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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 史 與 空 間

「襄王府綠影壁」位於襄陽市城內東南
角，是明代襄陽藩王府門前照壁，距今已有
560 多年的歷史。說「襄陽襄王府」，其實
是不確切的，因為「襄陽襄王府」早已不存
在，存在的只是襄陽藩王府門前的綠影壁。
「襄陽襄王府」早在明末 1643 年，便被起義
的農民領袖李自成一把火燒為灰燼，只遺留
下綠影壁存在至今。
從繁華的襄陽市十字街往南走，到達綠影
壁巷口，再往裡走不到一百米，就到了襄陽
綠影壁。襄陽綠影壁是我國唯一的石質照
壁，是我國現存的四大龍壁之一。四大龍壁
中，故宮九龍壁、北海九龍壁和大同九龍壁
均為琉璃材料製成。
今天的襄陽綠影壁為了參觀、管理，在綠
影壁前，也圍起了「襄陽襄王府」。不過，
現在的這個所謂的「襄陽襄王府」只有近二
三百平方米的面積，是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復
建的，主要是為了保護裡面的綠影壁。也算
是今人聊於自我安慰吧。
進入襄陽綠影壁圍牆內，綠影壁赫然矗立
於藍天下。戰火與歲月的痕跡已使它變得不
再光鮮，甚至有些破舊。襄陽綠影壁分三
堵，呈「凸」字形，長 26.2 米，高 7.6 米，
厚 1.6 米，用 62 片綠色泥片岩拼嵌而成。綠
影壁壁心為巨幅浮雕二龍戲珠，壁心的上下
檻邊鑲嵌漢白玉加以修飾，各雕有遊走飛龍
10 條，左右抱框各雕飛龍 3 條，四邊共有 26 條遊龍飛舞，整個壁面動
靜結合，氣勢恢弘。其中壁心的二龍戲珠栩栩如生，但所戲之寶珠已
丟失，也不知失於何年何月。上世紀九十年代復建時，也許是為了盡
可能保持原樣，修復中沒有換上新的寶珠，讓人感覺缺憾，但又是歷
史的真實，也許這樣更好些。
襄陽襄王府是明仁宗的第五個兒子襄憲王的府第，是明代帝王皇親
巧取豪奪、縱情聲色、魚肉百姓的地方，整個襄陽襄王府佔了當時襄
陽城的近四分之一，可見當時襄王府的氣魄與規模，也可以說是明王
朝腐敗與潰爛的象徵。
明朝初期，討飯和尚朱元璋使盡各種手段，終於奪得「大位」。雖
然當上了皇帝，但全國局勢仍然動盪不安，為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
朱元璋把自己的子孫分藩封王，派往全國各地鎮守。後來的明仁宗登
基後，仍沿襲朱元璋分藩封王的政策，將自己的第五個兒子朱瞻善封
為襄憲王。明正統元年（1436 年），朱瞻善由長沙遷徙到襄陽，鎮守
處於南北咽喉要地，軍事重鎮的襄陽。到襄陽後，朱瞻善便在城東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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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興土木，搜刮民脂民膏，修建了豪華氣魄的王府。史書上記載，襄
陽明王府合用工匠萬餘人，計工三年才建成。可見襄陽襄王府的富麗
堂皇，窮奢極侈。建成後的襄王府前面，按照我國古代豪門貴族的私
宅設計理念，正對大門要建立一堵牆壁，稱為照壁。襄王府門前便建
起了這堵照壁。史書上稱，這堵照壁因壁體用綠泥礬岩雕刻雲龍、海
水拼砌而成，所以稱之為「綠影壁」。建成後的「綠影壁」熠熠生
輝，美輪美奐……
1643 年，李自成在襄陽建立「新順」王朝，改襄陽為「襄京」，自
稱「新順王」。造反起義的李自成宣稱要「均田免賦」，要為百姓謀
利益，並自編歌謠傳唱：「殺牛羊，備酒漿，開了城門迎闖王，闖王
來時不納糧。」可這只是他們為自己謀利益的欺騙伎倆，百姓只是他
們為自己謀利益的工具與炮灰。朱元璋如此，李自成照樣如此。只是
成功者朱元璋做了皇帝，失敗者李自成成為寇賊，如此而已。
當「新順王」的「襄京」被明王朝的軍隊圍攻，「新順王」逃跑之
時，便一把大火將「襄陽襄王府」燒為灰燼，幸虧「綠影壁」為岩石
拼嵌而成，要不，也會成為那場大火的「殉葬品」。
古老的中國大地，幾千年的歷史，不知道焚毀了多少文明、財富。
那些所謂的「革命」，就是在焚毀文明與財富之間，就是在殺人與被
殺之間做着失敗與成功的遊戲，演繹着成王敗寇的鬧劇。另一方面，
百姓希望穩定，統治者也希望穩定。百姓希望穩定的生活，統治者希
望百姓能做「穩定的奴隸」。但他們卻橫徵暴斂，敲骨吸髓，逼得百
姓連奴隸都做不穩，便起而造反。
中國的所謂革命就是在這些賊子與皇帝中輪迴，那就是人們常說
的：勝者為王，敗者為寇。老百姓受不了封建皇權的壓榨，起而造
反，然後又建立新的皇權，再來壓榨老百姓，然後，再造反，反覆輪
迴，周而復始。幾千年來，這塊土地上上演的基本上就是這樣的歷史
悲劇，而沒有制度的更新，沒有新思想的建立，更沒有建立起老百姓
的權利與福祉。
襄陽綠影壁就站立在那裡，它滿身的傷痕與苦難，就在述說着這幾
個朝代歷史
悲劇的不斷
