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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เจิงซินเป็นนกัประพนัธ์ชาวไทยเชือ้สายจีนทา่นหนึง่ท่ีมีช่ือเสียงเป็นท่ียอมรับ  โดยเฉพา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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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心微型小说简介与现实意义 
郑丽文 

 

摘要 
 

曾心是泰华文学界一位才华出众的作家，尤其是在微型小说的创作方面。

曾心阅历丰富，不仅经商、从医、而且写作，是一位多面手。他的文学创作涉

及散文、微型小说、短篇小说、诗歌和评论等领域。在微型小说方面，他的微

型小说集《蓝眼睛》共收录他在1993年到2005年间创作的40篇微型小说。他的微型

小说大多语言简明平实，构思精巧，写作规范，深受好评，有的作品被选入汉

语普通话教程中。他的微型小说取材于现实，人物形象多样，以生动的故事情

节和简洁的语言描写反映社会的原貌。作品内容或批判或赞扬，主要可分为社

会题材、经济题材、家庭题材、华文教育题材四类现实题材。由于他是一位华

人作家，他的作品始终保持着“华人味”，重视传统伦理道德文化；他是医生，对

于社会中的各种“病态”现象具有敏感的嗅觉，他怀着医德之心给华人社会把脉，

将社会万象记录于文字，将作家的强烈责任感灌注于笔尖。 
 

关键词 曾心  微型小说 社会现实 艺术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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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微型小说”又名“小小说”、“超短篇小说”、“一分钟小说”、“掌篇小说”、“千字小

说”、“一袋烟小说”······。顾名思义，它具有篇幅短小、言语精炼简洁的特征。过

去它作为短篇小说的一个品种而存在，后来的发展使它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

式，其性质被界定为“介于短篇小说和散文之间的一种边缘性的现代新兴文学体

裁”。微型小说篇幅虽小，却能以点带面、以有尽之言言无穷之意，包容万象

，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大千世界，杂糅入众生百态的感情生活。 
微型小说从破土萌芽到发展至今卓有成就已经历时三十余年，它于20世纪

90年代起开始流行，至今已成为当代文学艺苑的一枝奇葩。1993年，首届“春兰·世

界微型小说大赛”的举办，推动了世界微型小说前进的步伐，在世界华文文学界

掀起了微型小说的创作热潮。世界微型小说研讨会的连续举办，给世界微型小

说创作送来了春雨，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和能源。······研讨会给世界华文微型

小说发展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舞台，对促进各国各地区间的文化学术的交流、各

国间的艺术创作、华文教育的发展等各方面都起到了积极作用。3 

泰华的微型小说创作起步于60年代，当时称为“掌篇”或“微型”小说，由方思

若先生主编的《曼谷新闻》的文艺版“曼谷公园”首次刊载。70年代，泰华报刊虽

有微型小说发表，但因数量有限，形成不了气候，直至80年代末，在泰华作家

协会会长司马功身先士卒的表率作用和泰华报刊文艺副刊的大力提倡推动下，

出现了第一次创作热潮。新中原报文艺副刊主编白翊先生在“大众文艺”版上辟出

专栏，连续出版九个小小说专辑，共有一百多篇，同时还刊登海内外一些优秀

微型小说和有关微型小说的理论文章，为泰华文坛所罕见，使泰国作家和广大

读者开阔眼界、增长知识、产生兴趣。其他华文报纸也跟随着源源不断发表微

型小说。一时间，微型小说的创作旋风拔地而起，大有席卷湄南河之势。创作

队伍也迅速扩大，更多初试微型小说写作的新人和欲在微型小说领域展露风采

的其他文体的作家，开始步入这一行列，使微型小说创作，风姿迷人，独领泰

华文坛风骚。4 

1990年在泰华报纸的文艺副刊的这种文类仍称“小小说”，到1995年泰华文坛再

度掀起小小说高潮。为了使泰华的小小说和世界各地区的这种文类的名称能够

统一，由“泰华作协”主办的“第二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于1996年11月在曼谷

