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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电咨询及座位预定！电话：416-225-9920 
或登陆www.torontocollege.com 了解更多信息

Toronto Campus:  

201 Consumers Road, Suite 300 Toronto, ON  M2J 4G8 咨询电话：416-225-9920

Mississauga Campus  - Open now!   

33 City Centre Drive, Suite 240 Mississauga, ON L5B 2N5 咨询电话：905-232-7399

Business Intelligence Solutions With Cognos 8
时间： 2010-06-11, 周五 6-10pm;
 SAP SD - Sales and Distribution
时间： 2010-06-12, 周六 10am-2pm;
 Oracle10g Warehouse Builder: Implementation
时间： 2010-06-19, 周六 10am-2pm;
 Data Mining and Analytics with SAS
时间： 2010-06-19, 周六 230-630pm;
 MCTS: .NET Framework 3.5, ASP.NET Applications
时间： 2010-06-20, 周日 230-630pm;
 SAS Programming Advanced
时间： 2010-06-20, 周日 230-630pm;

免费EI及第二职业政府培训咨询, 一对一个人简历修改, 帮助您顺利拿到资助！

新开精彩课程, 欢迎试听!

你能想象成年后才从中国来加拿大的

IT工程师会写英文诗吗？她的英文诗还获

得了不少奖项？星子，原名尹志辉，英文

名Anna Yin，南京大学计算机系毕业，99

年移民加拿大，现从事IT行业，安大略省

诗人协会成员，已出版两本英文诗集。星

子最近又荣获了2010 MARTY 文学新秀

奖，她的杰出表现在加拿大诗坛和新闻界

引起不少关注，对我们的华人社区来说，

这又何尝不是一种鼓舞呢？从一个不会多

少英语的移民，到一个用英文进行创作的

获奖诗人，我们不妨来看看星子是如何做

到的。

从克服语言障碍走上创作之路 
星子1999年移民加拿大时，IT还很红

火。有着很强IT背景的星子很快就找到了

专业工作。 但是，和大多数新移民一样，

刚开始的时候，她的英语并不好，星子自

己形容，语言障碍像一座大山挡在面前。

做了妈妈之后，星子发现可以把给

儿子读英文故事当作自己的英文功课，还

可以用英文写日记，记下儿子成长的点点

滴滴。可谓一举两得，不仅完成了一件对

母亲有着特殊的意义的事情，还提高了英

语。 

2003年的一天，和儿子一起读完《皇

帝的新装》后，星子有感而发写了一首

英文短诗贴在论坛上，竟然得到了不少好

评。受到鼓励，星子的创作热情开始高

涨。

从那时候起，星子的生活有了更实际

的憧憬，开始了不知足、不安份的探索。

星子的灵感源源不断，每天都有写的欲

望。 如果哪天没有写，就会感到不安定。

她竟然连续写了100首诗。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星子回忆

道，“当时有点产后抑郁，看不出生活会

有什么变化，而写作是很好的探求自己的

方式。” 正像星子感慨的那样，“诗歌就

像一位朋友和导师，倾听我，照亮我。”

到了2005年7月，星子感受到了自我局

限，觉得写不下去了。 星子告诉记者，她

当时感到很痛苦并怀疑自己，决定放弃和

忘记，但放弃似乎更痛，更伤心。这大概

与星子的白羊精神有关。

两天后，她写了一首“告别向日葵”

表达当时的心情。星子把这首诗称为自己

诗歌旅途的转折点。通过这首诗，星子知

道了自己有多爱诗歌。 她决定继续写下去

但不期望太多，减慢速度来慢慢享受。 

不期待的时候，收获反而来了。2005

年秋天，安大略省诗歌协会(Ontario Poetry 

Society)出版了星子的英文诗集《Beyond 

My Knowing》。接着，星子获得了安大

略诗歌协会2005 Ted Plantos纪念奖。该奖

是为鼓励优秀新诗人，资助其出版诗集而

设。

当星子接到获奖通知时，她都不敢相

信，她从没期望过能获奖。安大略诗歌协

会创始人ISKOV告诉星子，“你的诗远远

优异于本省其他参奖者，评委很高兴也很

轻松地定下来你是本次奖的获得者。”

