申春時
 
無聲文字訴情腸，
揮墨依窗夜未央。
莞爾成詩言内在，
靈魂深處染詩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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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遇樂 | 雙親 | 丙申春日 

弱冠之年，飄洋過海，餐雨食露。
歲月蹉跎，秋冬霜雪，涕淚皆無助。
饑寒交迫，錐針片瓦，夜半獨眠孤宿。
雙親在，人生尚有，魂牵夢繞來處。

走南闖北，含辛茹苦，幾載寒窗尋逐。
歷盡艱難，離愁痛飲，寂寥閒詩賦。
清風明月，華衣盛世，咫尺天涯書疏。
雙親去，人生尚剩，斷途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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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絕 | 花間 | 丙申夏日
 
天邊雲彩舞花間，
摇曳生姿夢際纏。
山嶺不知人影在，
風光空落眼簾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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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絕 | 立夏 | 丙申初夏
 
斗指東南立夏天，
餘春鋪緑展新顏。
醉來詩興惜花草，
聊寄西窗總是閑。

七絕 | 紫藤 | 丙申初夏
 

聽風唤雨老屋門，
繞架倚墙五月繁。
前院紫藤花曼處，
無心點綴已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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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絕 | 黄昏 | 丙申夏日
 
獨對黄昏寧静尋，
輕言細語鳥歸臨。
豪情自在無遮攔，
品味人生淡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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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絕 | 長短 | 丙申春日 

輕風翠柳引春回，
别去當天念想催。
不計春明長與短，
煙波倒盡滿瓊杯。

七絕 | 不解 | 丙申春日   

臨窗閑坐事無求，
談笑風前自古愁。
醇酒玉杯斟醉意，
春花不解世人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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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絕 | 愁歸 | 乙未冬日

吴儂軟语夢依稀，
物是人非已久違。
遠走他鄉成故里，
淚流孤枕复愁歸。

七絕 | 走馬 | 丙申春日
 
走馬山坡緑草茵，
微風着意染清新。
山光水色得思緒，
花映晴空萬里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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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遇樂 | 會心 | 丙申夏日 

滄海桑田，故國神往，垂柳飄絮。
懷感今昔，冰霜雨霧，盡在狂風處。
東南西北，此生已半，遠近舍求遊遇。
回頭望，夕陽斜照，獨坐默然無語。

蹉跎日月，光隂虚度，翰墨横姿難馭。
醉酒觴杯，投閑置散，着意詩書句。
天成妙趣，奇情壯采，落紙雲煙來去。
一千首，羈魂有伴，會心領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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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絕 | 新茗 | 丙申初夏
 
夏晨未起新茗夢，
一口清香萬里從。
情意甘甜濃厚處，
無窮回味入心胸。

七绝 | 同在 | 丙申夏日 

惆悵憂傷嘆世驚，
纏綿悱惻感心聲。
生涯别過神同在，
蕩氣回腸逐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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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池春 | 懷抱 | 丙申夏日 

花染塵埃，踏步院庭臨到。
佇亭臺、湖清日曉。
風光無限，望鱼游池沼。
惹輕煙、漫歌芳草。

低吟高唱，暢叙古今多少。
入蒼茫、晨昏仰嘯。
天涯何處，憶昔時憨笑。
夢無言、醉依懷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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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絕 | 親近 | 丙申夏日 

落日孤雲墜遠山，
長煙晚翠染江天。
愿與我主相親近，
高唱低吟弄五弦。

七絕 | 一千 | 丙申夏日
 
夏熱冬寒物事更，
春傷秋痛古人情。
艱熬苦耐一千首， 
極目蒼穹寫縱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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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龍吟 | 無憾 | 乙未夏日

關山故里魂牵，歸心遊子殷勤盼。
天涯海角，光隂步履，鄉愁召唤。
一陣清風，一朝相遇，一生情戀。
望餘暉落日，祇擁一縷，言無語，心思念。

把酒言歡暢叙，笑談中，雨停雲斷。
滿城花榭，满園春色，满懷慕嘆。
幾度春秋，幾曾聚散，幾分寒暧。
淚沾襟、抹去陳年往事，了無遣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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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絕 | 本色 | 乙未冬日 
 
白雪松柏翠葉驕，
粗枝老幹凍寒澆。
世人不識英雄膽，
本色當宜獨自逍。

 
七絕 | 小寒 | 乙未冬日 

風飄雨灑小寒咆，
摇落冰霜鵲始巢。
躍馬河山诗句逸，
待憑春意問林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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沁園春 | 魂魄 | 甲午冬日 

背井離鄉，愁曲悲歌，念想故園。
怨霏霏夜雨，依依垂柳；潺潺流水，漫漫乾坤。
芳草河邊，夕陽山外，浪蹟天涯遠鬧喧。
空遺恨，待消融千古，酒醉金樽。

詩風詞韵長存，向住處茫然立斷垣。
咏屈原司馬，風騷隱忍；李白杜甫，豪氣干雲。
清照東坡，婉約柔美，鬼斧神工獨自尊。
隨談笑，記才情節氣，國魄家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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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絕 | 追憶 | 乙未冬日 

無語言别整四年，
冬風又遇待嘘寒。
天涯遠去思尤近，
追憶情懷感悵然。

七絕 | 藍天 | 己未冬日

藍天寥廓走狂風，
高遠無垠覓影蹤。
只剩片雲飄逸去，
雄獅覺醒躍長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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沁園春 | 時光 | 甲午秋日  

