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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大人有懷用中華新韻                   
                          勞延煊 
 

秦晉諷帷下，僑居每食簞。 

紅樓從碩學，白下籀殘編。 

隘坳千秋證，荒關百址勘。 

炎劉多典制，繇是仰新詮。 
      

避地田橫島，誰知陸遂沉。 

紀元循甲子，論世喟庚寅。 

杜律滋吟境，王書映筆痕。 

成廬遺什在，展卷倍親真。 
    

憤義臨東海，家山盡染塵。 

遐齡旁市隱，不復念鱸蓴。 

病榻纏綿亟，麤徒繳繞紛。 

趨庭唯藉夢，風木感無垠。 
 
註釋: 

紅樓：北大文學院舊址。 

隘坳：四川南溪李莊板栗坳。 

荒關：兩關及河西其他關塞烽燧遺址。 

庚寅： 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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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聿懷穎士 
                                勞延煊 

 

暮曖遙途逼老來   屋梁月色沁唏哉 

歌城文會籬前菊   劍鎮詩觴雪後梅 

長吉粹評徵邃學   魯生雅譯瀝餘盃 

河清終自無端俟   我固頻憐倜儻才 

 
此篇藁本遺佚,玆重步原韻成章,用懷故友,上距昔時倡和, 

            倏已廿稔矣。2012年壬辰冬日識於爾灣。 

 

杜甫〈夢李白〉詩: 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 

顧炎武: 〈五十初度時在昌平〉:  (胡適之先生曾多次引用頷聯) 
居然濩落念無成，隙駟流萍度此生。 

遠路不須愁日暮，老年終自望河清。 

常隨黃鵠翔山影，慣聽青驄別塞聲。 

舉目陵京猶舊國，可能鐘鼎一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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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事 
友人來函引蔡確詩句手倦拋書午夢長 

頗喜其意因足成之 

 

避地瀛涯鬢忽霜、茫茫世事付參商。 

神凝極目鄉關杳、手倦拋書午夢長。 

衡下棲遲猶自得、庭前植桂自揚芳。 

濠魚惠子知誰樂、真意忘言仰杜康。 

 
韋應物詩：『世事茫茫難自料、春愁黯黯獨成眠。』 

黃仲則詩：『茫茫來日愁如海、寄語羲和快著鞭。』 

《詩經》〈衡門〉：『衡門之下、可以棲遲。』 

《莊子》秋水：『莊子與惠子游於濠梁之上…』 

《莊子》外物：『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 

   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陶潛〈飲酒詩〉：『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顧炎武：『五經無真字，始見於老莊之書。老子 

   曰：「其中有精、其精甚真。」』昔客俄州， 

   曾用引得遍查五經，果無此字。故陶詩中之 

  『真意』應解為道家之超越(transcendence)， 

   而非真假之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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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一女高三孝班Ο八年檀島重聚 
勞延煊 

 

百丈樓船碇海湄，蓬萊蔥鬱被朝曦。 

流岩傍夜紅於火，墜瀑凌空翠若帷。 

此際同舟傳笑語，他年共硯惜心期。 

椰姿卉色無端綺，夕照煙波漾舊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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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ems composed by Professor Lao,Professor Ying-shih Yu, Professor David 

Chen and Professor Frank Hsue, in 《蠹餘集》（The Collection of David Chen’s 
Poems） ：  
 

(一) 

 次韻英時《丙辰中秋即事》 
一九七六年丙辰 

勞延煊教授 
 

              瑟瑟西風湛露華   寒輝萬里斗初斜 

        平臺漏盡無遺詔   江浦秋清有落花 

        寥廓情懷霜覆野   銷沉霸氣浪淘沙 

        驪山高處餘孤冢   橘子洲頭歲月賒 

 

丙辰中秋即事 
余英時教授 

 
帝子乘風御翠華   不周山下萬旗斜 

倦隨夸父追炎日   漫訪吳剛問桂花 

恆鳥已嘗玄圃水   嫦娥空守煉爐沙 

蒼茫大地無情甚   欲主浮沉願總賒 

 

次韻英時《丙辰中秋即事》 
陳穎教授 

 

         薤露新歌菊正華   蟾光纔滿忽西斜 

         昭昭青史留泥跡   烈烈紅旗濺淚花 

         雞唱重聞迎白晝   龍歸但去赴黃沙 

         長陵功過從頭論   赤縣風雲望眼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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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留別英時 
一九七七年丁巳正月 

勞延煊教授 
 

迢遞河干雨雪滋   羈孤豈為稻粱思 

寂寥我對先生柳   脫略君輕祭酒卮 

廿載舊遊同此日   幾旬劇論忽歸期 

康橋春興方離別   秦樹嵩雲感路岐 

 

 

