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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文興

天下奇觀五龍潭
趵突騰空天下奇，其實五龍潭的清雅幽靜
深碧靈動，何嘗不是一種天下奇觀呢？
五龍潭及依泉潭而建的公園，有獨特的風
韻。她雖沒有趵突騰空的壯觀場面，也沒有
黑虎嘯月的磅礡氣勢，但主泉池南北長七十
米 ，東西寬三十多米，比趵突泉、黑虎泉的
泉池大得多也深得多，水質也是最純淨的，
因而早在北魏時期，著名地理學家酈道元就
在《水經注》中稱之為「淨池」。
初春的一天早晨，我徑直來到「淨池」
邊，第一縷春風徐徐撲來，吹皺一池春水，
水面上蕩起輕輕漣漪，微波細瀾中，倒映着
春色第一枝——剛剛吐翠的垂柳，柳枝搖
曳，輕煙淡霧，薄薄的晨霧，在溫柔碧藍的
水面上輕輕地升騰，猶如妙齡姑娘身披的白
紗，為五龍潭增添了幾分神秘，幾多溫柔。
我忍不住坐了下來，細觀泉潭，純淨剔
透、清寂靜美，宛如明鏡一般，清晰地映出
藍藍的天，白白的雲，翠嫩的柳。柔情似
水，蒸騰出幾多夢幻和迷離，令人神往遐
思。我情不自禁地吟誦起當代著名詩人孔孚
在《泉邊》中的詩句：「掬一捧泉水，洗一
洗眼睛，心也綠了！」
沿着潭邊的小道信步，南岸，裊裊娜娜的
春柳；東岸，透、瘦、漏、皺的太湖石假
山；北岸西頭，田園般的小河和小石橋；西
岸，渾樸風情的亭台樓閣；嫩綠的草坪，青
翠的竹林，金黃的迎春花，一一呈現。慢慢
走，彷彿在月宮裡散步；細細品，光陰裡的
故事傳說。自古以來，五龍潭流傳着許多神
秘的傳說。
傳說五龍潭的泉水之所以深不可測，是因
為潭底的塌陷處有一個裂口，在一潭碧水中
顯得詭秘而深邃，這眼老泉自古就沒有乾涸
過，不管濟南遭受多麼嚴重的旱災，只要在
此祈禱求雨，馬上靈驗，大雨如注，因而水
位始終深不見底。
北魏以前，大明湖就在今五龍潭以北一
帶，五龍潭與大明湖是相連的。後來，滄海
變桑田，五龍潭與大明湖分開，形成了一潭
獨立的清泉。酈道元在《水經注》中記述，
濼水「北為大明湖，西即大明寺，寺東、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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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面側湖，此水便成淨池也。池上有客
亭。」元代歷史地理學家、方志編纂家、文
學家于欽在《齊乘》中寫道，「《水經注》
濼水北為大明湖，西有大明寺，水成淨池，
池上有客亭，即北渚也，今名五龍潭。」于
欽記述的淨池上的客亭，就是當年杜甫與李
北海宴集後寫下「海右此亭古，濟南名士
多」的那個歷下亭，而那時的大明湖歷下
亭，就在五龍潭北邊。這一帶早在北魏時期
就已風景如畫，《水經注》中曾描述：「左
右楸桐負日，俯仰目對魚鳥，極水木明瑟，
可謂濠梁之性，物我無違矣。」只是在北魏
之時，這一帶還不叫五龍潭。五龍潭之名的
出現，是因為元代在潭邊建廟，內塑五方龍
神。所謂五方龍神，就是陰陽五行風水學上
指的東西南北中、青赤黑白黃五方土地之龍
