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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東有片山，名字叫灰千
濃霧千峰鎖，清流百澗喧
雲深埋野徑，冰冷噎幽泉
隱約土司寨，唯餘老杜鵑

灰千梁子，是一座山的名字。位於
重慶市黔江區東部邊緣，屬武陵山
脈。南北走向，北端直距黔江城區16
公里，咸豐縣城33公里，南端直距酉
陽縣城36公里。
戊戌年正月初三，微雨，與家人遊

灰千梁子。從黔江五里林場出發，急
上緩下，抵達酉陽大阪營後，折向咸
豐荊竹溪，結束整個行程。出發時，
幸遇幾個老鄉去大阪營上墳和走親
戚。與他們同行，不但避免了走冤枉
路，沿途聽他們介紹當地的歷史掌
故，風土民情，很有意思。
「灰千」二字從何而來，不得而

知。在武陵山區的語境中，「灰」作
為一種顏色，通常用於形容天色。山
區霧多，每有灰濛濛的感覺。灰千梁
子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溝壑縱橫，
層巒疊翠，立體氣候特徵十分明顯，
而且雨量充沛，長年濃霧瀰漫。這大
概就是「灰」的來歷。
「千」作為一個量詞，常常不是實
指，而是言其多。灰千梁子岩溶發
育，千峰突兀。山體按海拔可分為三
級，即海拔500米左右的細沙河河沿
平台，海拔1,400米左右的旗號嶺高
原平台，以及海拔1,800米以上的高
山大嶺。以大灰千、小灰千為代表的
1,800米以上的高峰，就有六座。以
旗號嶺為代表的二級平台上，則分佈
着近200個山丘，星羅棋佈於高山草
甸之中。
灰千梁子植被好，森林涵水能力

強，峰迴路轉之間，百溪千瀑，潺然
轟然。這是地球上同緯度地區森林面
積最大，生態保存最完好的神秘地
帶。沿樑脊從北至南，分佈着六片原
始森林，俗稱「六大迷盆」。迷盆內
地形複雜，山丘密佈，入則不辨東西
南北。典型者如皮峰頂，俗稱「24個
豬肚子」，即盆內有24個山丘，形狀
相似，鑽進去就不容易出來。還有一
處迷盆被稱為「亂堡」，1964年，黔
江林業局一名工程師在這裡迷失方
向，遊走其間三天三夜，黔江派出多
人尋找未果，第四天他隻身從酉陽大

阪營出來了。
如果說「灰千」是狀其神秘多姿，
「梁子」就比較好理解了，應該是指
山梁子。但「梁子」通常要比「山」
低矮，對於這座擁有眾多千米以上峰
巒的大山脈，不稱「山」而稱「梁
子」，應該是有原因的。我首先便想
到了「屏障」。灰千梁子上的一些地
名，讓人浮想聯翩，比如旗號嶺、升
旗寨、插旗壩，以及大阪營、坪壩
營。這些地名都是用兵遺蹟，顯然不
是指向世外桃源，而是指向戰火硝
煙。想來，要麼是歷代土司在這裡耀
武揚威、爭疆掠地，要麼是各路官軍
在這裡紮寨安營、鎮遠撫邊。
可問題是，國之用兵通常是在邊

疆，地處中國腹地的武陵山區何以成
為邊防重鎮？武陵山脈縱橫渝鄂湘黔
四省，綿延10萬平方公里。這一大片
山體區域，儘管自秦漢以來就在中國
歷史地圖上用同一種顏色標示，但實
際上並未納入中原王朝的直接統治。
朝廷在這裡採取了一種傳統的、針對
蠻夷的所謂「羈縻」政策。領受冊封
的土司政權，在繳納貢賦、提供兵員
之外，保持着事實上的獨立地位。
冉、楊、田、彭等土司家族，長期在
這片土地上逐鹿爭霸。湘西彭氏自五
代後梁時起，歷經宋、元、明、清，
到雍正「改土歸流」為止，世襲統治
竟延續了818年。這樣長的年頭，在
中國歷朝歷代中，只有周朝堪與其
比。還有一個彭祖八百歲的典故，若
指夏商時代的大彭王國八百年而亡，
亦算一例。
土司政權之所以存在，有一個客觀
原因，就是自秦統一中國以來，以巴
人後裔為主體的「武陵蠻」在這片區
域自成系統。直到明清時期，黔東南
和湘西交界處仍有一片不受官府管轄
的「生界」，史稱「千里苗疆」。周
邊則是土司轄地，充當了中原王朝的
邊戍。為了防範牽制土司，朝廷在各
個土司轄地附近設立了密集的衛所、
軍屯，形成犬牙交錯、相互遏制的局
面。清雍正年間，在大規模削除土
司、任用流官的同時，以鐵血手段
「屠苗闢疆」。短短十來年，燒毀寨
子 1,000 餘座，屠殺生民 30餘萬，
13,600 多人被發配為奴。戰事平息