依韻延煊留別詩 
一九七七年丁巳春 

余英時教授 
 

攜得春歸草木滋   客居況味足相思 

中年離合絲千縷   浮世聲華水一卮 

不信流沙渡李耳   未妨瀛海隱安期 

逸民只合傳經老   才說興亡論已歧 

 

 

 依韻延煊,英時留別贈答詩 
   一九七七年丁巳秋 

     陳穎教授 
 

丁巳春延煊見示與英時劍橋留別贈答詩,久未奉和。 

適有鄉居書感之作,因步原韻兼酬兩友。時已入秋。 

 

叢蘆淺草遶湖滋   松菊猶縈故國思 

雁近樓頭懷錦字   酒餘婪尾戀金卮 

儒冠駟馬知音在   勁質雄文舉世期 

獨愧生涯憂去住   臨波歎逝復臨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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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奉和英時贈別 
一九七七年丁巳 

勞延煊教授 
 

北海樽前席不虛   雪中時訪碧山居 

明朝又向湖濱去   細讀彭城論史書 

 

 

贈別延煊返歌城 
一九七七年丁巳春 

余英時教授 
 

半載流光忙裏過   一冬風雪客中居 

史裁自是君家物   春動歌城好著書 

 

 

偶感次韻延煊和英時贈別詩 
一九七七年丁巳冬 

陳穎教授 

 

        拈花微笑憑君解   煮酒論才敢自居 

              黃絹亂裁千百卷   名山幾見有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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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奉和鳳生“讀耀東<窗外有棵相思>有感” 
一九九二年壬申正月 

勞延煊教授 
 

           呈薛、逯二兄哂正 

 

處士佳篇盡我哀   神州域外兩徘徊 

何當手植堂前柳   三徑榛蕪迓客來 

 

支離漂泊偶言詩   剩水殘山任雨澌 

明鏡豈堪勤拂拭   邇來無復羡楊時 

 
           按：第二首末句取鄧拓“東林講學繼龜山”意 

 

 

讀耀東《窗外有棵相思》有感 
一九九二年壬申正月 

薛鳳生教授 

 

士子情懷亦可哀   聽風伴雨自徘徊 

遙看窗外相思樹   忽悟蟬鳴歸去來 

 

士子情懷亦似詩   窗前獨坐聽蟬嘶 

壯心漸歇禪心起   始是靜觀萬物時 

 
 按：逯君耀東之《窗外有棵相思》一篇散文曾載于《明報週刊》 

 

 
奉和鳳生,延煊“讀耀東<窗外有棵相思>有感”兼懷耀東 

一九九二年壬申孟春上澣 

陳穎教授 
 

秋蔭鳴蟬自引哀   琴書裝就復低徊 

浮生不盡相思意   隔水青山送雨來 

 

清辭小品似吟詩   十載歸心喜馬嘶 

猶憶海疆曾一聚   長宵客館劇談時 

 
 按：第二首嘶字係借齊韻、近體鄰韻相借、中唐以後時或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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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遣悶 
一九九二年壬申驚蟄 

勞延煊教授 
 

又當涇水氾清流   曉夢東山翠竹稠 

未必子雲尋字苦   何如文正覽濤憂 

新醅白醍樽徐酌   舊擁青箱卷漫抽 

蝸角小園枝著蕾   沉吟斗室喟群鷗 

 

 

遣悶長句一章奉和延煊原韻 
 一九九二年壬申孟春 

陳穎教授 

 

        又當春氣敵寒流    新歲平添思慮稠 

        痼疾何年纔勿藥    閒吟數句暫忘憂 

        誰憐伏櫪心猶壯    獨恨轉蓬身未抽 

        小飲縱能消塊壘    清風江上負盟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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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雪 
一九九二年壬申冬日 

陳穎教授 
 

    步延煊和友人韻,即以起句雪字為題,即景之作並誌歡會。 

 

瓊花瑤絮蔽空來   四野寒飆氣壯哉 

官道頓鋪三尺玉   卜居安得萬株梅 

聚談兼涉中西學   勸飲同擎深淺盃 

歲暮他鄉相勉意   春風指日展英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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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奉和鳳生、穎士詠曇四絕 
     一九九四年 

      勞延煊教授 

 
奉穎士鳳生珠璣篇什，興陽春一曲和皆難之嘆。況灞橋之思久 

乏乎？然穎士即將有牛城之旅，乃勉為續貂一章，聊充折柳云爾。 

 

一現奇葩出綠枝   衡門何處可棲遲 

三徑就荒松菊缺   論文總憶髮青時 

 

 

  詠曇四絕 
   一九九四年甲戌仲夏某夕 

      陳穎教授 

 
甲戌仲夏某夕與數友觀賞曇花，口占一絕，歸舍續成四首。 

 

