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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軾，
「要約寫真」
石鐘山
蘇軾（1037—1101），字子瞻，又字和仲，
號東坡居士，世稱蘇東坡、蘇仙。北宋大名鼎
鼎的文學家、書畫家。他的一生，為後人留下
了二千七百多首詩，近三百首詞和卷帙浩繁的
散文作品。其數量之巨，為北宋著名作家之
冠；其品質之優，堪稱北宋文學最高成就的代
表。他的《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念奴嬌
．赤壁懷古》等，至今廣為流傳、常頌常新。
其所以然，除了自身出類拔萃的文采，還與要
約寫真的文風密不可分。
1,500 多年前，南朝文學理論家劉勰在《文
心雕龍．情采》中寫道：「為情者要約而寫
真，為文者淫麗而煩濫。」意思是說，為了表
達情感而寫出的文章，一般都能做到文辭精
練、內容真切；而一味為了寫作勉強寫成的文
章，往往看似文辭華麗精彩，實則內容煩亂氾
濫。近段時間，翻閱幾本與名山、名人、名篇
等有關的圖書，發現蘇軾便是一位文筆誇張、
文風嚴謹，人到心到、求真寫真的文學家。
以蘇軾那首婦孺皆知、極具哲理的《題西林
壁》為例。雖然，只有「橫看成嶺側成峰，遠
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
山中」短短四句，卻並非一氣呵成、信手拈來
的，而是他耗費十多天時間，身臨其境、深入
其山，仔細觀察和思考，用心提煉與昇華的結
晶。蘇軾要約而寫真的創作態度，由此可見一
斑。而更為典型的例子，則體現在他創作《石
鐘山記》的過程中。
石鐘山，海拔 61.8 米，相對高度約 40 米，面
積則僅有 0.2 平方公里。位於江西省九江市湖
口縣長江與鄱陽湖交匯處。石鐘山風景奇特秀
麗——在長江與鄱陽湖的匯合處，渾濁的江
水，碧藍的湖水，「劃」出了一條涇渭分明、
奔流不息的水上「分界線」。而當人們登至山
頂時，可遠眺廬山煙雲，能近睹江湖清
濁……自古以來，石鐘山便是長江沿線主要景
點之一、鄱陽湖上一大奇景——雖然「個頭」
不高、「塊頭」不大，卻傲然屹立於長江之
岸、鄱湖之濱，既似一道天然屏障，又如一把
堅固巨鎖，牢牢「掛在」湖口縣大門前，故有
「江湖鎖鑰」之稱，端的軍事要塞。
九江市與石鐘山相距約 30 公里。2000 年，
有「江西公路第一橋」之稱的「湖口大橋」建
成通車後，驅車不過二三十分鐘時間。可是，
在昔日沒有大橋的漫長歲月裡，石鐘山與九
江，如隔大海重洋。過往行人與車輛，誰都離
不開渡船。遇到風大浪高，渡船停開，就算到

