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殘荷吟
三五朵，百千行
敗葉殘莖兀自忙
不覺枝頭蟬語急
聲聲呼喚早還鄉

（二）荷韻
暑熱隨風去，鳴蟬入晚悄
南鄉當結籽，北國正含苞
脈脈田田蓋，亭亭朵朵嬌
清蓮不解語，信步閒愁消

（三）荷緣
軟風漪浪碧團團
滿目蓮蓬蕊自妍
莫問蜻蜓何處去
人生一處一隨緣

今年夏天，與荷有緣。短短二十
天，三次賞荷。由南及北，由北往
南，品荷韻，悟荷緣，心情經歷了一
番起伏，終至返璞歸真。
第一次賞荷是6月18日，端午節，
在深圳洪湖公園。洪湖公園是一個以
荷花為主題的市民公園，位於羅湖區
鬧市中心。公園總面積近六十萬平方
米，其中陸地和湖面約各佔一半，而
湖面近半種植荷花。通過多年篩選培
育，園內荷花品類齊全，百態千姿，
荷韻十足，為深圳一景。
每年仲夏，這裡都舉辦荷花文化

節，迄今已是第二十九屆。本屆荷花
節以「荷香墨韻」為主題，在數百畝
荷塘自然生態的烘托下，展出立體綠
化雕塑、花境園林小品、燈光噴霧景
觀等多種藝術，以及碗蓮、書法、繪
畫、攝影等作品，為市民打造出一個
極具特色的荷花世界。
可惜，我沒有這份賞心悅目的雅

興。景盎然，人落寞，置身姹紫嫣紅
中，興致卻提不起來。近段時間，身
體出現變故，因左耳患疾帶來諸多不
適應，讓我對自己的生活狀態產生了
一些迷惘。
這次聽力下降，差不多持續半年

了。最近一兩個月，更伴有間歇性耳
鳴，兩三次眩暈。這些症狀並沒有引
起我的重視，對身體盲目自信，以為
過段日子就會自然好起來。後來聽從
朋友建議，到廣東省人民醫院看了個

門診。結果，醫生給我開了一個月的
藥，並警告我，必須重視起來，注意
作息，減輕壓力，否則左耳會全聾，
那時戴助聽器也沒用了。
儘管有些意外，生活還得繼續。第
二天便出差延安、北京，連續飛行，
加上睡眠不好，左耳悶堵感更甚，耳
鳴愈加頻繁。自服藥以來，遵醫囑不
能劇烈運動，酒不能喝，咖啡不能
喝，茶也要少喝，生活變得寡淡。今
天端午節，糭葉飄香，龍舟競渡，遙
想屈子行吟處，悠悠一水，癡情的白
娘子，終究躲不過那杯雄黃酒……
晨暉下，滿園爭奇鬥艷，我的注意

力卻被幾枝殘荷吸引：三五朵，百千
行，敗葉殘莖兀自忙。偌大的荷塘，
爭先恐後，競放，燦爛，枯萎，終是
綠肥紅瘦。想想自己，半世奔波，又
是為何？蟬鳴如規啼，不如歸去，不
如歸去。
當然，所謂歸去，也就想想而已。
月末，再度帶團出差。從深圳經武漢
直抵北京，沿途太多的麻煩要協調。
直到6月29日活動結束，心才稍靜。
吃過晚飯，到住地附近紫竹院公園轉
轉，但見竹影婆娑，荷葉田田，間有
花蕾待放。信步園中，晚風輕拂，蟬
語時聞，閒愁漸去。乃信人生在世，
日子一天一天過，事情一件一件辦，
四季更替，天道輪迴，逝者如斯！
這是今夏第二次賞荷。紫竹院，大
約已有快三十年沒去了吧！因了這一
池清蓮的邂逅，我向生活歸順了，並
把歸順的心情跟幾個詩友分享：脈脈
田田蓋，亭亭朵朵嬌；清蓮不解語，
信步閒愁消。
北京歸來，應約到省醫院複查。醫
生看了我的聽力檢測結果，發現病情
比一個月前嚴重了，建議馬上住院治
療。記憶中，長大成人以來，還從來
沒有住過院，這次看來是躲不過了。
當天下午，就辦好了入院手續。原本
以為先檢查檢查，輸點營養液什麼
的，第二天才正式用藥，沒想到當時
就上了甲強龍。久聞大名的類固醇，
輕輕鬆鬆進入了我的身體……
這便有了我今夏第三次賞荷。7月8