神，掌管着五方龍脈，五龍潭從此才得名。
後來，歲月的風霜，使廟宇不復存在，但五
龍潭這名，卻流傳了下來。《歷乘》即歷城
縣志的最早編纂者、明代歷城著名文人劉
敕，曾在《五龍潭》一詩中以傳神的筆觸描
寫道，「傳是蛟龍宅，龍潛何處尋？壇中台
殿古，門外石潭深。樹密雲常合，亭高日半
陰；坐來水色淨，聊可空人心。」清代濟南
詩人朱照在《錦秋老屋稿》曾記述，「古淨
池，神潭，莫能穿其底。好事者建小廟於潭
邊，塑五神像，乃曰五龍潭。小神者，龍神
稱謂之詞，非小廟也。」
五龍潭還有更為神秘的傳說。這裡曾是唐
代開國名將、齊州歷城人秦瓊的府第。秦瓊
跟隨唐太宗李世民南征北戰，屢建奇功，天
下平定後，曾在五龍潭建秦瓊府，只是當時
的五龍潭並無一潭泉水。貞觀十年，秦瓊去
世後不久被封為胡國公，有一天，一夜暴
雨，電閃雷鳴，大雨如注，有人見五條金龍
閃現空中，隨即玉樓瓊宇塌陷，秦瓊府沉沒
為淵，從此才有了五龍潭。元代濟南文學家
張養浩在《復龍祥觀施田記》中寫道：「五
龍潭，聞故老言，此唐胡國公秦瓊第遺址。
一夕雷雨，潰而為淵。」
有着千年神秘傳說的五龍潭，集千種嬌
媚、萬般風情於一身。公園內的二十六處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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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個個嫵媚空靈，嬌柔多姿，有的如緞帶
般的纏繞，有的似輕煙般的飄渺，或如碎石
般飛濺，或似明鏡般的清幽。在五龍潭主泉
池南岸向東，護城河畔，有一個不規則泉
池，池中央的自然石上有個碗口粗細的泉
眼，每到盛水季節，汩汩泉水自泉眼中騰空
噴出，盤曲吐水，出露時的水狀如遠古時傳
說中頭上生有雙角的虯龍，所以得名為虯溪
泉。旁邊是月牙泉，初春的她已失去青春期
的綽綽風姿。月牙泉要想生機勃發，大約在
秋季。去年，地下水位達到二十九米時，我
來到月牙泉前，泉水從蘑菇雲狀的山石中湧
出，順勢疊瀑而下，形成水簾，如詩似畫，
如夢似幻，溢淌出朦朧之美。
五龍潭的美，不僅在於那些神秘的傳說，
更在於深厚的文化底蘊。清代著名學者桂馥
曾在泉邊建有潭西精舍，邀集各方文人雅士
吟詩賦詞，成為芳華薈萃的文學百花園。建
潭西精舍時，碰巧挖出了一眼新泉，汩汩噴
湧，水勢甚佳，狀如冰壺，桂馥甚感幸運，
大喜過望，大宴賓客，請眾人為該泉起名，
來客都順着七十二名泉的名字套路模式起
名，有以泉的形狀命名的，有以泉的顏色起
名的，有以泉的味道起名的，無論文人們如
何挖空心思，都難落俗套，因而桂馥均不滿
意。最終，別出心裁，親自起名為「七十三
泉」，使人更易記憶。他還為此名賦詩一
首：「名泉七十二，不數五龍潭。為勞算博
士，籌添七十三。」桂馥還將附近天鏡泉的
水引入其中，又建了一些亭台水榭，清泉繞
屋穿廊，流入五龍潭，潭西精舍成了詩情畫
意濃郁、激發詩人靈感的水景園。
歲月的滄桑使潭西精舍不復存在，但在與
它原址遙相對應的五龍潭公園南門東側，原
東流水街105號中共山東地方執委會秘書處舊
址，一座古式的二層磚石小樓，掩映在青松
翠竹之中，成為傳承紅色文化的神聖園地。