举行，会上将小小说之名改为“微型小说”。为了配合这次微型小说研讨会，泰国

华文作家协会于1996年7月出版了一共收91篇微型小说的《泰华微型小说集》，之

后又于1997年5月出版了《世界华文微型小说论文集》，刊出了34篇异彩纷呈的论

文。2004年12月份的《泰华文学》（第32期）为微型小说专辑，收微型小说35篇。

2007年12月份的《泰华文学》（第44期）同样为微型小说专辑，收《2007年泰华微

型小说征文比赛》得奖作品和优秀作品共28篇。 

                                                        
韩英.世界微型小说论文集·名称——微型小说.泰国：泰华文学出版社，1997.54 

袁玉仪.泰华微型小说之研究.泰国:华侨崇圣大学，2009.1 

3袁玉仪.泰华微型小说之研究.泰国:华侨崇圣大学，2009.1 

4张国培.论泰华的微型小说.华文文学，1998.46 



ปีที่ 8 ฉบับ ที ่15 มกราคม – มิถุนายน 2556         วารสารศิลปศาสตร์ปริทัศน์ 68 

 

 68 

泰华现在的微型小说作家，老中青不下四十人。就作品数量而言，1995年

是丰收年，各华文报刊的文艺版发表微型小说约400篇；就质量而言，创作内容

和表现形式呈多元化，创作模式出现传统的写实模式与现代主义模式的分流或

交汇，犹如“百花争艳，各竞风流”。1 

在泰华众多微型小说家中，曾心是一位成绩突出，独具匠心的微型小说家

。曾心生于泰国曼谷，1967年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被分配到广州中医

学院，并在医史领域中进行开垦，1982年曾心返回泰国，经商、从医，从事多种

行业，1988年，工作之余重新拿起文学创作之笔，参加了《新中原报》举办的泰

华短篇小说创作金奖征文比赛，写了《杏林曲》参赛，并首次用曾心的笔名。

此后在散文、微型小说、短篇小说、诗歌和评论领域都有涉猎。至今出版的著

作有《曾心短诗选》、《曾心文集》、散文小说集《大自然的儿子》、散文集

《心追那钟声》、微型小说集《蓝眼睛》、小诗集《谅亭》、文学评论集《给

泰华文学把脉》等。他的许多作品构思巧妙，语言精炼，写作规范，被选入各

种汉语普通话教程中。他在泰华微型小说上笔耕不辍，发表微型小说有40余篇

，推出微型小说集《蓝眼睛》，成绩斐然。他从现实生活中寻找创作灵感的源

泉，用文字记录社会万象，探求社会原貌，他用心灵感悟所见所闻，体悟世事

变迁，以医生把脉的细腻捕捉和发现“人”的方方面面，取材考究又符合现实原貌

，巧妙构思，灵活转化到精简凝练而又朴实生动的文字上，以微见著，使一幅

幅生动的情景跃然纸上，呼之欲出，能够让读者在阅读中咀嚼、回味、思考。

而曾心又是一位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和批判精神的现实主义作家，在他的微型小

说中常常能见到揭露社会丑陋面、弘扬华文传统的影子，他是一位有高度社会

责任感的作家。 
因此，本论文将曾心微型小说集《蓝眼睛》中收录的40篇微型小说作为研

究对象，从题材分类分析入手，并剖析小说所具有的艺术特色与作者独特的写

作手法。对曾心先生的微型小说创作进行研究分析，旨在考究曾心微型小说的

现实意义，研究其微型小说的艺术魅力和对泰华社会的现实意义。 
 

一、社会题材 
曾心微型小说的社会题材主要有《头一遭》、《捐躯》、《寂寞病》、《

如意的选择》、《巷口转弯处》、《一块小小的青草地》、《社会的眼睛》、

《古董》、《好好先生传》、《品茗谈天》、《三个手指头》、《一张照片的

风波》、《断臂》、《老店主》、《土地》、《复明》等。 
一、赞美高尚品德、宣扬人性之美 
《头一遭》讲述了一位阔别泰国五十年、越洋到中国参加抗日战争的将领

汉平，回泰国探亲的故事。文章中轻描淡写了兄弟两人亲如手足的关系：在中

国动乱期间，汉祥还两次晓行夜宿到江西“干校”探望汉平。出人意料的是汉平来

泰，并未见到哥哥，几次打电话都未通，直到深夜汉祥女儿才接到电话，并说

                                                        
1袁玉仪.泰华微型小说之研究.泰国:华侨崇圣大学，200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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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父母去哪里了。汉平生疑，深夜探访，一再追问才知道弟弟生意失败，