重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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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刻岩畫海戰圖
香港先後發現了八處古代石刻，而珠海高欄島寶鏡灣在十多年前亦發現了五
處共七幅石刻岩畫，圖紋與龍蝦灣的石刻近似，但構圖較為複雜，有專家認為
那可能是遠古的「海戰圖」；據專家考證，寶鏡灣七幅岩畫所描述的年代，料
為距今 4,500 年至 4,200 年之間，遺留下來的乃新石器時代晚期到青銅時代早期
不同階段的生活情景。
岩畫圖紋抽象，行外人只能憑想像推測那是船的圖案，幾條鑿刻而出的船，
據說正是目前中國最早期的船舟形象。珠海博物館的李世源著有《珠海寶鏡灣
岩畫判讀》一書，指出七幅岩畫可分為四大部分：一是以龍、鳳、夔、蛇為代
表的各部落氏族的聚合，二是以載王之舟為主的一組圖像，三是群舟待發，船
隊載有一群鐵漢，四是男覡、女巫及人牲的莊嚴祭祀場景。
根據李世源分析，此一祭祀場面莊嚴而隆重，有肅殺之氣，當中的圖騰與載
王之舟展示出對抗形態，由此可見，那絕不是歌舞升平的慶典，極有可能是面
臨一場驚天動地的大決鬥，於祭祀儀式中尋求神示的裁決，而神示的結果則極
有可能是決戰雙方的其中一方必須遠離故土，從此乘舟入海，另覓新的家園。
如果此說屬實的話，戰敗或問卜而敗而要乘舟入海另覓家園的，則極可能是
史前的百越先民，古越族泛稱為「蠻」或「三苗」，也可能是以漁獵為生的輋
族（與畲族同源，為古代瑤族的分支）。石刻無字復無言，當中的圖紋及其含
意就只能靠專家考證了；蕭國健曾撰《香港發現之史前石刻》一文，認為香港
發現之史前石刻，大致可分「雲雷紋」、「饕餮紋」及「蟠螭紋」三類，從圖
紋可大略推斷刻鑿於何時。
香港史前石刻大多面朝大海，當中圖紋料有鎮定海濤的作用；石刻圖紋與古
代青銅器上的紋飾相類似，從中大概可推斷出刻鑿的年代，在蒲苔島（南
氹）、石壁、長洲（東灣畔）、滘西洲（西北角海濱）及黃竹坑山谷所發現的
古代石刻，圖紋有如雲層旋轉，那是新石器時代出土文物的時徵，專家稱之為
「雲雷紋」，亦稱「回紋」或「雷紋」。
至於在石澳大浪灣畔所發現的蹲踞形石刻則為「饕餮紋」，圖紋流似怪獸，
又似人形（有說似 ET 外星人），兩旁螺形紋有如手臂，中央部分右方有一螺紋
形似眼睛，此為「饕餮紋」特徵，在殷商出土文物大量出現。
饒宗頤所說的「蟠蠄紋」古器物，則為周代祭祀用具的圖紋，及至秦漢時代
日漸普及；比如東龍島石刻名為「石壁畫龍」，早就見於王崇熙所編的《新安
縣誌》：「石壁畫龍，在佛堂門，有龍形刻於石刻。」石刻右邊似為鳥的抽象
圖紋，左邊圖紋則由多個形象組成：有多隻「眼」，以及模糊不清的圖紋，考
古學家秦維廉稱之為「與鳥有關的圖案」，認為那是「鳥食魚的一個變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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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從小橋流水的故鄉來到羅霄山脈的井岡山
麓，印象最深的便是革命聖地井岡山的漂流之旅。
晨曦中的井岡山，百媚千姿，風情萬種：溝壑縱
橫，翠竹搖曳，松柏飛綠，古木鎏瑩。從黃洋界哨
口出發，傍着羅霄山脈井岡段蜿蜒曲折的山道艱難
地前進。車行過處，我們便彷彿墜入了五百里井岡
的山嵐霧海之中。循着顛簸顫抖的車窗向外觀望，
晨光裡的井岡山雲浮霧飄，清爽的空氣中瀰漫着濃
郁的芳馥；仰望遠方，千峰疊翠，林海茫茫；靜聽
峰谷山巒之中鳥兒婉轉的啼鳴聲，心境也漸趨寬廣
起來。
在參觀了井岡山紀念館後，我們繼續前行。車輪
滾動在崎嶇的山道上，我們的身心也隨之在綠色的
海洋裡跌宕起伏。翻過一道道山樑，穿越一簇簇綠
蔭，傍着一脈脈溪流前行，我們在一片四面環繞着
蒼松翠柏的開闊地帶下了車，心儀已久的漂流點近
在咫尺：一條波動浪湧的溪流便呈現在我們面前。
此刻，陽光已穿越黃洋界那邊枝繁葉茂的山巒灑向
漂流之地。稍作休整，我們便隨着船夫來到了遠離
井岡湖的那一片流淌着碧澄溪水的卵石灘；撐篙的
船夫把我們一一送上鼓足了氣體的橡皮艇。於是，
聖地漂流便在羅霄山沖的溪水澗拉開了帷幕。
橡皮艇沿着晶瑩可掬的溪流逐波而下，逆風而
上；此刻，溪流兩岸萬木葱蘢，鳥語花香。遙望晴
空，一輪艷陽，萬里無雲；極目遠眺，溪水淙淙，
漫山翡翠；這是一個讓人浮想聯翩的季節。我們分
為四組，每三人為一組乘坐一隻橡皮艇，人人手中
都拿着井岡山船工特製的水槍。清涼的溪流被山谷
的野風激盪起洶湧的浪花，濺濕了我們的衣衫，而
看似有驚無險的漂流之旅中還是伴隨着一個個扣人
心弦的場景：橡皮艇一忽兒順水而下，飛速前行；
一忽兒擱淺石灘，隨波逐流。在青山綠水之間與激
盪的溪流搏擊的水鄉兒女們，人人都把漂流活動作
為一次對自身意志與體魄的考驗。恍惚間，我們被
一浪高過一浪的吶喊聲打斷了懷想，遠遠望去，但
見碧水四射，溪珠飄逸；「打水仗」在一片吆喝聲
中演繹了天上人間的精彩一幕。此情此景，眼前彷