日晚飯後，從病房出來放風，散步到
附近的東山湖公園。與北京的紫竹院
一樣，東山湖公園也是普通市民公

園。市民公園之妙，在其隨意：攬翠
亭下，遊人隨意進出；浮碧池畔，綠
草隨意延展；貼水橋邊，荷花隨意綻
放。正是這份隨意讓我明白了，賞荷
之真意，全在「隨緣」二字。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萬事萬物，
無不從生長到成熟，從開花到結果，
繼而走向衰敗。只要認真體味，每一
程生命都是一道風景，每一道風景都
有一抹精彩，每一抹精彩都值得我們
珍惜。其間，殘缺不但是可以包容
的，而且與殘缺共生，是生命的常
態。酷愛荷花的季羨林就曾說過一句
名言：不圓滿才是人生，在人生的道
路上，每個人都是孤獨的旅客。
置身夜幕下的荷塘，不由人不想起

朱自清的《荷塘月色》。詩人以生花
妙筆，淋漓盡致地描述了月下荷塘之
美，時而陰森，時而艷麗，時而清
寂，時而熱烈。一番恣肆鋪陳之後，
他說：「這時候最熱鬧的，要數樹上
的蟬聲與水裡的蛙聲；但熱鬧是牠們
的，我什麼也沒有。」
什麼也沒有，詩人便回憶起採蓮

來。當時嬉遊的光景，可惜早已無福
消受了，於是一嘆：「這令我到底惦
着江南了。」想那江南，可是漢樂府
《江南》的韻味—

江南可採蓮，蓮葉何田田。
魚戲蓮葉間。

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
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

新任河南省雜文學會會長陳魯民教授，上任
伊始率一眾雜文家外出采風，第一站選擇豫西
南的淮濱縣。正值小暑，氣溫高達三十五六
度，作家們卻群情激昂，一路暢想淮濱歷史與
現狀，勾勒篇篇佳作來記錄此番見聞。
淮濱縣歸屬信陽市，地處豫皖兩省接壤處，
面積一千二百零九平方公里，人口七十八萬。
它北連黃淮大平原，南鄰巍巍大別山，因緊鄰
淮河，「淮水湯湯，近水為濱」，得名「淮
濱」。淮濱歷史悠久、人文燦爛，縣府所在地
烏龍集自古是南北文化交匯點；城南十五公里
瀕臨白露河的期思古城乃周代蔣國故城，也是
歷史名人孫叔敖故鄉，現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
單位。境內沙塚遺址、高台廟遺址、立城遺
址、朱家遺址、安寧湖遺址及眾多古碑刻，極
具考古和人文價值。另有「八仙過海」張果老
成仙得道的仙莊集和仙莊廟……不乏探古訪幽
好去處。
不去期思古鎮，你就不知淮濱的卓爾不凡。
古鎮坐落在三面灣地包圍的崗地上，古城遺址
東西長一千七百米，南北五百米，古城牆隱約
可見。遺址曾出土商周時代陶鼎、鬲足，西周
和春秋戰國時期的銅劍、銅戈、銅矛和銅鼎、
銅壺與銅錢，還有春秋時代楚國的「郢爰」金
幣。如此豐厚的出土文物，令考古家們驚艷不
已！在期思古城，不能不緬懷淮濱古賢孫叔
敖！孫叔敖（公元前630—593年），出身貧
寒，心懷大志，智力過人。當時淮河頻發洪
災，他挺身而出率眾治水，積三載功力，修成
我國歷史上第一座水利工程——芍陂和安豐
塘，以此灌溉農桑、造福百姓，楚莊王因此破
格任命他為楚國令尹（宰相）。他不負使命，
夙興夜寐勵精圖治，輔佐楚王止戈休武、治理
內政，發展經濟、教化民眾，令楚國迅速崛
起，楚莊王因此躋身「春秋五霸」之一。因過
度操勞，孫叔敖三十八歲就英年早逝。兩千多
年過去，他修建的工程至今仍「發揮餘熱」，
難怪1951年毛澤東視察淮河時盛讚孫叔敖是
「了不起的治水專家」。
「孫叔敖納言」典故最令我動容。孫叔敖當