了湖邊，對岸可望不可即，你也只能乾瞪眼。
30 多年前，我從九江軍分區政治部幹部科幹事
崗位上，調任都昌縣人民武裝部政工科副科
長。一年春節放假，從都昌回九江，軍用吉普
開至石鐘山一側的渡口時，被告知為了安全，
渡船停開。全車人一個個心急如火，卻又無可
奈何。我們只好老老實實在石鐘山附近一家旅
店住下，次日上午才得以過渡，急切切向九江
奔去。
事出有因。名也一樣。但凡人名、地名、山
名、水名，都有各自名稱的「緣由」或「說
法」。石鐘山，石是明擺着的，看得見，摸得
着；鐘也好理解，其基本字義是「金屬製成的
響器」。然而，石是怎樣與鐘「掛鈎」的、
「依據」何在？盡人皆知，只要是山，大都有
石。而偉岸身軀下，激流激盪中的石山、石壁
多了去。比如赤壁，宋神宗元豐五年（1082）
蘇軾謫居黃州時，就曾在《念奴嬌．赤壁懷
古》中感歎：「亂石穿空，驚濤拍岸」，但也
只能「捲起千堆雪」罷了，並不會發出鐘鼓響
聲。唯獨這座小小的石鐘山，竟與「鐘」聯繫
在一起，這讓蘇軾好生奇怪。
在蘇軾之前，探析並認可石鐘山名稱由來的
人有：南北朝時期大名鼎鼎的北魏官員、地理
學家酈道元，他認為石鐘山下面靠近深潭，微
風振動波浪，水和石頭互相拍打，發出的聲音
好像大鐘一般，因此而得名。唐朝詩人、江州
刺史李渤，在石鐘山深潭邊找到兩塊山石，敲
擊它們，聆聽聲音，南邊那座山石的聲音重濁
而模糊，北邊那座山石的聲音清脆而響亮，鼓
槌停止了敲擊，聲音還在傳播，餘音慢慢消
失，便相信自己找到了石鐘山命名的依據。
蘇東坡寫《石鐘山記》時，已年近半百。憑
他的經驗與經歷、名氣和才氣，只要借用前人
的說法，在「約定俗成」的基礎上，順水推
舟，抒發一番感情；借題發揮，生發幾句感
歎，即可大功告成。可是，抱着「事不目見耳
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理念的他，寧可多
費力氣、多吃苦頭，也要探明事實真相。
元豐七年（1084）六月，當蘇東坡送兒子蘇
邁抵達湖口後，寺僧按照讓人「手持斧頭、擇
石而擊」的「老套路」忽悠蘇軾。他臉上堆
笑，可心裡質疑。況且，蘇軾手頭缺少可靠而
必要的佐證材料。倘若閉門造車，寫出來的東
西，華麗自然不成問題，真實難免大打折扣。
這不是蘇軾的文風。怎麼辦？
這天晚上，天公作美，在明亮的月光下，蘇

粵語講呢啲

軾毫不猶豫地和兒子坐着小船來到斷壁下面。
但見巨大的山石傾斜而立，有千尺之高，如同
兇猛的野獸和奇異的鬼怪，陰森森地想要攻擊
人，蘇軾不免有點心驚，正想要回去時，忽然
洪亮的聲音從水上發出，像連續不斷的敲鐘擊
鼓。就連不曾到過這種地方的船夫，也感到十
分驚恐，巴不得快快離開。而求真心切的蘇
軾，卻讓船慢慢地靠近考察。這才發現，「山
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涵淡澎
湃而為此也。」原來，山的下面都是些孔洞石
縫，不知它們有多深，微波沖入其中，水波激
盪因而發出這樣的聲音……
尋根究底、探明緣由後，胸有成竹的蘇軾揣
摩，酈道元的所見所聞，大概和自己的一樣，
可是他描述不夠詳細；士大夫不願意用小船在
夜裡到懸崖絕壁下面觀察，自然沒有誰能知道
箇中奧秘；漁人和船夫，或許知道石鐘山命名
的「由頭」，卻無法用文字來記載。這大概是
世上沒有流傳下來石鐘山得名來龍去脈的真正
原因。於是，他經過一番思考，大筆一揮、灑
脫寫來，記下自己的親眼所見、親耳所聞，藉
此嘆惜酈道元記事的簡略，譏笑李渤見識的淺
陋。就這樣，《石鐘山記》如一朵奇葩，燦然
盛開了。隨着時光的流逝，山，因文聲名遠
揚；文，因山千古流傳。
上月底，我藉前往九江參加戰友女兒婚宴之
機，再次登臨石鐘山。回味經過 900 多年歲月
檢閱的《石鐘山記》、《題西林壁》等蘇軾散
文和詩篇，我的心中，既仰慕他超凡脫俗的文
采，更敬佩他是要約寫真的典範。曹丕講：
「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柳青
說：「作家是以六十年為一個單元的。」由此
想起時下一些「文人」，只圖效率、不講品
質。據說有高產者，一天可碼一兩萬字。閉門
造車粗製濫造，哪裡還有半點蘇軾嚴謹認真的
創作態度；如此這般草率作文，炮製出來的東
西，縱然不是文字垃圾，斷然難成文藝精品。

集體回憶﹕飛仔﹑油脂仔﹑崩仔﹑迷你裙
「飛仔」、「油脂仔」、「崩仔」、「迷你
裙」於上世紀 50 至 80 年代乃被視為一種既「破
格」且「反叛」的象徵。

馬龍白蘭度

占士甸

的「飛仔」、「飛女」差不多，只是在裝扮上依
據 1978 年 在 香 港 上 映 的 一 套 西 片 「 油 脂
（Grease）」中的造型而已。《羊城晚報》於
1982 年 5 月 25 日對「油脂仔」、「油脂妹」下
了定義——油腔滑調（言行浮誇、不切實際）的
早熟青年。