■革命聖地井岡山漂流之旅

網絡圖片

彿浮現出當年紅軍戰士跟隨毛委員轉戰井岡的巍峨
身影，耳畔回響着朱毛勝利會師井岡時振聾發聵的
歲月之音。從北京來的同胞們依仗着人多勢大，開
始圍剿我們這些勢單力薄的「散兵遊勇」；誰知天
道助吾，從小在江南水鄉長大的「水中蛟龍」，便
在「來犯者」的虎視眈眈中勇敢「迎敵」。在聲東
擊西，敵困我擾，敵疲我打的「游擊戰」中，取得
了一個又一個勝利之役。從寡不敵眾到以少勝多，
水鄉兒女創造了全勝而歸的奇跡。經過一個多小時
的漂流，終於到達了目的地，而我們每一個人都渾
身透濕，儘管山野的徐徐涼風吹在我們濕漉漉的身
體上略帶寒意，但大家的臉龐上卻顯露出無比喜悅
之情。凝視着潺潺溪水在迂迴前進中激漾起的排排
浪花，我的腦海中倏然湧動起大詩人李白「乘風破
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的膾炙人口的佳句。
這是一次難忘的黨日活動。在中國共產黨九十四
周年生日之際，我們這一批懷着對革命聖地虔誠之
情的赤子，揣着一顆對毛澤東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
命家的深深緬懷和崇敬之心，走向這片灑滿革命前
輩鮮血的紅土地，走向心馳神往的革命聖地，走向
中國革命的搖籃。
聖地之旅，從新中國誕生的奠基之地出發，沿着
偉人前行的足跡，跨過了歷史的坎坎坷坷，穿越了
井岡的風雨滄桑，迎來了輝煌的發展時期。仰視蒼
茫的羅霄雲海，飛越井岡邈遠的歲月時空，我們這
些炎黃子孫，將沿着井岡山精神開闢的中國特色道
路，再一次踏上了新的征程，這是一次邁向中華民
族騰飛的光明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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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得與寒山同期，後人一般以「寒山拾得」並稱。拾得相傳為普賢菩薩化身。拾得有多首禪詩，除
了這首外還有另外一首其中兩句「一顆水晶絕瑕翳，光明透滿出人天」，也是以優美的語言道出佛性
是絕對的真、善、美。