2005年11月6日，Brantford桂冠诗人

John B在多伦多为星子颁奖时，热情赞美

了中华文化的底蕴，感慨一千多年前杜甫

的诗意今天延续在星子的英文诗里，感慨

文化的流传和经久不息。

获奖给星子带来了巨大的鼓励。她很

高兴得到了肯定，通过自己的英文诗向很

多不了解中国的人，表达了我们的思想和

文化，表现我们中国人的艺术水平。

白羊精神：勇于冲锋而且执着
白羊座的人勇于冲锋而且执着。星子

正是白羊座。

移民之后，很多人由于语言主动放

弃了自己原来的职业或梦想。而星子是个

胆大的人，勇于挑战自己，直面自己的弱

点，不惧怕别人笑话。她勇于用英文写诗

歌，她勇于用英文去演讲。

由于母语不是英语，有时候我们很

难感觉到语言中的一些微妙差别和其中意

境。在国内的时候，因为我们通过了很多

英语考试，并不觉得自己比那些花四年时

间专门学英语的人差在哪里。在美国读书

时的一位毕业于清华英语系的好朋友让我

意识到了差别。她告诉我，有一天在实验

室里，她看到我给导师写信，“could you 

be my advisor?”当时都吓着了，怎么能

那么说呢，这样很rude，至少要说I really 

appreciate it if you could be my advisor. 是

呀，我完全没有冒犯导师的意思，但是却

很难察觉这种语言上的细微差别。

在英文写作旅途中，星子也遇到了这

种障碍。“ 有人会批评我的写作像用第

二语言，有时候，我的诗没有语法错误，

但西方诗人会认为声音或感觉上不够和

谐。” 星子知道到自己需要掌握声音流畅

的传达和语言的使用习性。 这很难。 星

子参加了多大的创意写作班，一方面学习

英文诗歌写作，一方面观察老师如何教

学。“其实，有些老师也是有口音的，我

们要掌握的不一定是完美的发音，关键部

分是如何启发、打开学生的思维。”

执着是成功必备的一种品质。给孩

子读故事、为孩子写成长日记是很多妈妈

在怀宝宝时就立下的誓言，可是坚持下来

的却不多。星子用英文写日记能坚持地很

好，为提高英语口语能力，她也花了不少

功夫。

星子获奖后，经常被邀请读诗，她很

是为难。并不是因为胆小，而是不希望别

人听不懂，浪费别人的时间。星子决定参

加Toastmaster演讲俱乐部。可是到了俱乐

部，人家说你要是想提高英语，去ESL好

了。星子的白羊精神较上劲了，暗自赌气

偏要加入，而且要好好证明自己。为了矫

正发音，星子下载了自动朗读软件，一遍

遍听，一遍遍录音并比较。同时，她还发

动五岁的儿子和朋友的女儿做听众，并在

镜子前轮流表演讲演。

捍卫自我  勇于表现
星子对记者说：“我们华人应充分

认识自己，不必过分谦卑，要勇于表现自

己，大胆地欣赏自己的价值。”

2 0 0 5 年 获 奖 后 不 久 ， 加 拿 大 C B C 

RADIO “Ontario Today”节目要采访星

子， 尽管当时星子对自己的英语口语并

不自信，但她毫不犹豫地答应了。然后，

她请了英文老师，把自己诗歌朗诵了20多

遍。虽然最后还是有些发音不准，电台用

了其他的版本。但这一点也不影响她利用

这个难得的机会把诗歌和和平传播出去，

要把作为华人移民获奖的消息传送出去。

星子在TOASTMASTER俱乐部的一件

事情更是证明了捍卫自我，大胆表现的正

确性。加入俱乐部一段时间后，俱乐部没

有安排过星子承担评估别人讲演的角色，

倒是让很多新来的成员担任。在星子完成

第五次讲演时，有个评估角色空缺。星子

表示愿意担任，但遭到了拒绝，理由是被

评估人会不愿意。于是在电话里星子和负

责人争辩起来，“谁会不愿意? 我以前做

的五次讲演我认为不是最好的，也比其他

不少成员好。我从不用讲演稿，每次讲演

内容总是从内心出发，都能感动大家。为

什么我不能去评估别人的讲演？” 星子表

示一定要投诉，下次讲演题目就定为“It is 

not fair (这不公平)” 让全体成员来裁判这

件事。 

星子不但没因此受到打击，羊的倔劲

来了，反而热情高涨，下定决心要证明自

己能做好评估工作。第二天，负责人打电

话给向星子道歉，说可能误会了，她并没

有说星子不能担当评估的工作。后来，星

子的第一次评估角色完成得很出色，有力

地证明了自己的能力。

儿子的好榜样
当问及星子的诗歌创作是否对儿子

有影响时，星子说：“当然有影响，父母

的努力在孩子的身上会起到很积极的作

用。”举例说，儿子以前很害羞，不敢表

演。星子每次参加诗会，都带着儿子。儿

子看到妈妈勇敢地去尝试，他自己有时也

会独自在镜子前表演练习。 

另一方面，儿子会看到妈妈也有追

求，自己要管好自己的事情。无形中养成

了尊重别人空间的习惯。他能理解，不是

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牺牲。

一步一步靠近梦想 
星子的梦想是等儿子长大后，她到东

南亚国家，一边旅游，一边做诗歌讲座。

通常仅靠诗歌创作是没法养活自己的，所

以辅以诗歌讲座。为什么选择东南亚，星

子说是为了发挥双语的优势。这样在外面

旅游累了，还可以回到家进行创作。在一

次一次获奖得到承认之后，星子觉得梦想

离现实越来越近了。当然，她还在执着的

努力中，星子准备着两年就趁假期时间到

国内的大学去做一些诗歌讲座。

本文图片来源：星子提供

追梦IT工程师：诗人星子

本报记者  王英霞  报道

穿旗袍的星子

2010年MARTY艺术奖颁奖典礼6月3日晚在密西沙加艺术中心举行。星子（前
排左五）荣获文学新秀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