皮禮士利

雲上貴州

雲上貴州
借得東風到貴陽
盡收數據入行囊
萬車聯網九州小
一釀飛天百域香
猶記初心從遵義
何需悟道向龍場
截彎取直開新路
漫步雲端笑夜郎
11 月 16 日，發生了兩件與貴州相關
的事兒，對我觸動很大。
這天，貴州茅台的股價首次站上每
股 700 元，總市值超過 9,000 億元。僅
茅台「飛天」商標，就價值數十億
元。誰會想到，一家單純做酒的國有
企業，在落後的西部地區，而且是在
嚴控公款消費的今天，能做到這樣的
規模！走遍世界，無論國有民有，還
能找到第二家這樣的釀酒企業嗎？
另一件事兒，就是隨同香港 IT 界
「大數據交流團」訪問貴州。從 16 日
開始，兩天的行程安排得很緊湊，聽
取官員介紹情況，與業界座談交流，
參觀大數據中心，考察互聯網企業
等。所見所聞，每每出人意料。特別
是幾家互聯網企業展現出來的嶄新經
營模式和巨大發展潛力，一改我過去
對貴州的印象，而且從根本上顛覆了
「有形之物才是財富」的過時觀念。
貴州位於中國西南部，簡稱「黔」，
古夜郎國之所在。關於這片土地，有兩
個成語流傳甚廣，一個是「夜郎自
大」，一個是「黔驢技窮」。兩個成語

都指向同一方向：貴州人地處偏僻，孤
陋寡聞，自以為是。
有人為此打抱不平。據說，夜郎自
大的故事，本來是夜郎國官員想了解
漢朝使者的級別有多大，以便做好接
待安排。黔驢技窮的驢，則根本不是
貴州的，是「好事者船載以入」。根
據故事，恰恰是勇猛的貴州虎幹掉了
虛張聲勢的外地驢。這個解釋聽起來
很有道理，只是多數人想必都不會較
真，成語該用的時候照用。可見，三
人成虎，掌握話語權是很重要的。
不管成語故事的真相如何，貴州自
古以來都是山高皇帝遠的地方，當是
無疑的。唐人張文昌詩稱「江南惡溪
路，山繞夜郎城」，李白更是感嘆
「我愁遠謫夜郎去，何日金雞放赦
還」。有了這些成語、詩句墊底，加
上「天無三日晴，地無三尺平，人無
三分銀」的民諺烘托，沒到過貴州的
人，對貴州的印象是比較負面的。雖
不如古語形容的那麼極端，大抵也離
不了偏僻落後之類。
時人說起貴州，談資亦顯單調，無
非是茅台的酒，遵義的樓，黃果樹的
瀑布天天流。國外知道貴州的，估計
更少。曾聽一位副省長調侃，說他每
次出國，給外國人介紹情況時，都要
先拿出地圖幫他們找到貴州的位置。
偏偏就是在這樣一個落後之地，近
些年卻走在了時代前列。大數據搞得
風生水起，數博會遠近聞名。當然，
以前與人談起這個事，不乏半信半
疑，多少還有些不以為然。直到此次

訪問，才算是開了眼界。我們走訪的
三家互聯網企業，分別代表了三種業
態：「貨車幫」運用大數據整合傳統
行業，「東方祥雲」直接加工大數據
產品，「白山雲」則是用大數據為其
他互聯網企業服務。這豈不是又形成
了一個新的產業鏈！
眾所周知，大數據本身是不可以交
易的，交易的是數據加工產品。貴陽
市分管互聯網工作的副市長形象地
說：每一片不下雨的雲都是浮雲。怎
樣才能讓浮雲變成積雨雲，進而凝成
雨滴，匯成溪流湖泊，是需要花工夫
的。短短幾年時間，大數據企業的三
種業態都能在貴州落地生根，令人刮
目相看。難怪習主席說：「貴州發展
大數據確實有道理。」
「大扶貧」、「大數據」、「大生
態」被確立為貴州三大戰略行動。抓
住大數據時代的先機，以綱帶目，實
現跨越式發展，或許正是這個生態環
境一流而貧困人口最多的西部省份，
走出的一條截彎取直、後發先至的新
路。貴州，本就是王陽明的悟道之
地，也是中國共產黨革命的轉折之
地。今天，在大數據的土壤上，一個
新的貴州正破土而出。
窮人總喜歡誇耀自己的祖輩有多麼
地闊，富人卻總愛講當年打拚時多麼
落魄。置身雲上的貴州，忙於開採方
興未艾的大數據「鑽石礦」，大概沒
有工夫去考證黔驢來自何方，也不會
去理會夜郎國的種種傳說吧。
莞爾一笑，足矣！