已经逃到外面躲债去了，慷慨的汉平最终拿出自己的钱，帮助汉祥解除了危机

。这篇文章反映了泰中两国民间亲如一家、血肉相连的关系，赞美了人间真情

的温暖，同时也反映出，中国经济的发展，两国友好互助的情形，以前只见泰

国帮助中国，如今见到中国亲戚拿钱来泰国还是“头一遭”。 

《捐躯》是一篇赞美人间无私奉献的良好美德微型小说。小说中心人物玛

妮老师虽未曾出现，只在大家口耳相传中，但却可见其伟大与善良，从侧面展

现主人公的形象。玛妮老师立下遗嘱，死后要将遗体捐献给医院，“生时，躯壳

只是灵魂的寄宿。死时，我自愿把身躯捐赠给医院，以求灵魂得到安息！”这是

一位高尚的老师，不在乎个人的得失，让人肃然起敬。而玛妮老师是“死于拯救

溺水的学生”，这个“一头白发，清瘦的脸，嵌着一双炯炯有神的黑眼睛，流露出

慈爱、博学、期待的眼神”的玛妮老师便在读者脑海里挥之不去了，值得我们去

思考她期待什么，也就是作者采取这个题材要表达的是什么，笔者认为是宣扬

像玛妮老师一样的人间的真、善、美与无私奉献。 
《如意的选择》讲述的是“我”与一位年轻人之间的“巧遇”的故事。作者构造

巧妙的情节，让人感觉“柳暗花明又一村”。原来乐于助人、不求索取的年轻人正

是自己女儿的“如意郎君”，这可能是“打着灯笼找不着”的，做父母的能不赞同吗

？作者选取这样一个题材，是为了赞颂社会美德，宣扬人性光辉。 
《巷口转弯处》讲述的是两车过道，互相谦让的故事，在谦让中展示社会

的微妙变化和歌颂“部长”高尚品德。官与民之间关系的处理和冲突的解决，遵循

什么样的原则和尺度，值得思考。本文便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文末，陈医

师的精彩点评：“这位前民代部长，在人生大转弯处，在人格上还不会越轨，他

可能依然会当民代，依然会当部长。” 

《一块小小的青草地》是一篇赞美人间真情、表达社会责任的微型小说。

郑经理不仅对故友关爱有加，还为她临终前的“愿望”——一块小小的青草地，而

积极努力，可以说是有情有义，值得称赞。 
《好好先生传》描写的是一位以“好好”为口头禅的男子的故事。小说简述了

他一生的主要经历，刻画了一位血肉鲜明、貌似随波逐流而又看淡一切、不计

得失的“大好人”。“好好先生”永远有理由地做好的人、好的事，值得社会的弘扬

和赞美。 
《复明》通过一个长相丑陋的“刘三”帮助“盲女”，最后两个人恋爱、结婚、

生子，直至使盲女重见光明的故事，赞美主人公“刘三”善良无私、有爱心的品格

。 
二、揭示老年城市寂寞病 
《寂寞病》讲述的是一位医生幕钟给李太太“谈话”治病的故事。丈夫去世、

大儿子与洋妻子回美国、女儿出嫁后的李太太感觉自己身体不好，而医生探脉

后，脉象正常，“药可服，也可不服”，因为这是一种现代社会上层老年人的流行

病。这篇微型小说揭示了现代社会老年人的现实问题：寂寞成病，百无聊赖，

没有倾诉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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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茗谈天》讲述的一位患有老年寂寞病的退休老人孤独寂寞、无以倾诉