後，這片新征服的土地，與平叛準噶
爾後的西域並稱「新疆」，貴州西南
部則設立了新疆六廳。
以前讀沈從文的《邊城》，不明白

湖南的花垣、鳳凰一帶何以被稱作
「邊城」。後來，在鳳凰縣看到了縱
貫全境的明清邊牆，即所謂「南方長
城」，看到了沿邊牆一線由密集的堡
寨、哨卡組成的複雜防禦工程，方才
明白這一帶確曾是「極邊之地」。所
以，偏僻並不全是地理上的，有時亦
指政權所及的範圍。
灰千梁子等褶皺山脈在西北，鳳凰

邊牆蜿蜒380餘里在東南，兩者遙遙
相對，似兩道巨大的屏障，隔絕出一
片化外之地。這裡長期游離於中原文
明之外，但自有它的文明軌跡。遠可
見陶淵明的《桃花源記》，近亦有沈
從文的《邊城》。即便如灰千梁子這
等蠻荒僻壤，亦存古商埠及冶煉銀、
銅、鉛、鋅礦的遺址。梁子中部有一
片開闊地，隱約可見乾涸的高山湖
泊，名曰「爛泥湖」，尚餘古渡口遺
蹟。兩側群峰對峙，一邊山形似鼓，
一邊山形似排，當地民諺唱道：「石
鼓對石排，乾溪水不來。如果乾溪水
來了，金銀都用槓槓抬。」
濃霧下，滄海桑田。昔日土司城的

殘垣斷壁處，百年野生杜鵑正綻放新
蕾。灰千梁子的神秘面紗逐漸揭開，
周邊省份都在發掘它的旅遊價值，一
些旅遊介紹文字已稱其為「重慶的阿
爾卑斯山」和「中國最美的森林氧
吧」。
不過到目前為止，灰千梁子總體上

還處於養在深閨人未識的狀態。或
許，對廣大驢友來說，尚未充分開
發，正是先睹為快的好時候。
山風時緩時疾，溪水半融半凍，細

雨若有若無。我們一路翻山越嶺，穿
林過坡，但見古木虯枝橫斜，高山草
甸綿延，千峰霧鎖，百溪冰噎。路程
不算遠，但泥濘之中覓路前行，不時
要停下來刮掉鞋上的草屑淤泥，才邁
得動腿，人不吃虧鞋也吃虧。好在心
情始終是大好的，真個是：

山高我輩為峰
談笑泥濘覓蹤
且問諸君何往
黔江酉陽咸豐

饒宗頤（1917—2018），字固庵，號選
堂，廣東潮安人，是一位學術範圍廣博、享譽
海內外的學界泰斗和書畫大師，在傳統經史研
究、考古、宗教、哲學、藝術、文獻以及近東
文科等多個學科領域均有重要貢獻。
2月6日凌晨，饒宗頤在香港仙逝，享年101