■ 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

雞仔：白鴿仔，你踩屎喇！
白鴿仔：雞仔，你都知我係白鴿嚟㗎喇，「對眼生響
額頭度」吖嘛，地下有嚿金都睇唔到喇！

X

「白鴿」的
一雙眼睛長在
兩額側，視線
自然向上。狗
站立時的水平
視線只及一般人的下身，屬一個低的高度。由此
可知上述情況都是歸咎於牠們於正常狀態時的視
線，即是：
白鴿眼，朝上不朝下；狗眼，朝下不朝上

兩者的「朝上」、「朝下」有其分別。對「白
鴿」而言，「朝上」和「朝下」分別指媚諂權貴
與鄙視卑下；對狗而言，則分別指看得起與看不
起，所以兩者的行為大致上是相同的。據此，也
有人用以下言詞來形容那些瞧不起人的人：
對眼生響額頭度；生咗對狗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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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青追夢神州之旅
適逢兩會赴京津
驚蟄一來萬物欣
華夏風雲方際會
香江才俊正青春
相邀北上尋機遇
且待他年報捷音
斗轉星移多少事
期期不忘是初心
今年 3 月 5 日全國人大會議開幕當
天，北京芳草地舉行了一場青年座談
會。65 名「港青追夢神州之旅」參訪
團成員，與 30 餘名在北大、清華就讀
的港籍大學生，十幾名出席全國兩
會的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
以「國家發展戰略與香港青年機遇」
為主題，展開了熱烈討論。
座談會吸引了 20 餘家港澳、內地和
國外媒體，報紙、電視、網絡爭相報
道和評論，一時成為熱議。林鄭月娥
行政長官在會上講的一個觀點引起高
度關注：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不
能只是政府和商界的融入，廣大青年
的融入是不可或缺的。
的確，青年的融入，既有實際價
值，也有象徵意義。想當年，改革開
放大潮初起，深圳特區應運而生。從
羅湖橋北上的年輕港客，帶去的不僅
僅是資金，也帶去了觀念和風尚。甚
至他們的着裝，墨鏡西裝喇叭褲，一
度成為開放和時髦的標誌。港人抓住
內地改革開放的機遇，利用國家對外
資外商的政策優惠，跨過深圳河，到
神州大地發展，成為 40 年來沒有中斷
的一道流動風景線。北上港人大致分
為三批：一是地產商，隨着內地資產
大幅增值，賺得盆滿缽滿；二是實
業家，利用內地廉價勞動力開辦紡織
廠、玩具廠、紙板廠、沙發廠等等，
也卓有成就；三是專業人士，發揮自
身特長，提供專業服務，創新創意創
業，在相關領域已嶄露頭角。
如今，中國以「一帶一路」建設為
標誌的大開放格局，以「粵港澳大灣
區」建設為標誌的區域戰略，以「創

新型國家」建設為標誌的未來走向，
為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提供了新的
寶貴機遇。不過，這個機遇是動態
的。國家和香港都站在了與以往完全
不同的座標點上，世界科學技術日新
月異，我們習以為常的資本、技術、
管理單向輸出輸入的時代過去了。現
在是融合的時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的時代。
時代變了，遊戲規則變了，參與角
色也得變。最近看到一份《深圳市未
來產業發展思路》的材料，觸動很
大。過往的一些重要產業，如旅遊、
地產、來料加工等，完全沒有提及。
通篇都是新業態，比如七大戰略性新
興產業：生物，互聯網，新材料，新
能源，新信息技術，文化創意，節能
環保；四大未來產業：海洋，航空航
天，生命健康，機器人及智能設備，
等等。雖然其中很多內容我沒有深
想，但感覺到一個全新的深圳正撲面
而來。
香港的情況如何？香港具備很多傳
統優勢，但這些優勢怎樣才能注入產
業發展，推動產業提升，似乎還在摸
索之中。樓價高企，股市繁榮，空氣
清新，創造活力則明顯不足。種種跡
象表明，這裡彷彿更適合有錢的「寓
公」和「職業革命者」生活，不適合
奮鬥中的年輕人。
引一段網絡上的話來說明香港的
「寓公」現象：「香港是一個有錢人
扎堆把持話語權的地方，建立起了非
常穩固的政策制度、產權制度來保障
各種有錢人的權益不受損失。這樣的
地方一定不適合逆襲，但是很適合有
錢人養老，最終形成的結果就是有點
錢的人都期望來到香港。說白了，年
輕人求新求變，老年人求穩求好，僅
此而已。」至於「職業革命者」，是
一個形象化的說法。他們以「革命」
為職業，卻並不在意「革命」的結
果，而是「革命」的過程，在香港通
常被稱作「民主派」或「反對派」。

為了方便說明問題，不妨再引一段網
文：從邏輯上看，所謂「民主派」根
本不是也沒有動機去追求民主，而是
利用追求民主的群眾力量吸納選票。
久而久之，他們已經成了「冇普選」
的既得利益者。為了保持「爭民主」
的政治力量道德光環，他們絕不會讓
香港有民主。這也解釋了為何有時大
家覺得他們表現「怪怪的」。
基於特殊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原
因，多數香港人生於斯長於斯，離開
香港，似乎就無處可去。不少人蝸居
在三四十平方米的公屋裡，一輩子跟
父母生活在一起，依靠政府的福利體
系過日子。看不到前途，所有的怨氣
都會出來，而由於認知局限，他們壓
根兒不知道是什麼造成這個樣子，便
簡單地把怨氣發洩到社會上。不斷滋
生的怨氣，相對完備的福利安排，成
熟的法治環境，造就了「職業革命
者」的土壤。
那麼，沒有資格做「寓公」，也不
願意做「職業革命者」的年輕人，出
路何在呢？答案愈來愈呼之欲出：北
上神州，打通各種物理和心理上的區
隔，以內地巨大的縱深，開創一片新
天地。痛則不通，通則不痛。有些問
題，局限在一個狹小的空間裡是無解
的，一旦騰挪的空間足夠大，就壓根
兒不是什麼問題了。
「港青追夢神州之旅」參訪團由一
批近年來在內地發展、事業初成的香
港青年才俊組成。其中，既有順豐快
遞的王衛、雲洲智能的張雲飛等大
咖，也有迷你倉、「港你知」等小創
業者。出席座談會前，一行人還參觀
了「英雄互娛」、「滴滴出行」等互
聯網企業，隨後又走訪了京津地區的
一些高新產業開發區。三天行程，內
容豐富，中間恰逢「驚蟄」，正是萬
物復甦的節氣！唯願這批先行者，成
為一縷縷清風，慢慢吹散維港上空的
霧霾；成為一粒粒種子，為更多的香
港青年生長出希望來。