的故事。说是对妻子内疚才去坟前陪妻子“聊天”，其实也就是老年寂寞的缘故，

故友拜访，居然以拥抱之礼相待，可见一斑。 
三、披露盗窃严重、道德滑坡 
《社会的眼睛》是一篇扬善惩恶、抨击纵容丑恶势力者的文章。文中，坤

发的车丢了，在无意间遇到了偷车的人，“稞条伯”的正直与勇敢，成为作者所言

“来自星星点点而不寻常的社会眼睛”，这是作者正面褒扬的；偷盗成风、守车者

与偷车者沆瀣一气。民众中“稞条嫂”一样不乏纵容丑恶势力者，这是作者要抨击

的。 
《古董》一文短小精妙，寥寥数笔，将故事的几十年的跨度巧妙带过：雄

财请几位好友小聚，与朋友鉴赏父亲三十年前遗留下的“古董”，而懂古董的D君

却想起四十年前家中失窃的隋唐鎏金“四不像”，怎么会“落”到这里。巧合的事件

让我们猜摸不透故事的真相和接下来的结局，文章的巧妙正在于此。 
《老店主》讲述的是一个诚实守信、善良淳朴的泰国老人的故事。如今泰

国社会的偷窃问题严重，诚实善良的老人只能蒙冤受难，然而，这个老人却很

固执，坚守祖上的“规矩”——从不欠人钱，让文中的“我”感动不已。作者通过此题

材赞扬了善良、淳朴的品性，也在侧面讽刺社会的不良习气。 
四、反映泰华社会中泰文化交融 
《三个手指头》讲述的是一位老中医的晚年生活。坚持行医、弘扬传统中

医的“朱半仙”到死都未能找到自己的接班人，他只能做“孤独的勇士”，坚持到了

最后一刻，他的精神值得歌颂、令人敬佩，他是作者所赞美的宣扬中医国粹的“

孤独的勇士”。 

《一张照片的风波》讲述的是中国大陆游客赶赴泰国旅游的“连锁反应”。妻

子对于丈夫与“人妖”的亲密接触引发争吵，丈夫无奈只好让妻子现场感受，以化

解矛盾，最后妻子充分理解了“人妖”的美。这篇微型小说，反映的主题是中泰人

民的友好交往加深，但同时也还存在着一些意识上的“盲点”，作者在中泰两国都

生活过，深谙此道，故选此题材。 
《土地》讲述的是一位台湾的朋友的去世，安排他的遗体和完成遗愿的故

事。“李国土”突然告亡，没有留下遗嘱，而在他的自传体书中看到他的遗愿，他

是一个爱乡的人，作者选取这种题材，是为了表达社会上落叶归根的这种归属

感和民族认同感。 
 

二、经济题材 
经济问题最能凸显人性的善恶美丑，扩大或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反映

出人情冷暖和世态炎凉。经济题材主要有《老泪》、《躲债》、《一桶水》、

《丧礼上的陌生人》、《断臂》、《老店主》等。它主要分为以下两类。 
一、金钱本位与家庭经济纠纷 
《老泪》讲述的是老店主“陈伍”在自己暮年的凄惨生活，经济问题导致了父

子间的矛盾与冲突，批判了金钱本位、孝道沉沦的现实。“陈伍”在将家业交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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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打理之时，儿子与媳妇都很孝顺，而后渐渐因为“陈伍”在钱柜拿钱买烟酒而发

生变化，儿子的理由是经济竞争大、赚钱难，到最后落得“陈伍”孤独终老的结局

。 
《丧礼上的陌生人》是一篇批判金钱本位、道德缺失的微型小说。双方共

事一夫，而法律上陌生的妻子和生活上相濡以沫的妻子截然不同的表现，彰显

出两种人对经济利益与骨肉亲情的抉择，文章深化了批判金钱本位的主题。 
 

二、经济危机下人性之美与化解矛盾之法 
《躲债》是一篇赞美人性之美的作品。面对经济危机的重创、一夜之间破

产倒闭、债台高筑的现实，两位主人公“顺通”和“通财”都只能外出躲债，本来“通

财”作为债主是不会“善罢甘休”的，而在了解“顺通”的悲惨境遇后，“通财”良心不

安，双方“化敌为友”，体现了人性的善良一面。 

《一桶水》揭示了经济萧条下“阿贵”面对矛盾凸显，如何化解的问题。经济

的萧条犹如燥热的天气，带来了各种不安和不稳定因素，人与人之间不能相互

理解，冲突发生后，是选择“冲动”还是“克制”，“阿贵”让自己冷静的做法正是作者

所提倡的。 
《断臂》讲述了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劳苦大众“假乞丐”变成“真乞丐”的过程，