上楚國宰相後，全城上下都來賀喜。末了進來
個身穿麻布喪衣、頭戴白帽的老漢，孫叔敖問
他：「楚王不知我少才，讓我出任令尹，大家
都來祝賀，您卻來弔喪，不知何故？」老人
道：「如果有人一飛黃騰達就對人驕橫無禮，

人民就會離開他；地位一高就擅自用權，君王
必厭惡他；官做大了就貪圖享受，禍害也離他
不遠嘍！」孫叔敖聞言向老人叩拜，說：「我
誠心接受您的教誨，您還有何指教？」老人
道：「地位高了要更謙虛，官職愈大處事愈要
謹慎，俸祿優厚，更不能掠取不義之財！您能
牢記這三條，就能把楚國治理好！」孫叔敖再
三拜謝：「謝謝您老，我一定謹記在心！」正
是懷着這樣一顆初心，孫叔敖為官清廉，勤政
愛民，死後「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
飲食」，終成千古傳誦的一代名相！
置身淮濱，最能體會老子「上善若水」名

言。發源於南陽桐柏山、介於黃河長江之間的
淮河，與長江、黃河、濟水並稱「四大瀆」。
其地理特殊，故有「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於淮
北則為枳」之說。在淮濱，時時可領略淮河的
魅力。淮濱還有洪河、閭河、白露河穿流其
間，造就洋洋數千畝、引以為豪的東西湖景
區，獲譽「淮上江南」、「中原水鄉」。當歷
史的車輪轉到2017年12月，淮濱一舉榮膺「中
國最美宜居宜業宜遊名縣」稱號，這一殊榮含
金量極高，乃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豐富的綠
色生態資源和優良的宜居宜遊環境使然。其淮
南濕地自然保護區與期思古城一樣，成為豫南
旅遊熱點。除了風光秀色可餐，淮濱的水上航
運也得天獨厚。乾隆年間《光州志．鹽法》
載：「本州共計一萬二百一十六引鹽船，自淮
北至正陽關，經烏龍集小船起駁，由淮河入境
抵州」。淮濱港是河南最大港口，史上即是淮
河上著名水運碼頭，為淮濱文明史作出特殊貢
獻，其航船可直達皖、蘇、浙、滬、渝、鄂、
贛等省市。
淮濱經濟以輕紡、造船、食品為三大支柱，

造船業是淮濱傳統優勢產業，也是河南省重點
扶持的裝備製造業。淮濱人自豪道：「行走長
江和運河上的散裝貨船，有四成產自淮濱！」
「一千至四千噸位的鋼質散裝船，淮濱都能
造，還遠走珠江呢！」淮濱造船產業集聚區，
為中原最大造船基地，有規模船舶製造企業
七、八家，配套企業二十餘家，熟練工匠五千
餘名，年產鋼質散裝貨船五百餘艘，並由此帶
動機械、電力、輕工、航運、物流及商業服務
等相關產業，大大推動了沿淮農民脫貧致富。
如今的飲馬港設計吞吐能力125萬噸，有船台
二百四十個，五百噸級泊位四個，在冊貨船一

千三百艘，運力達一百八十萬噸，為內陸罕
見。行走淮濱港沿淮十數公里，目睹一艘艘百
米大船焊花飛舞、鋼鐵奏鳴的繁忙場面，令人
興嘆！
水有源樹有根，淮濱發達的造船業源於對古