歲。2月7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
近平對饒宗頤先生的逝世表示悼念，對其家屬
表示慰問（見 2月 9日香港《文匯報》頭
版）。饒宗頤與廈門頗有緣分，且十分關注福
建以及閩南文化。不知是機緣，或者是巧合，
幾天前，《「絲路行者」饒宗頤教授書畫作品
展》在廈門華僑博物院隆重開幕。此次展出，
從2月1日至3月31日，在豐富人們節日期間
文化生活的同時，也為市民提供了一個觸摸文
化根脈、提升藝術修養的好去處。
元宵節前，一個春風拂面、暖陽高照的下
午，我和老伴在女婿的陪同下，專程前往位於
廈門市峰巢山西側的廈門華僑博物院觀展。這
是我第一次走進華僑博物院，自然要多加觀
察、多看幾眼。進得院內，最先吸引我眼球
的，是兩大塊臥在地面的岩石。正對博物院主
樓大門的那塊岩石上，刻着「天下為公」四個
紅色大字；其右側約10米處，一塊「心」形
岩石上，刻着康有為題寫的「勿忘故國」。端
倪須臾，我忽地悟出其背後的潛台詞：海外華
僑愛國之心堅如磐石、千秋不變。
廈門華僑博物院，面積不大——佔地5萬平

方米、主樓建築面積4,000多平方米；意義不
小——既是一座以華僑歷史為主題的綜合性博
物館，也是迄今為止中國唯一的僑辦博物館。
1956年9月，由已故愛國華僑領袖陳嘉庚倡
辦；1959年5月，正式對公眾開放。這座用優
質潔白花崗岩砌成的宮殿式大樓，被著名的英
籍女作家韓素英譽為「世界上獨一無二的華僑
歷史博物館」。
這次「絲路行者」書畫作品展，展出國內外
多位資深藏家貢獻的100幅饒宗頤教授書畫作
品。為方便觀眾欣賞，作品佈展在主樓二樓、
三樓兩個大展廳內。在進樓之前，我就注意
到，慕名前來參觀的市民、遊客，三五成群，
絡繹不絕。不說爭先恐後，也是步履匆匆。看
得出來，都懷有一個共同心態——先睹為快。
也難怪，它們已成大師遺墨，更顯珍貴。在二
樓展廳入口處的《前言》中，有這樣一段文
字：「饒宗頤教授是一位有着重大國際影響的

德高望重的學術大家，其學術研究和藝術實踐
與海外的華僑華人有着密切聯繫，特別是饒宗
頤教授着力宣導僑批文化的研究，對中外文化
交流作出了突出的貢獻。」而《羊城晚報》則
在《世間已無饒宗頤 天上又多文曲星》中寫
道：錢鍾書說他是「曠世奇才」，季羨林稱他
是「心目中的大師」，金庸說「有了他，香港
就不是文化沙漠」，學術界尊他為「整個亞洲
文化的驕傲」。可想而知，能夠在「家門口」
欣賞到這樣一個「文曲星」的書畫作品，自然
是一種幸運。
我們原以為，100幅書畫作品，應該用不了

太長時間。不想，步入展廳後，人就像置身強
力磁場中一般——動得了嘴、邁不開腿。慢慢
欣賞，默默思考。直到院方工作人員開始「清
場」了，這才戀戀不捨地離開。在我這個「準
書法愛好者」看來，此次展出的饒宗頤作品，
題材豐富，技法獨特。他的書法，從唐代顏真
卿入手，受多位名家之熏陶，形成自己獨有的
風格，在字裡行間展露無遺。如，其中一對條
幅，「搔癢不着讚何益」，「入木三分罵亦
精」，十四個字裡，融入了隸書、篆書、行書
等多種字體。而「磨劍十載」「結交四方」條
屏，則折射出先生的鑽研精神和為人準則。他
的繪畫，縱筆自如，堪稱「從心所欲不逾
矩」。一幅蘭花，寥寥數筆，便把蘭花的氣質
風貌勾勒出來，上方的題款為「莫道眾芳多蕪
穢，有根終不若無根。」我發現，在展出的饒
宗頤作品中，既有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也
有年近百歲時創作的。其中，一幅鍾馗畫，以
及巨幅書法，尤為引人注目，折射出其長盛不
衰的藝術靈感和創作活力。
有道是，一專多能。但凡專家學者，可以在

某一領域，術有專攻、學有所長，而饒宗頤除
了書畫，在歷史學、考古學、人類學、近東文
明以及藝術、文獻等多個學科領域均有精深研
究。60多年間，他先後出版了專著60多部，
發表論文近500篇，著述多達數千萬言。在許
多陌生的領域開荒播種，創造了多個研究領域
中的「第一」。饒宗頤生前曾經坦言：「其實
我寫文章也很辛苦的，靠忍耐，靠長期的積
累。我有一個特點，就是寫出來的東西不願意
馬上發表，先壓一壓。我有許多文章是幾年前
寫的，有的甚至有十幾年、二十幾年，都不發
表。」浙江大學教授、浙江大學歷史文化遺產
研究院院長曹錦炎先生，給出的「答案」是：