赞扬了敢与黑恶势力斗争的精神，揭示了金融危机下失业者苦不堪言的情景。“

假乞丐”本是工人，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失业，只能装独臂做乞丐，维持家口

，而见义勇为的他却在与歹徒的斗争中失去手臂，成为了“真正的独臂”，成为了

“真正的乞丐”，反映出时代造成的戏剧性的悲哀。 
 
 

三、家庭题材 
家庭题材主要有《蓝眼睛》、《钥匙》、《寂寞病》、《如意的选择》、

《老泪》、《漏水》、《伏线》、《盯线》、《生日》、《老两口》、《流血

》、《丧礼上的陌生人》、《家规》、《家庭内部》、《啊！人心》、《走山

巴》等。 
《老泪》和《钥匙》也可以说是作者鞭策不孝之子的姊妹篇。老店主“陈伍”

的逆子夫妇，孝道丧尽，完全成了拜金奴，把父子亲情丢弃，变成了赤裸裸的

金钱关系，最后竟然把老爸送到养老院。“辛辛苦苦”一生的陈伍“老泪纵横”的悲

苦面容，是对不孝子的血泪控诉；而《钥匙》中的李伯的“凄凉悲哀”的哭声，更

令人震怒。在世俗人眼里，钥匙，乃财权的象征。李伯的九把钥匙中，已有八

把“分给前妻的孩子”，自己仅剩的一把，被李伯骂为“老娼”的妻子也“吵着要”，李

伯不给，她就“赌气回娘家了”。李伯面对着自家妻离子散的悲惨局面，面临自己

孑然一身、孤苦伶仃的境地，他声泪俱下地呼喊：“这把钥匙再让出去，今后谁

能来养活我呢？”这句话告诉人们，那八把钥匙的瓜分者，只知争夺李伯的家财

，却不赡养老人，更不知孝敬老人，李伯明知今后将无依无靠，他怎能不悲痛

万分地放声大哭？他又怎能不死死保住最后一把钥匙呢？《钥匙》与《老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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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篇小说，可谓异曲同工，通过陈伍交老店和李伯交钥匙的真实描述，有力地