代工匠的傳承。2009年在閭河的淮河入口處挖
掘出一艘商代獨木舟，據稱是目前發現的最大
古代獨木舟之一，2012年又在淮濱出土一艘周
代獨木舟，證明淮濱的造船史何等輝煌！另據
悉，臨近的息縣城郊淮河灘也曾出土三艘古代
獨木舟，其中一艘舟長九點三米，現藏於淮河
博物館。信陽文物管理局人員稱其是數千年前
的古船。文史專家認為，早在三千年前淮河上
就「百舸爭流」了。《呂氏春秋．察今》裡
「刻舟求劍」的成語，就發生在楚地，那個舟
極可能就是「淮濱造」！記得我曾在寧波博物
館見到出土文物，其中就有來自豫南的古船，
它是沿淮河、京杭大運河、「山陰故水道」
（即浙東運河）抵達甬城的。寧波是海上絲綢
之路重要發源地，毋寧說：古代「一帶一路」
進程中，也有淮濱人的智慧與貢獻啊！
一個地方能否長盛不衰，最終要看它的文化

涵養。我們參觀了建在東湖風景區東山島上的
淮濱縣博物館。該館建築面積八千平方米，由
過島路橋、主樓、碑林、三賢閣等組成，極具
春秋時代建築風格的圖騰柱吸人眼球。走進十
六個專題展廳，一件件豐富翔實的文物資料彰
顯了淮河流域的歷史、民俗和水利文化，凸現
了淮濱的歷史風貌，也領略了1951年毛澤東號
召「一定要把淮河修好」以來我國取得的巨大
治淮成果。我還去環境優美的淮濱圖書館轉了
一下，可喜的是：就在今年6月8日，文化和旅
遊部傳來佳訊——淮濱圖書館喜獲國家「一級
圖書館」稱號。瀏覽館內電子閱覽室、報刊閱
覽室、少兒閱覽室、圖書借閱室，讀者踴躍、
氣氛安寧，不乏白髮老翁和負笈少年，他們專
注的神情，令人倍感「濱淮福地、臨港強縣」
的感召力！心中不由淌出兩句話：「你好，淮
濱；淮濱，厲害！」詩云——

小暑時節訪淮濱，
滿目風光萬種情。
綠水青山詠今古，
艘艘新艇又啟程！

一九六零年代讀小學，好閱讀。
阮囊雖羞澀，有兩份周刊必定買來
看，否則心癢難熬。五年級時已向
兩刊投稿，但每成編輯的籃底冤
魂。
這兩份周刊是《中國學生周報》

和《青年樂園》。小小年紀，已經
知道這是「左右對壘」下的刊物。
但我們也沒什麼政治觀念和立場，
只知從中吸收知識養分。老實講，
兩份刊物對我的成長影響十分大，
也是帶我走上文學之路的領航者。
我當年所採的是稿海戰術，寄了

不少稿件，但每期打開兩份周報，
都失望得很。當時我在班中儼然是
個小作家，作文每貼堂，怎會如此
不滯？心有不忿，於是抄襲一篇寄
往《青年樂園》，隔期竟刊了出
來，登時沮喪萬分，始知自己功力
確未到家，但我沒灰心，「革命尚
未成功，同志還須努力」也。那篇
稿費當然不敢去領取。
一直以來，坊間談《中國學生周
報》者多，談《青年樂園》者少。
近在書店看到一大冊《誌．青春：
甲子回望青年樂園》，喜甚。童年

往事又勾上腦海來。編者陳偉中，
在中大的博士論文就是研究《青年
樂園》，在這基礎上，在《青年樂
園》舊人的協助下，編成了這部厚
達四百餘頁的「巨書」。除收錄昔
日編者、作者、工作人員和讀者等
的回憶文章外，還選輯了富有代表
性的文章。當然，區區那篇抄襲之
作沒獲青睞，否則笑甩我的大牙。
講起抄襲，有年《中國學生周

報》徵文，掄元的是《鯉魚門之
霧》，我一看登時跳了起來，這是
抄自舒巷城的作品呀，這篇小說我
最愛讀了，於是投函揭發。但想不
到的是，隔了不久，《青年樂園》
的小說版又有人抄襲刊登了出來。
我抄襲，只是「試金石」，來驗證
自己的功力，而抄的，寂寂無聞的
小品而已；舒巷城當年已頗有聲
名，徵文的竟然有此膽量，連相片
也刊了出來，實是羞家也。
《青年樂園》的小說版，我那時