良宵美酒對名花   佛國優曇世所誇 

何幸有緣來共賞   明朝回首各天涯 

 

的是奇花吐異香   靚妝初現壓群芳 

谷蘭月桂休相妒   一樣幽姿各擅場 

 

鹿苑仙葩葉作枝   含苞展瓣漏遲遲 

禪心不待窺全貌   已愛佛花初放時 

 

靜觀花發暫清歌   絕世容顏一剎那 

秉燭夜遊良有以   曉來人事任蹉跎 

 

 

     奉和穎士詠曇四絕 
    薛鳳生教授 

 
穎士兄以詠曇四絕見示，情詞高妙，步伍為難。勉和一首，聊博一粲。 

兼呈延煊兄。 
 

一朵優曇獨佔枝   含羞默默故來遲 

人間尤物易憔悴   需看初開未放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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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豐子愷〈癸丑大寒〉四首 
    上海雁客于鴻賓 

 

其一 

小樓幽曲夢難捐，書畫皺痕觀墨煙。 

最愛輕描五官略，筆風特立傳千年。 

 

其二 

青蔬白飯肉香疏，聊比異鄉曾品鱸。 

隨俗酒煙違佛願，蝸居續作護生圖。 

 

其三 

浩蕩東風是否知，一江春水勝千詩。 

禪心漫畫也生刺，超俗情懷讀後思。 

 

其四 

獨裁春意柳頻頻，酷愛田園也逸民。 

嗜酒不如彭澤令，卻多畫稿遺來人。 

 

 

  俞友清（迂叟）惠詩四絕步原韻奉和 
 1974年1月20日（癸丑大寒)作七絕四首 

     豐子愷 

 

其一 

生平舊習苦難捐，飲酒喝茶又吃煙。 

盛世黎民多幸福，光天化日度長年。 

 

其二 

從小不知葷腥味，青蔬白飯勝蓴鱸。 

酒酣耳熱毛錐癢，寫幅東風浩蕩圖。 

 

其三 

老去情懷信可知，友紅豆室主人詩。 

流離蜀道音塵絕，往事依稀各自思。 

 

其四 

日飲三杯不算頻，最繁華處作閑民。 

平平仄仄荒疏久，步韻歪詩笑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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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歲暮懷豐子愷於上海 
     癸丑1973年12月21日 

    俞友清 

 

人越古稀萬念捐，病來服藥以除煙。 

明年七五剛開始，還是輸君又一年。 

 

記得山城同做客，身居鬧市憶蓴鱸。 

昔年舊畫依然在，愛煞寒窗課讀圖。 

 

多年違別寸心知，落葉停雲懶寫詩。 

寒士人情無物贈，一雙紅豆寄相思。 

 

投老胸懷百感頻，兒孫革命為農民。 

問君新稿今成未？當作梅花寄故人。 

 

 

    敬和 豐子愷先生 賞梅詩 四首 
     姚立民  

     於紐約 

 

其一 

光陰無價豈能捐。莫使隨風逐野煙。 

記取先賢分寸惜，苦思勤學竟忘年！ 

 

其二 

久在他鄉忘是客，西風屢起未思鱸。 

廳中常引凝眸處，故國江山萬里圖。 

 

其三 

來日茫茫未可知。賞梅兼賦大風詩。 

頑孫笑鬧西窗下，頓起童年故國思。 

 

其四 

春迎蜂蝶往來頻。且享堯天與舜民。 

剛謝寒梅櫻又放，何妨長作賞花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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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步原韻緬懷   豐子愷先生 
     勞延煊 

 

如椽健筆未唐捐，九域沉浮伴嘯煙。 

普渡情懷居士節，護生弘法抵耆年。 

 

莫愁前路無知己，何須膳飲有蓴鱸。 

死生集滅太陽綠，民物邦風俱寓圖。 

 

漫畫宗師舉世知，緣緣堂裏繪成詩。 

神州罹劫銷磨盡，斗酒長年潤藝思。 

 

域外踟躕憤懣頻，黃花三徑傍遺民。 

斯文歷歷垂青史，卻贊今人置古人。 
 

[注] 

一.疇昔就學南京，購得日記本一冊，附先生插畫多幅，其中一幅即綴以高

適〈別董大〉詩句，亟引於此。 

二.先生曾編童書《教我唱歌難上難》，中有「東方出了個綠太陽」之句，

意在撥亂反正焉。然「文革」時，竟羅致以為罪狀。遭造反派批鬥，陵辱

交加。 

三. 民國初年，先生畫稿成集後，鄭振鐸錫名曰《子愷漫畫》，厥後 

「漫畫」始成普及詞語。 

四. 弘一法師(李叔同) 命先生書齋名曰「緣緣堂」。 

五. 先生偏愛白居易詩「在世無所须，惟酒與長年」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