這主要源於他對自己有明確的定位，「在名利
誘惑頗多的時代，饒宗頤始終將自己定位為一
個學者，並最終成為了多個領域的大家。」我
理解，這大概與他「磨劍十載」的意志不無關
係。天道酬勤。2009年，饒宗頤先生成為首
位獲聘為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的香港學者。
2011年，96歲高齡的他，出任西泠印社第七
任社長，更是傳為佳話。在三樓展廳入口處，
兩幅照片引人注目。一幅是，2015年4月27
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與饒宗頤教授在中南海
紫光閣會面；另一幅是，2010年8月6日，國
務院總理溫家寶與饒宗頤教授在北京中央文史
館會面。而從展廳中《饒宗頤教授學術年表》
上可以看出，用「碩果纍纍、光環多多」來形
容他，是恰如其分、毫不誇張的。
這次書畫展，冠以「絲路行者」之名，可謂

名副其實。饒教授不單是蜚聲海內外的「絲路
行者」，而且是最早提出「海上絲綢之路」的
學者。據《海西晨報》報道，饒宗頤是中國海
上交通史、進出口貿易史、海外移民史、文化
交流史等諸多研究領域的翹楚。早在1974
年，他就在一篇關於「海上絲綢之路」的文章
中寫道，在西北方向的西域，有一條「絲綢之
路」，它是中外文化交流的橋樑與紐帶。而在
海上，還有一條「絲綢之路」，那便是「海上
絲綢之路」，從時間上看，海上的「絲綢之
路」或許會更早。
著名僑鄉廈門，自古就是中國人走出國門的

重要門戶，有着深厚的人文歷史底蘊，中外文
化在這裡交融並蓄，造就了廈門開放包容的性
格和海納百川的氣度。而饒宗頤先生則是一位
藝學兼修、博古通今、學貫中西、蜚聲國際的
大學者。他生前在介紹自己做學問的方法時
說：「學問要『接』着做，而不是『照』着
做，接着便有所繼承，照着僅是沿襲而已。」
無論是他豐碩的研究成果，抑或是他嚴謹的治
學態度，都是令人肅然起敬的。他生前最後一
次書畫作品展在廈門舉辦，對廈門市民而言，
是一件幸事；對饒先生來說，是一件好事。我
相信，假如饒宗頤教授九泉有知，一定會感到
欣慰的。

夜讀王宏志的《本土香港》（香
港：天地圖書，2007年 3月），喜
甚。如〈「借來的土地，借來的時
間」：香港為南來文人所提供的特殊
文化空間〉、〈「竄跡粵港，萬非得
已」：論香港作家的過客心態〉等
篇，分析透徹，擲地有聲。
王宏志論王韜，指他流亡香港，實

非得已，對香港的日常、香港的華洋
雜處，他都看不順眼，「把香港繪畫
成一處跟化外的蠻夷之地沒有多大分
別的『荒隅』。」「很明顯，在上
海，王韜以『華』的立場來觀照
『夷』；在香港，他以『中原』的立
場來觀照『邊緣』。」由王韜逃來香
港，和在香港的言行、心態，王宏志
歸納為一個所謂「王韜模式」：
「誠然，在近代中國來說，王韜的

經歷是一個特例，但他的個案卻成就
隨後一個多世紀裡一個頗為完整的南
來文化人模式，我們甚至不妨稱之為
『王韜模式』，當中包含了以下的幾
個元素：一、因政治因素而被迫離開
中國內地，南來香港，尋求護蔭；
二、以中原文化心態觀照香港文化的
邊緣位置，深感不滿；三、在香港受
到西方文化的衝擊，思想上跟內地人

士有所不同；四、利用香港特殊空間
從事各種各樣的文化活動，發表作品
和言論，以尖銳的言詞及其他形式向
祖國『喊話』；五、仍然希望『落葉
歸根』，離開香港，返回故鄉。」
王宏志說，在一百五十五年的殖民