最愛讀，常為兩大家霸佔，一是水
之音，二是魯沫。一直不知是何許
人，看了這書才得悉。其中的魯
沫，竟是海辛，與他相識這麼多
年，雖知他筆名眾多，但從不知魯
沫是他。而水之音，這書介紹得也
相當詳細，可惜後勁不繼，《青年
樂園》之後，未見他再寫小說了。
反之，海辛筆耕不絕，直至老死。
《青年樂園》小說版除揭抄襲

《鯉魚門之霧》外，其中還有一
篇，不記得是誰寫的了，雖不算抄
襲，但橋段卻竊自黃谷柳的《蝦球
傳》。有小扒手偷取某人的荷包
後，歸家赫見被扒者竟是由外埠回
來的老父。由那時起，我便領略原
來天下文章一大抄也。
記得，《青年樂園》還有填字遊

戲，有次應徵，獲得李小龍演的
《人海孤鴻》戲票，與同學仔一起
去觀賞。「六七」時，經過駱克道
《青年樂園》被封的社址，憐惜萬
分。

廣東人喜歡用「阿」字行頭來稱呼人，如阿
媽、阿妹，阿輝、阿燕。舊時有父母因生怕兒子
不容易養大而不敢直呼其真名，多會以「阿
貓」、「阿豬」、「阿狗」、「阿牛」等來代
替，意思是此子卑賤如貓、豬、狗、牛等動物，
唯望各方妖魔鬼怪看不上眼而不去加害他。
「張三李四」泛指某人、某甲、某乙或某某
人，也指普通人，猶如英語中的anybody、any
man in the street、any Tom, Dick and Harry和
any Brown, Jones and Robinson。書面語中，
「阿貓阿狗」也是上述那類人的代稱，可這叫法
含輕蔑的意味；口語中，廣東人多用「阿豬阿
狗」。
有粵語字典指出「保」和「勝」是以前較常見

的人名用字，因而也有人叫某某人做「阿保阿
勝」；這個叫法相對沒那麼普遍，近年幾近絕
跡。說到廣東人較常見的人名用字，筆者倒認為
「阿保阿勝」的普遍性遠不及「阿強阿華」、
「阿光阿明」、「阿文阿榮」、「阿成阿昌」！

相傳，民間用一種特製的「杯」來占卜。此
「杯」多用堅木做，形狀似小蚌殼，分「保
杯」、「勝杯」和「笑杯」三種——「保杯」兩
面陰、「勝杯」一陰一陽、「笑杯」兩面陽。問
卜者拿「杯」擲地，擲得「保杯」表示神明不應
允所祈求的事；擲得「勝杯」表示神明應允所祈
求的事；擲得「笑杯」表示所提問的事已有定
數，毋須多此一問。「阿保阿勝」中的「保」、
「勝」莫非就是擲杯中的兩個可能結果？
清咸豐七年，天地會的廣東

三合會首領李文茂攻佔廣西柳
州，自稱「平靖王」，並鑄造
平靖「勝寶錢」。錢上有
「寶」、「勝」二字，或許有
人叫它做「阿寶阿勝」；又可能這只是一個普通
銅錢，於是乎有人就用了「阿寶阿勝」去表示普
通人，如同某某人。如是者，寫法就不是「阿保
阿勝」，而是「阿寶阿勝」了！
從負面的角度出發，筆者拿了「保」和「勝」

的一組近音字「補」和「剩」來探討一下。對於
「剩」的粵音，多人讀「淨」，實則應讀「勝」
的變調「盛」。「補」、「剩」可分別指替補和
剩餘。如是者，「阿保阿勝」大有可能指那些隨
時可被替換的閒角，那說此話就有侮辱性！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冇覺好瞓」，指沒覺好睡；「覺」讀「gaau3」，
而非「gok3/各」；「瞓」讀「訓」，本字是
「睏」，讀「困」，想睡、睡的意思。