寒山拾得有一段很著名的對話，雖然不少人已引述過，但我仍想在此再引述一次，因此段對
話助我過了一次極大的難關，給我一個很大的啟發。寒山問：「世間有人辱我、輕我、笑我、
欺我、賤我、惡我、騙我，當如何處治乎？」拾得答：「你且忍他、讓他、避他、耐他、由
他、敬他、不要理他。再過幾年，你且看他。」

豆 棚 閒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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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若有靈可棲 我就繞書三匝

新華書店再次「刷屏」，這回卻非悲情，恰是喜訊。
日前，「新華一城書集」首家主力門店亮相上海金虹橋
國際中心，1,000 多平方米的店舖內囊括了圖書銷售、
親子閱讀、咖啡休閒、文創產品等多種業態，書店據此
殷殷期待，希望為讀者提供一個更時尚、更年輕的文化
體驗平台，以人文空間的概念豐富傳統實體書店。
近年來實體書店，不論民營還是國營，業內外都是哀
鴻，書店的式微，並不是新華人不努力。微信的橫空出
世，舞起了一把雙截棍，一截棍在「搞垮」通訊，附帶
一棍，也打擊了書店。一部手機在手，一座圖書館握在
掌心，還需熱火燒燒的酷暑與冷風獵獵的寒冬，搭公交
車去書店買書嗎？之前，網上購書，不只省了書錢，還
省腳力，坐在靠椅上，購物網點擊一下，便坐等有人送
書入門，多省心省力省錢。
網絡先給書店打一記大棍，微信又給書店打一記悶棍，
雙擊之下的書店只能待死嗎？這次，上海書店開始突圍，
不僅提了一個「書集」概念，還提了一個「賣情懷」的口
號。情懷可賣嗎？情懷可懷有而不可賣。書店擔當文化傳
承與傳播的「高大上」情懷，那是要放棄一些「盈利」的
慾望衝動的。在繁華的都市街頭，把曾經蒼白、寡淡和缺
氛圍的書店建成雅致、高志與有「文藝範兒」的靈魂棲息
地，不會由此加價，對靈魂徵收「安置費」吧？書店的情
懷，是來安妥讀書人的靈魂的，不是來賣的。
我相信，書店「賣情懷」，只是在「賣概念」，讓書店
懷有文化情懷，可使天下讀書人來「買懷念」，哪個讀書
人沒有一段書店裡的往事與歲月？與書牆站成一堵牆，旁
有紅袖翩然來添香，那段買書情懷，不忍讓其從生命中逝
去。書店，你若有情懷概念，我就有深情懷念。
微信閱讀再洶湧澎湃，我想也無法淹沒紙質閱讀的快
感。手機說到底還是通訊工具，其附加的閱讀功能，也
不過是供人瀏覽信息；而書本卻是我們的文化情懷，是
靈魂棲息的高原，讓我們思考，讓我們沉靜，讓我們從
快節奏的生活裡停下來，過一過文化與思想的慢生活，
這也是每個人的夢想。網上購書，自有優勢，其優勢，