詩詞偶拾

星 池
■

那麼遙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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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李潔新

誰的指尖在打轉
一圈一圈
在屏幕舞動不完
未感疲倦
淹沒於眼前深淵
資訊正湧現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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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有些舊樓，把租
出的床位以鐵絲網圍
繞。由於每張床位猶
如一個籠子，人們戲
稱這種貧民窟做「籠
屋」，住在該處的人
做「籠民」。
「係咁意」指是有這個意念，但礙於形勢或當事
人態度輕率而隨意為之。「意」此時讀「綺」。
「白鴿」，指養鴿，其習性是「早上往外飛，傍
晚轉回來」，意味着白鴿打個轉兒就回來了。人
們就用「打個白鴿轉」來形容某人不會走遠，轉
個頭就回來。「鴿」，文讀「gap3/急 1-3」，白
讀「gaap2」、「gaap3/甲」；「打白鴿轉」時
「鴿」多讀「甲」。
「逼狹」指狹窄擠逼。廣東話的「逼逼狹狹」就
是由此而來，當中的「狹」讀「gip6」。
上世紀四十至六
十年代，香港有
些舊樓間了多個
房間，連走廊也
放滿了碌架床，
作出租用途。由於一層樓住了多戶人家，人們便
戲稱這種環境逼狹的居所做「白鴿籠」，近年
則叫「蝸居」。「籠」此時一般讀「壟」。
「眨」指眼睛很快地開合。「眼都唔眨」指眼也
不眨，「眨」此時讀「斬」，演變過程如下：
眨(faan2)；變韻母→faam2；變聲母→斬(zaam2)
「甩褲」指褲子鬆脫，屬失禮的行為。抬棺材
時，除了其拍檔外，就只有在棺材裡的死人，所
以「抬棺材甩褲」就是「失禮死人」了。

乏，市民所需的消息，市民所需的精神
食糧，多由報紙獲得。早起購報，中午
休息購午報，下午放工買晚報，這就是
當年香港人的生活常態。
土屋禮子將小報說為「大眾報紙」，
其理是：
「大眾報紙這一稱呼有不涉政論、以
報道與娛樂為中心的報道型報紙及娛樂
報紙的含義，進而發展成充斥着低級的
煽動性內容的通俗報紙的含義，並具備
了為獲取利益而產生的資本主義商品的
商業報紙的含義。最終，大眾報紙被定
位為擁有數百萬的發行量及大量讀者的
大規模報紙。」
是否擁有數百萬份的銷量，那還要看
什麼報紙。以香港為例，一般的小報，
除非改變編輯方針、內容、經營策略，
否則很難成為大報、質報，證之《明
報》當初為小報，後來迭經改造，和時
勢的變化，那才成為一份所謂質報。土
屋禮子有所謂「大報」和「小報」的比
較，最突出的是小報沒有社論、政論，
大報沒有小說。可笑的是，大報沒有報
童沿街叫賣，小報卻有，報童隨街高
呼，甚至簡要地叫出新聞內容。
香港的小報亦主「娛樂至上」，報道
卻分為政海揭秘，如《探海燈》；情色
如《骨子》；小說如《靈簫》；政黨辦
的如《赤報》、《胡椒》；銀色新聞如
《銀燈》、《明燈》；馬經如《虎
眼》、《天皇馬經》等，比日本的小報
更為多姿多彩。可惜，鮮有一份是長命
的，多是「一雞死一雞鳴」，數也數不
出究有多少份；圖書館也視之為「擤鼻
涕紙巾」，認為沒有留傳下來的價值，
不收藏。
因此，若要研究香港小報史，一個
字：難。
土屋禮子這書，值得一看，雖然讀來
有點「文化差異」，但當可明白日本報
業為何那麼蓬勃；香港也蓬勃，兩者之
間有何差異，讀後可以作一比較。

詩語背後

誰無暇抬頭四顧
美景段段
千姿萬態山巒
油綠富饒田園
清澈幽深河川
涓涓甜美水泉

6

狗眼看人低

歷來，人們對「白鴿眼」和「狗眼看人低」的
詮釋多所誤解，如：白鴿因眼光銳利，在天上飛
時望下去就像有些人擺出一副不可一世的姿態瞧
不起所謂較低下的人一樣；狗看東西時，都是把
大東西看小、高東西看矮。看過以下兩則笑話，