2 「狗竇」，即「狗窩」，通常是亂七八糟的。
「龍床不及狗竇」指別處條件再好也不及自己家
好，與「金窩銀窩不如自己的草窩」意近。

3 「蜑家婆攞蜆——第世」是一個歇後語，亦作
「蜑家婆攞蜆——第二世」。由於蜆藏於沙泥
中，攞（取）上來的第一篩往往全是沙，要到第
二篩，即挖深一點才有收穫。世、篩（讀「西」）
諧音，「第二篩」就變成「第二世」或「第世」，
即不成、不行、沒機會、沒門兒。比喻對某情況
的達成不應存有寄望。

4 「4磅零」指4磅多，「零」的口語讀是「leng2/
靚3-2」。

5 「奀」，粵方言用字，讀「銀4-1」，指體形細
小。

6 「火都嚟埋」指火也來了，比喻因被激怒或遇上
一些極度不滿的事物以致怒火中燒。

7 「cheap」用以形容便宜的東西，引申下賤。香港
人以此作為「賤/賤格」(卑鄙)的代詞。

8 「easy執」就是「易執」，非指容易撿獲，而是
用以形容易執行的事；也有人認為這是從「easy
job」(易辦的工作)演變過來的。

9 「郁下」的書面語是「動不動」、「動輒」。
【專欄簡體版】https://leoleung2016.wordpress.
com/

■黃仲鳴

回想《青年樂園》

阿豬阿狗．阿貓阿狗．阿保阿勝 賞荷三題

歷史與空間 字裡行間

■江 鄰■梁振輝香港資深出版人

■雁 翔

粵語講呢啲 詩語背後

你好，淮濱！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本版逢周二、六刊出
B7 文 匯 園 ■責任編輯：張岳悅

2018年7月17日（星期二）

20182018年年77月月1717日日（（星期二星期二））

2018年7月17日（星期二）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本版逢周二、六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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婷婷：輝仔，最近你咪去咗紐約探Peter嘅，有
「冇覺好瞓1」呀？
輝仔：婷婷，你都知 Peter 間 House 好似皇宮
咁；我一場去到，你估佢會叫我瞓地咩！
婷婷：正所謂「龍床不及狗竇2」，你個乳名叫
「阿狗」，咪估你可能瞓得唔係幾好囉！
輝仔：原來係咁，我仲估你開始關注我㖭！
婷婷：我諗我哋前世梗係仇家嚟，唔係點會見嚫
就狗咬狗骨，今世點都冇可能有發展空間㗎嚹！
輝仔：畀個機會自己喇，哈哈哈……
婷婷：好，「蜑家婆攞蜆—第世3」喇！咦，話
時話，點解叫你做「阿狗」呀？有乜好聽呀！
輝仔：我出世嗰陣得嗰「4磅零4」，阿媽話我個
肚薄到好似玻璃咁，幾乎連腸都睇到；仲話好驚
我養唔大，咪叫我做「阿狗」，希望當畜牲咁
養，就會保住條命仔咁話！我對落個細路，出世
又係「奀5」過鬼，阿媽咪叫佢做「阿豬」囉！
婷婷：呢，講開「阿豬阿狗」你兩兄弟，我就
「火都嚟埋6」！個「cheap7」老細，覺得乜嘢都
係「easy 執 8」；「郁下 9」就話，「阿豬阿
狗」、「阿貓阿狗」都做到！
輝仔：又真係幾 cheap 喎！如果講「阿保阿
勝」，咁侮辱性可能應該冇咁大！
婷婷：「阿保阿勝」，係邊個嚟㗎？
輝仔：細細個嗰陣聽阿爺講嘅，我冇問過佢呀，
同「張龍趙虎」差唔多啩！
婷婷：「包青天」呀！「張三李四」就差唔多！

■這書資料豐富，可窺《青年樂
園》的歷史。 作者提供

■盛夏時節，各地荷花盛開，花香
四溢，為炎炎夏日增添了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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