春夏秋冬，南北東西，歲月故鄉。
攬三山五嶽，風煙無際，五湖四海，雲水蒼茫。
萬里晨昏，撫琴卧志，遊目馳懷意向藏。
頻回首，望江流日夜，浪涌河塘。

古今幾許蒼桑，嘆冷露冰霜月未央。
閲玉函金篆，真書狂草；詩詞歌赋，筆墨文章。
赤壁情操，蘭亭遺蹟，陋室鴻儒自在狂。
仰天嘯，任時光過往，源遠流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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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平樂 | 歸途 | 壬辰初秋

秋臨何處？簾動香輕拂。
風捲笑聲低百樹，何奈枝頭翹首。

天晴雨過雲舒，丘山依舊如初。
難掩清馨满院，飄泊泥濘歸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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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枝香 | 夢醒 | 甲午秋日

飄泊苦怨。
奈别緒離愁，感傷惜嘆。
月影寒窗書案，欲酬思念。
風濤雨浪心懷志，夜羞眠、徜徉憂患。
斷雲微度，走南闖北，卧薪甞膽。

夢醒處時光眷戀。
望世道難行，了無遺憾。
榮辱千年往事，霧迷煙漫。
恩澤數代平安路，越河山、海闊天遠。
至今猶記，水流約旦，惠豐福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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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莎行 | 無語 | 壬辰秋日 

談笑千秋，飛鴻無蹟，夢歸故里詩難覓。
空題斷墙愧時光，無歌無酒人先醉。

萬里白雲，一川金壁，長亭城外逍遥立。
秋風敢問幾多愁，無人無語空山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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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舊遊 | 鄉愁 | 壬辰春日 

記中原故土，叙述歸心，如夢酣遊。
問楚天遼闊，訴淮河蜿繞，寄語來秋。
情懷歲月疏影，惜意念難酬。
念萬里微波，山川舊識，殘月如鈎。

西樓鳥鳴嘯，望古蹟荒原，江水空流。
料艷春難駐，任離歌低唱，霜漫雲浮。
淚滴峻嶺山嶽，書斷壁鄉愁。
但醉酒孤亭，多情翠柳風繫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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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枝香 | 憑欄 | 壬辰秋日

憑欄望遠。
嘆落葉飛揚，漫江飄染。
草木斜陽巷陌，樹高時短。
秋風蕭瑟寒霜渡，唱離歌、寄情歸雁。
繫舟湖畔，心馳天外，雨疏雲淡。

念故國長河浩瀚。
但夢斷音遲，野煙紛亂。
酒醉提壺曲徑，飽經憂患。
傷懷吊古哀愁去，泣無聲、激流空濺。
淚沾衣袖，關山迢递，萬般思戀。

74 75



柳梢青 | 遇父 | 壬辰春日 

雁翔山麓，水隔旱地，夢魂還度。
萬古風情，百年興嘆，一生榮辱。

他鄉暮色歸途，憶往事，無人苦訴。
幾度夕陽，幾分離落，幾時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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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香子 | 聖土 | 壬辰初春 

春令時光 , 聖土倘佯。
橄欖山、天地藍黄。
耶路撒冷，萬衆稱揚。
面臨錫安，浮盐海，立哭墙。

聖靈盼望，心靈蕩漾。
賜迦南、紅海坡崗。
聆聽主語，清澗難忘。
替人贖罪，顯神蹟，拯八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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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秦娥 | 感愧 | 壬辰秋日 

心感愧，詩書難悟功名累。
功名累，夢回無處，水流無奈。

路遥馬惫風先止，秋高葉落終無悔。
終無悔，情隨踏徑，志追天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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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枝香 | 相逢 | 丙戍冬日 

風停雨嘯。
望落葉無端，晨曦初照。
物色横陳簾卷，紙薄情巧。
青山常在悠然意，夢鄉間水奇川妙。
賦詩温酒，賞花戲墨，品書垂釣。

遇舊識千杯酒少。
論今古人文，月明星繞。
無意相逐世事，曲追夕照。
千年試問江流水，怎留得短嘘長笑。
幾回狂醉，幾回神往，幾回光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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鵲橋仙 | 歸去 | 壬辰秋日 

千年霜露，萬重叠嶂，寂寞雨滴飛濺。
一身疲惫唱悲歌，任憑那江風拂面。

雲遲夢遠，愁離酒醉，流水落花晚燕。
何妨惆悵惹清秋，且歸去田園書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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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奴嬌 | 自嘆 | 丙戍冬日 

楚天濃霧，醉眸觀、遺恨千秋赤壁。
堤上柳梢飛鳥去，未遂江流潮水。
雨過天晴，乍寒還暖，葉落從無忌。
風約秋爽，追思先古沾淚。

平生有志江河，醉墨徘徊，常恨不及意。
煙靄朦朧，飄渺處，亂草虚埋沉戟。
灑酒荒亭，賦詩殘壁，舊紙留心蹟。
憑欄輕嘆，笑嘲書卷之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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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遊宫 | 尋覓 | 丙戍冬日 

欲雨風拂霧淡。
看秋夜、星明燈暗。
桂去香沉念梅燦。
葉飛舞，浪輕横，雲怨嘆。

月在寒溪畔。
仰天笑、夢萦情戀。
步履蹒跚世路遠。
乍然間，見蒼穹，光萬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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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花引 | 咏秋 | 丙戍秋日 

迷津野渡晚風飚。
望秋山，遍黄嬌。
雲淡天寬，心遠霧微消。
怱怱大雁鳴啼早。
草鋪地，葉飄陘，藓满郊。

醉庭雨澆路徑遥。
㸃點凉，陣陣敲。
巷街冷清，夢是處、斷岸霜薄。
步履山河，浮世半生漂。
帳幔低垂懷皓月。
心領會，淚凝結，馬悍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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