揭露了家庭伦理道德已经荡然无存，父子、夫妇之间，已经毫无亲情，只有冷

酷的金钱关系。作者通过这两篇作品，把笔锋直刺泰国老年社会的一个症结即

财产继承问题，控告了不孝之子不尽孝道的行径，把不孝之子的忤逆的丑恶嘴

脸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老两口》、《生日》、《窟》三篇作品，也都是直

斥不孝子丧尽孝道之作，作者把老无所养，乃至死去三天，仍无人料理后事的

惨不忍睹的种种残酷现实，展现于读者面前。这三篇作品，人物不同，情节各

异，但是，与前面的《寂寞病》、《品茗天下》、《老泪》、《钥匙》都有着

共同的思想倾向，具有共同的真实性的艺术魅力。作品对老年社会痼疾的关注

、剖析，对许多老年人晚年不幸遭遇的同情、关爱，对不肖子孙丧尽天良的愤

怒、鞭挞，都溢于其著作的字里行间。这些作品，连在一起研读，就不但能看

到老年社会微缩景观的全貌，而且，还能从中悟出造成种种社会弊病的病根所

在。这正是来源于曾心微型小说的深刻性的特点。 
《蓝眼睛》既是家庭题材也可以算是社会题材。在家庭方面，泰国的华人

社会受西方的影响日益严重，“现在情人眼里已经没有国家的界限了”，夫妇俩越

担心的越是就要来到的，终于儿子找到了一个洋媳妇，可是出人意料的是洋媳

妇有着“一颗固执的中国心”，在经过老两口的认真考验，得到了许可；作为社会

题材，也可以反映出泰华社会在受西方的影响严重，老一辈的观念已经逐渐被

取代，开放式的思想在蔓延的现实。 
《钥匙》是一篇批判金钱本位、亲情淡薄的文章。文中，“李伯”是一个无可

奈何、被“妻子”胁迫的老人，只能在发功之时发泄自己的苦楚，死守自己的唯一

的经济支柱——最后一把“钥匙”。 

《漏水》讲述的是家庭中，夫妻间摩擦在所难免、如何避免与化解矛盾的

生活之道。繁忙和琐碎困扰着都市的人们，互相体谅、各自主动才能很好的解

决家庭内部的问题。 
《伏线》是一篇批判孝道沉沦、人性缺失的文章。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

家庭对个人的影响极其重要，文中“小虎”的不孝行为在他小时候说要把椰子壳留

给以后用的那一刻就已经埋下“伏线”了，让李嫂始料未及的是她也会有那么一天

。文章用“李嫂”悲惨的结局暗示“孝道存亡、父母有责”、“上梁不正下梁歪”的道理

。 
《盯线》揭露了现代都市年轻一代家庭婚姻生活的“不信任”的一面。妻子给

丈夫送“大哥大”，却只是为了能安排一个“盯线”，看住自己的丈夫。 

《生日》是一篇批判孝道沉沦、金钱至上的微型小说。儿女们记不起父亲

的生日、只记得向老父亲索要，亲情关系变成赤裸裸的金钱关系，不能不让老

人伤心难过，反映出家庭的不幸和社会的悲哀。 
《老两口》讲述的是老两口千方百计送儿子去美国留学，自己过着艰苦的

日子，而儿子却并不体谅父母，逃避自己的责任，自私自利、毫无人性，最终

                                                        
曾心.蓝眼睛——初论曾心的微型小说（李润新）.泰国：时代论坛出版社，200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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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化成一个家庭的悲剧。这篇微型小说以悲痛的结局强烈地谴责了孝道的沉沦

、家庭关系冷漠的社会阴暗面。 
《流血》赞美了母女间的真情，也在侧面谴责了不负家庭责任的人。年幼

的女儿两次纯真、满怀关心的问话深深打动读者，倍感温馨。 
《家规》讲述的是新旧两代间的代沟和价值观念的冲突。父亲认为“家规”不

能破坏，不应该积恶和杀生，而儿子却只认为赚大钱便是对的、唯利是图。到

底是父亲“顽固不化”还是儿子“数典忘祖”，这类家庭意见分歧值得深刻思考。 

《家庭内部》是一篇反映家庭关系的微型小说。小说中的人物之间关系复

杂，中心人物“我”与妻子、女儿、佣人之间的关系不言自明。我对妻子了如指掌

，总有一套对付的办法，唯独在她与女儿发生矛盾时束手无策；我对女儿虽然

体谅，但也看似很少关心与沟通，心中总有道无形的墙；而与佣人，可以用“暧

昧”来形容。意料之外的是家庭内部的一个决定让“我”醒悟，也是对世人的一种

警醒。 
《啊！人心》是一篇赞美血肉亲情和坚强品质的文章。女孩虽然失去双手

，失去父爱，却不忘父亲的教育，顽强的练习，最终赢得了肯定和赞美。这篇

文章表达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家庭亲情的思考。 
《走山巴》赞美了热爱生活、相互理解、融洽的家庭生活。生活所迫，丈

夫不得不在外奔波；面对外面的流言蜚语，妻子“心宽体胖”。最终夫妻和谐，融

洽，作者赞美这种对家庭的热爱和忠诚。 
《丧礼上的陌生人》在一个侧面也反映出在泰华社会重男轻女、“继承香火”