歷史裡，香港接收過大量的南來文化
人，他們以不同的形式，在不同的程
度上體現了這「王韜模式」。王韜晚
年得到清廷特赦，終於得回上海。但
一九四九年末至五十年代初在港的一
班文人，卻無此「幸運」，有不少仍
懷着「我是過客」的心態而終老香港
的；屈指數來，有徐訏、李輝英、司
馬長風等；有些則短留香港後，奔赴
台灣，如趙滋蕃、成舍我、南宮搏
等。香港並不是這些「中原人」的歸
所。
香港是王韜的「避風港」，但他對

香港「鄙視」之至：
「至香港一隅，蕞爾絕島，其俗素
以操贏居奇為尚，而自放於禮法，錐
刀之徒，逐利而至，豈有雅流在其間
哉！地不足遊，人不足語，校書之
外，閉門日多。」
生性風流的王韜，是否甘於做個

「宅男」？非也，他來港不久，便
「慕名」而至石塘咀煙花之地，一嘗
「絕島風情」；其後，由港而扶桑
遊、歐遊，俱領略了異邦豔姝的風
韻。有論者說，王韜的思想大開，得
之在香港二十三年；多接觸西化，眼
界頓闊，成為他變法思想的主要源
流。
不過，我在課堂講述王韜時，常予

無情批評，非詆其風流，而是指他性
格有所缺憾，是個沒有骨脊的文人。
當初，太平天國打至江蘇時，他上書
清廷，提攻守之策，不為所納；其後
天兵勢盛，他又為之籌謀，化名「黃
畹」上書天國，提攻取之法；卻為清
廷知悉緝捕，得洋人之助，落難香
江。想不到，這個難民，在香港成全
了他的事業。
唯有此遭遇，才有了所謂「王韜模
式」。

由於「三加六」等於「九」，「九」、「狗」
諧音，廣東人就以「三六」作為「狗肉」的代
稱。據說，「炆狗肉」時發出的香氣逼人，有着
不可抗拒的誘惑，所以「狗肉」也叫「香肉」。
民間就流傳了以下的俗語：

三六滾一滾，神仙企唔穩
聞到狗肉香，和尚也跳牆

說到和尚吃狗肉，廣東人有以下歇後語：
和尚食狗肉——一件係咁，兩件又係咁

出家人有「八戒」，第一戒是不殺生，即不吃
肉。吃了一件狗肉就是破戒；戒既破，再多吃一
件甚至多幾件也無傷大雅了，正是：

一件污，兩件穢，三件冇所謂
就是說，既然不做都做了，就索性繼續做下去。
示例1：
輝仔友：輝仔，你女友去咗旅行，今晚北上預埋你！
輝仔：老老實實，以後都唔使預我嚹！
輝仔友：唓，扮晒嘢，上次你咪玩得好開心嘅！
輝仔：我應承自己，唔會再做啲背叛婷婷嘅嘢嘅！
輝仔友：正所謂「和尚食狗肉，一次污，兩次穢，三次
冇所謂」，唔好以為今次唔上就表示你清白！
輝仔：既然係咁，就當我頭先冇講過，預埋我喇！
在香港，吃狗肉是違法的，「女人狗肉」當然
不在此限。所謂「女人狗肉」，其實是番石榴的
一個品種——「胭脂紅」。從醫學的角度，「胭

脂紅」含多種人體所需的物質，
適合孕婦食用，不失為女人的補
品。「胭脂紅」果肉鮮紅，看上
去似狗肉，且人們把狗肉看成補

品，就有了「女人狗肉」的稱號。舊時，廣州人
戲稱女人對「胭脂紅」的鍾情之於男人對「狗
肉」的狂熱。
「夏至」是廿四節氣之一。此日的到來意味着

炎熱的夏天即將開始。有人說，「夏至」前後，
狗剛好換毛，肉質肥嫩之餘吃了又不會上火，所
以「夏至」來臨最適宜吃狗肉。也有人說，「夏
至」過後，農民在收割和耕種時需要相當體力，
吃狗肉能得以補充。民間就流傳了以下一個歇後
語：