總結起來是兩字：在線。網購在線，一鍵搞定；但您知
否知否，書店購書，也自有優勢，總結起來也是兩字：
在場。在場購書，一心欣然。我們可以跟書談一場近距
離的戀愛，我們可以看到書旁有書友穿梭，還有帶着丁
香花書香的美女，翩鴻照影，暗香盈肺。
破解網購魔咒，書店，你可不可以適當降點價？有錢人
不讀書，讀書人缺少錢，對於真正的讀書人來說，購書是
生活一筆較大支出，既然網購有利可圖，書店，你就不能
有利可讓？給我們讓個公交錢吧。而衝破微信的圍剿，書
店，你可以無限次地創造讀書人在場，引讀書人這邊下
線，誘讀書人那邊上場。讓書店成為最賺錢的店家，已是
大難；讓書店成為最具文化情懷的地標，依然可期。
上海書店，建築了「書集」理念，「書集最直接的意
思，就是以書為中心形成一個集市」，以其他文化市場
來補貼「書籍賣場」，這是足夠說服我們讀書人的。但
書店，還是要以書為主，以讀書人為本。書店，你是否
想起：沒有一樣商品有書本那樣，能使人有交流的衝
動。買一本書回去，多有「心得」是不？那種「奇文共
欣賞，疑義相與析」的閱讀心得，期待與你抒發。書
店，開闢一個場地吧，一個不需要多大的地方，也不需
要太多的花費：創建書友會，創建書講座，創建讀書朋
友圈，創建作家與讀者見面會……買書人是一群特殊的
主顧，多是有文化氣質的，書店能不能搞成文化磁場？
我想像中的「書店在場」將是這樣的：古色古香，或竹
窗竹影，營造好寧靜文雅的氛圍，然後三杯兩盞淡茶，
夠了；三五人可，三五十可；有文化大師免費講座了，
三五百人也可——至少可讓同城讀書人，一起在場，與
書與書友相會，在於場面回回大，在乎你各層次的活動
天天有，可輕輕地來，可悄悄地走。
與「書集」這概念相比，我更心儀「心集」。書店不
但是靈魂棲息地，更可以成為靈魂招集地。書店，你把
外觀氛圍建好，我們可來駐足；書店，你把文化內涵建
好，我們可來安放靈魂。你若有靈可棲，我便來繞書三
匝，不騙你。

浮 城 誌

■星 池

重量
曾追看某作者於雜誌定時撰寫的文章，快近三
年，直至其略覺疲累須暫別專欄為止。當時，斗室
之內固然無法放置所有雜誌，為方便儲存，每期也
會小心翼翼地剪下那一版專欄文字。以長尾夾妥當
地夾起多張雜誌紙，尚算齊整。如此一百多張紙
張，有一定的重量，是文字的重量，作者所花時間
及心機的重量，閱讀後留在我心的重量。還有，印
在紙媒，放在手中，一頁一頁翻動，一次一次整
理，那種難以言喻的重量。還是覺得，網上閱讀與
手持書本逐頁翻動，有不同的重量。
網絡發達，安坐電腦前輕敲鍵盤，或用指尖輕掃手提
電話的屏幕，資訊已唾手可得。在搜尋網站，能查找自
己寫於紙媒的作品，且報章的網站亦見完善，過往數年
曾撰的文字，按分類，據日期，不難悉數覓得，並在電
腦內輕鬆儲存完整的檔案。可是，仍舊會把印有自己文
字的報章雜誌好好留下來，親手翻閱，感受那份重量。
期盼，心血的重量可轉化為文字的重量。
倘若，電腦出了狀況，無法正常運作，難以自行

修復問題，最終，須選擇刪掉全部檔案，復原為電
腦出廠時的系統。等待電腦重新安裝原始軟體，大
概腦海會輕輕泛起漣漪，心情卻恬靜，皆因慶幸大
部分資料早已備份。徐徐拿出外置記憶體及一疊光
碟片，放於手中，會有一定的重量。明白，凡事須
做好準備，尤其是沒辦法確切觸摸的電腦檔案，恍
若虛無縹緲沒重量。
待復原後，電腦的實際重量當然絲毫沒變改，查
看磁碟的可用空間，與昔日相比實是空蕩蕩，卻有
說不出的輕盈感覺。熟練地把光碟逐一放入光碟
機，揀選有用的資料複製至電腦，如像重溫數載的
光陰。過程偶有猶豫，或能迅速作出決定，明了哪
些是重要事情須放回電腦好好保存，另有不少人事
原來已沒有丁點重量，無須再記入電腦，或甚殘留
在腦袋。縱花時間，稍有倦意，可是，或許此乃上
天給予我洗滌心靈的時機。
每天每秒，在生活中也能感受不同的重量。每人
每事，在心湖上總會呈現迥異的重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