詩詞偶拾
俞慧軍
■

【專欄簡體版】https://leoleung2016.wordpress.
com/

■ 舊書新淘，尤其是禪山人的作
品，難尋。
作者提供

故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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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機頭」中的「頭」的口語讀音是「頭4-2」。
此「孤寒」解身世寒微、貧窮無依，與廣東人解
吝嗇的「孤寒」有別。
「迷你」是「Mini」的音譯，譯法貼切，因該款
裙式可能會「『迷』到『你』」。「迷你」一詞
後被廣泛使用來形容體積細小的東西。

講：《少林寺上的山人》，其意非
說少林寺內有什麼「山人」高手，
而是說當代香港專撰寫少林故事
者，有六位以「山人」作筆名的，
即我是山人陳勁，念佛山人許凱
如，是佛人鄧羽公，同是佛山人又
有筆名崆峒的楊大名，最後一個就
是禪山人。五山人所寫的少林故
事，各有風致，但應以我是山人文
筆較佳，想像力較豐富。
禪山人在《胡亞彪大鬧武當山》
中說，胡亞彪與洪文定聯手，誅殺
了死敵峨嵋派的白眉道人，「此事
已在《洪熙官大鬧峨嵋山》中已詳
為記載，不足再道！」看他的語
氣，彷彿我是山人的《洪熙官大鬧
峨嵋山》為他所寫，致引人推論，
禪山人即我是山人，禪山人是我是
山人另一筆名。
這「推測」應該不對，因從文氣
來看，禪山人那手文白夾雜，與我
是山人的三及第，應不類同。不
過，我是山人亦熟文白夾雜，以此
來寫「禪山人」亦不出奇。待攷。
且看《獨劍入虎穴》這一段，全
是文言+白話文之作：
「片刻雷金引各人返回家中，白
泰官見雷金所居，果然相當寬大，
看其陳設，亦料到雷金家庭之寬裕
矣，雷金即叫家人，紛紛獻茶，微
笑對馬飛曰：『馬老兄，我同你如
兄弟一般，有何事不防（妨）直說
好了！』」
環顧一九四零、五零年代的小
說，大都捧少林為武術正宗，少林
為「反清復明」的英雄好漢，鮮有
作者將少林作為邪魔外道看待，五
山人如是，另一作者朱愚齋亦如
是。不過，這些技擊小說，大都借
少林和群豪的「殼」，各自演說、
敷陳新的故事，我是山人寫的洪熙
官，崆峒寫的洪熙官，當然有所不
同。對了，禪山人有部《洪熙官秘
傳》十八冊，可惜未得目睹，未知
他借「洪熙官」這個「殼」，寫出
什麼故事來。
這都是「借殼小說」！

稼禾在夕陽的孵化中
濡濕了原野斑斕的風景
百靈鳥馱着故鄉的落日
點亮萬戶千家繽紛的燈盞

1
2

近得一書曰《南北派別爭雄傳．
獨劍入虎穴》，著者為禪山人。慣
淘慣看技擊書的人，當知此君在五
十年代，赫赫有名，著作不少，但
始終不知其人身世，殊為遺憾之
至。希望有朝一日，能從文獻或別
人的口傳，得知這山人是誰。
禪山人著作有多少？這書封底列
出共有十六部，每部由一冊至十八
冊不等，並稱為「最新出版名
著」；可見在這十六部之前，應還
有「舊著」，至於有幾多，已難考
證。
這位「著作等身」的山人，其身
世竟然不知，不似我是山人、念佛
山人等輩有名有姓有籍貫，但據其
名而觀，應是佛山人。
這十六部著作，有三部涉及洪文
定：
（一）洪文定飛探白鶴山
（二）洪文定七戰五蠻僧
（三）洪文定三奪明珠劍
洪文定者，據稱是洪熙官之子。
其實，洪文定這人乃我是山人杜
撰，正如倪匡創作之陳真，愈傳愈
烈，反成真有其人了。我是山人與
禪山人乃同期人，「洪文定」的由
來，禪山人當然知道。
年前，我在嶺南大學曾作一演