夏至狗——冇埞走/冇得走
「冇埞走2」是無處可逃的意思。「夏至狗」無處
可逃的原因是全數的狗被擒，然後供人口腹之
慾，而非根據一本「地道廣州話用語」字典中所
指的「夏至天氣炎熱，狗很怕熱，無處去」。
民間流傳，在「夏至」當日吃狗肉，身體就能
抵抗西風的入侵，所以就有以下的說法：

食咗夏至狗，西風兜路走
話時話，以下歇後語也有「冇埞走」之意：

蛋家婆打仔——飛唔得上灘/睇你走得去邊
「蛋家3」指水上人家/船民，「灘4」指灘岸。
「蛋家人」住在船上，被打的頑皮小孩不能像陸
上般的輕易奪門脫身，只可由船頭跑到船尾、由
船尾跑到船頭，或許可試圖跳上岸；可茫茫大
海，灘岸何處尋，到最後還是逃不了被其「蛋家
婆」母親打的厄運。
示例2：考嚫試，阿媽就「菢5」咗響度，我就成隻「夏
至狗」咁，冇埞走喇/「十足蛋家婆打仔」咁，走得去
邊吖，咪疊埋心水，專心喺屋企溫書囉！
「死狗」就是死了的狗，不可能再發惡了。
「扮死狗」指你不是死狗卻故意裝扮成死狗模
樣，以表示再沒殺傷能力，也暗示了向對方服
從。在此情況下，對方很大機會不把你放在眼
內，當前緊張氣氛立刻舒緩下來。
示例3：佢出名怕老婆。老婆一出聲，佢就即刻「扮死
狗」，縮埋一二角。佢話撩起佢把火會好麻煩喎！
「扮死狗」可視為一種權宜之計，使對方對己

疏於防範，然後伺機作出反擊。
示例4：做乜嘢都要識得睇風頭，人哋來勢洶洶，咁你
咪「扮死狗」避下風頭，正面衝突，冇着數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陀」，粵方言用字；本字為「馱」，有負載的

意思；這裡指懷孕。
2 「埞」，讀「deng6」，「地」的借字。
3 「蛋家」中的「蛋」，讀「但」或「鄧」；本字

為「蜑」，古同「蛋」。多數人都寫「蛋家」。
4 習慣上，「灘」讀「炭」，也有讀「壇」。
5 「菢」，同「抱」，讀「部」，本意為孵，鳥伏

卵，現借指停留在某處一段頗長的時間。
【專欄簡體版】https://leoleung2016.wordpress.
com/

■黃仲鳴

王韜模式

三六．女人狗肉．夏至狗．扮死狗 灰千梁子

歷史與空間 字裡行間

■江 鄰■梁振輝香港資深出版人

■張桂輝

粵語講呢啲 詩語背後

饒宗頤生前最後的個展

■廈門華僑博物院。 網上圖片

■這書多篇文章分析透徹，擲地有
聲。 作者提供

輝仔：婷婷，睇你呢排面青青，補下好喎，女人唔
補，好易老㗎！
婷婷：咁又係，咁點補呀？
輝仔：男人食「三六」，你就食「女人狗肉」喇！
婷婷：吓，我食素個噃！
輝仔：咪誤會，我講嘅係「番石榴」咋！
婷婷：咁乜得叫「女人狗肉」呀？
輝仔：唔知噃，不過阿媽話「陀1」我嗰陣就係食
咗「女人狗肉」先至生得我咁肥肥白白咋！雖然你
唔係「陀仔」，我估食咗都唔會衰得去邊嘅！
婷婷：其實狗公認係人類嘅忠誠朋友，點殺得落
手、食得落口㗎！
輝仔：弊就弊在啲狗肉實在太香囉！
婷婷：咁都唔可以攞嚟做藉口㗎！
輝仔：食狗呢家嘢，係民間嘅傳統，好似廣西玉林
市咁，咪曾經喺「夏至」嗰日搞咗個「狗肉節」
囉！網上流傳，嗰排幾乎全市嘅狗都畀人殺晒！
婷婷：啲動物保護人士唔嘈到拆天至奇！
輝仔：啲人話「死狗」食起嚟冇
咁原味，咁「扮死狗」或者可以
逃過大難啩？
婷婷：鍾意食狗啲人，真係話知佢死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