X

肥仔：狗狗，我揸住嚿你最鍾意嘅骨頭，睇到冇呀！
狗狗：肥仔，淨係睇到你個「大肚腩」咋噃！

■分析透徹，值得一看。
作者提供

誰與大自然變得
那麼遙遠

「白鴿」，又叫「乳鴿」，是因為廣東人對與
喪事有關的「白」字有所忌諱，而「白鴿」的羽
毛呈「乳」色，所以有此別名。一般人多誤以為
「乳鴿」是在「哺『乳』期」的初生鴿。
有謂「遭人白眼」，即
「畀人睇小/睇低」（給人
看小/看低/看扁），當中
的「白眼」指朝上或朝兩
邊看時露出的白眼珠。用「白眼」看人就表示對
他/她輕蔑或厭惡。對於這類眼光勢利的人，廣
東人會用「白鴿眼」這個含「白眼」意思且形近
的用語來形容之。
有說，「白鴿」有靈性、懂風水，哪家運程
好？哪家豐衣足食？都看在「眼」裡，所以如果
有白鴿飛來你家築巢就表示你家有一定分量，無
怪舊時人家買屋會看看屋內有否鴿子生活的痕跡
了。此說法可從以下俗語得以印證：
雀兒揀着旺處飛
就此，「白鴿眼」一詞不脛而走。以下一個俗語
與「白鴿眼」有異曲同工之妙：

讀者應有一定的理解：

X

方今報業式微是不爭的事實。近讀日
人土屋禮子所著《大眾報紙的起源——
明治時期的小報研究》（楊珍珍譯，北
京大學出版社，2015 年），在〈譯者
序〉中知道日本的報業並沒想像中差：
「在人們感嘆報紙沒落的當今，日本
全國性大報的發行量仍然達到近 2,403
萬份，其中《讀賣新聞》為 926 萬份，
《朝日新聞》710 多萬份（2014 年下半
年，6 月至 12 月，資料來自日本 ABC 協
會）。」
這是三年多四年前的資料，未知現今
如何。但我相信，要跌也不會跌得一落
千丈。日本是個閱讀興盛的國家，「早
飯前讀早報，晚飯後讀晚報，仍然是很
多日本人的生活常態，甚至有很多人為
了獲取不同報紙對同一事件的不同觀點
而同時訂閱數種報紙」。這現象在一九
五零年後，與香港社會沒什麼大分別。
香港報業發達，早已為學界公認。日
報，天光出版；晚報在中午、下午二
點、三點、四點分別有報出版；一九六
零年代更盛行夜報，即中午或午前已出
版，讀者人數龐大。無他，當年資訊缺

■五龍潭清雅幽靜，深碧靈動，有獨特的風
韻。
網上圖片

「白鴿眼」與「狗眼看人低」
輝仔：咦，婷婷，早兩日聽你阿媽講，話你出
咗去玩，點解咁快就返咗嚟嘅？
婷婷：呢排喺報館趕緊個「籠屋 1」專題，所以
咪「係咁意 2」上深圳「打個白鴿轉 3」就返嚟
囉！
輝仔：吓，估唔到今時今日仲有「籠屋」呢家
嘢！
婷婷：生活逼人又就腳，冇計喇！
輝仔：哈，你話最初係點諗到呢種咁唔人道嘅
居住方式吖嗱？
婷婷：聽講係喺「逼逼狹狹 4」嘅「白鴿籠 5」度
偷橋嘅！
輝仔：講返轉頭吖，住響嗰度啲「籠民」已經
夠慘㗎喇，聽講仲長期畀人歧視㖭！
婷婷：所以我喺專題度咪用咗「白鴿眼」嚟形
容嗰班睇低人嘅人囉！
輝仔：嘩，識得用「白鴿眼」撈埋「白鴿籠」
嚟講，你老總肯定讚你啫！
婷婷：我唔只話佢哋「白鴿眼」，仲會話埋佢
哋「牛咁眼」㖭噃！
輝仔：乜嘢話，「牛咁眼」唔係話有人望住人
「眼都唔眨 6」嘅咩？你應該講「狗咁眼」，
「狗眼看人低」吖嘛！
婷婷：好彩有你指正，唔係出咗街就真係「抬
棺材甩褲——失禮死人 7」嚹！嗱，輝哥哥，以
後就由你守尾門嚹吓！
輝仔：好，得閒先喇吓！

■ 黃仲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