暮色裡的江南大氣磅礴
翠綠的松竹依山綿延
浩瀚的太湖朦朧成雲煙霧靄
漁舟唱晚的水域飄過白帆煙綠
挺拔的農家樓宇沐浴在霞彩中
裊裊炊煙繚繞着沁人的溫馨
熙攘的集市顫動着迷人的韻律
遠方的遊子獨斟着這酣醉的暢想

「崩仔」的「崩」（朋 4-1）來自「Punk」的
音譯。用「崩」作譯名最適合不過，因「崩」有
「崩壞」，即傳統禮教遭到極大破壞的意思。
「崩仔」和「崩女」最「吸睛」（搶眼，
eye-catching 的直譯）的地方莫過於那頭「雞冠
式」怒髮。由於扮相頗極端和前衛，崇尚個人主
義的「崩文化」當時在香港不算流行。
「MK 仔」、「MK 女」指那些打扮有點不倫
不類，經常在旺角（'M'ong 'K'ok）流連的年輕
男女，當中有一部分可能有黑社會背景。
一直被視為開放的西方國
家，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對女性
的服飾仍持保守態度。特色為緊
身和超短的「迷你裙 3」（Mini
skirt）的出現引起社會上廣泛的
議論，以及衛道之士口誅筆伐。
然而，這種裙式沒被打倒，反而間接推動了女性
爭取權益的步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黃仲鳴

■江 鄰

詩語背後

儘管山輝川媚歲月不再陌生
也許四季的征途上開遍了鮮花
可遊子的憧憬永遠定格在故鄉
那一聲聲抵達心靈的纏綿鄉音

活躍於上世紀 50 年代的馬龍白蘭度（Marlon
Brando）、占士甸（James Byron Dean）和「猫
王」皮禮士利（Elvis Presley）在影片和日常生
活中蓄了一個很特別的髮式——額頂上有一團頭
髮伸出，活像飛機的頭部。香港人戲稱這種髮式
做「飛機頭 1」。當年全球的年輕人除對這種髮
式趨之若鶩外，連帶被視為「飛機頭」先驅的占
士甸在影片中的不羈行為也被刻意模仿，對年輕
一代造成極不良的影響。
據聞當年有電影從業員來個順水推舟，叫這類
蓄「『飛』機頭」的不良青年做「飛仔」、「阿
飛」或「飛型青年」。對於那些喜與「飛仔」為
伍的女孩，人們就會叫她們做「飛女」。如此看
來，這就是為何 1957 年在香港上映的一套由占
士甸擔綱主演，探求青少年犯罪問題的美國電影
「Rebel Without a Cause」的中文譯名叫《阿飛
正傳》了。當年，台灣和中國大陸對該影片分別
譯作《養子不教誰之過》和《無因的反叛》；在
切合內容方面，對比香港的譯名，可說大為失
色。
不同年代，「不良青年」有着不同代號——
上世紀 60 年代，叫「飛仔」、「飛女」；上世
紀 70 年代末叫「油脂仔」、「油脂妹」；上世
紀 80 年代初叫「崩仔」、「崩女」；千禧年起
的叫「MK 仔」、「MK 妹」。無論是哪個年
代、哪個稱號，這類年輕人均不離標新立異、連
群結黨、離經叛道、玩世不恭、不務正業、頹廢
沉淪的特性。他們着實打破了傳統框框，且在某
程度上給時代注入了另類動力。
舊時有人形容鄉下人「一腳牛屎」（未見過世
面），於是有人叫在鄉間或從鄉間出城充「阿
飛」的做「牛屎飛」。「阿飛」大部分來自草根
階層，因而周時「仙都唔仙」（缺錢），人們叫
這類沒錢使的「阿飛」做「寒飛」；「寒」者，
「孤寒 2」也。
在性質上，「油脂仔」、「油脂妹」與早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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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山人是誰？

■ 遊人乘船在遊覽石鐘山
遊人乘船在遊覽石鐘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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