的中华传统思想。丈夫瞒着结发妻子，在外面“金屋藏娇”并“名正言顺”，造成了

最后的闹剧——利益至上盖过了骨肉情亲。 
 

四、教育题材 

教育题材主要有《三愣》、《互考》、《种子》、《墨宝》、《三杯酒》

、《李嫂》、《第一百零一例》等。 
《三愣》讲述的是一个卑微的小人物多样的性格和对“华文教育”的热衷。长

相丑陋、“吝啬”的陈亚牛在对待华文教育上的热情和奉献精神令人钦佩，陈亚牛

的上台讲话也表达了“上一代人”的不幸和华校复办给“下一代人”的希望。 

《互考》讲述的是祖孙三代面对“长城到底有多长”的一个探讨，最终学过中

国文化的孙女揭晓答案的故事。三代人各有各的故事，他们热爱故国，有很强

的归属感，而前两代人都无法实现自己学习中华文化的梦想，值得欣慰的是如

今华教盛行，终于可以把希望寄托在孙女的身上了。这篇文章从侧面反映泰国

华人热爱故国的强烈感情和华教的“星星之火”。 

《种子》是一篇反映了泰国华人执着的“中国心”和泰华两国水乳交融的主题

。“胖妈妈”年纪虽大，却坚持学汉语，执着之心，难能可贵；而李老师两代人都

坚持到泰国传播汉语，传播中泰友好的“希望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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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宝》反映的是对于中国书法艺术的一种浅薄的认识，对于中国文化的

误解问题。孤芳自赏者不会理解别人为何不对自己进行赞美，对于高雅的书法

艺术，是需要一定的鉴别能力才能“明察秋毫”的。 

《三杯酒》讲述的泰国华人在中国申奥成功后的一系列表现：为申奥成功

欣喜骄傲，为参观北京奥运“开源节流”，为去北京全家老少学习汉语，为祖国的

强大等共饮三杯酒等。这些都反映出华人社会的现状，广大华人也有热爱祖国

的方式，他们对会对祖国强大表示由衷的祝愿和感到无比自豪。 
《李嫂》讲述了一位年过六旬的“李嫂”对汉语的学习热情、对中国的一片赤

诚之心。不仅不在意年纪、不耻下问，还要求家中晚辈学习汉语，这种对华文

教育的热爱之心，无不为人折服和称赞。 
《第一百零一例》揭示了当今社会文学剽窃的阴暗面。文学剽窃屡见不鲜

，新上任的编辑工作马虎，也不善于学习，老编辑见多识广，执着于自己的文

化事业，具有一双“慧眼”。这篇文章不仅揭露了华文创作界存在剽窃现象的严重

问题，也反映国际上华文领域之间的接轨不完善、文化断层现象凸显和地域间

华文交流不畅的问题。 
 

结  语 
曾心微型小说创作量虽不多，但每一篇都堪称佳作，正如微型小说的特点

一样，虽少而精、言有尽而意无穷。曾心微型小说集《蓝眼睛》四十篇小说，

围绕社会题材、经济题材、家庭题材和华文教育四大社会题材，展开故事情节

，刻画人物性格，反映泰华社会的方方面面，以医者与作家的双重身份看待社

会，激浊扬清，恰合了文章合为时而著的创作理念和写作动机，是曾心强烈社

会责任感的深刻体现，可以看出作者有时常为社会把脉的“医学惯性”和拥有一双

洞察社会的雪亮的眼睛。 

曾心微型小说艺术特色鲜明，以其平时而富有感染力的语言吸引读者，巧

妙而又富于变化的构思技巧串联故事情节，使得血肉鲜明的主体人物如现眼前

，娓娓道来而又发人深思，将主题表达的淋漓尽致。曾心的小说既揭露了华人

社会的问题，有孝道沉沦、偷窃成风、金钱本位、家庭经济纠纷和城市老年寂

寞病等；也赞美了高尚品德与人性之美、以及对华文教育的热爱等美好情感。 

曾心的微型小说究竟如何将社会现实反映地如此一针见血和淋漓尽致呢？

这些方式和特点究竟又有怎样的不足和缺憾呢？这是值得研究的问题。仔细研

究曾心在故事情节和语言描写上匠心独运、颇费苦心。然而在某些微型小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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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于完整和直白的故事情节却会阻碍文章的艺术表达，这个问题值得引起专

家学者的重视和讨论，或许是作者在主题揭示上原则性和目的性的缘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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