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秋節前夕，廣深港高速鐵路
全線開通。舉世矚目的港珠澳大
橋，即將投入運營。香港正邁入
一個嶄新的時代，這一路一橋，
無異於新時代的剪綵禮。
香港是一首詩，是史詩，也是

抒情詩。
回顧中國歷史，由於特殊的機

緣，在偏安中創造奇跡，成就多
元文化交融的「應許之地」，陸
上有敦煌，海上有香港。
於香港而言，這個過程是痛苦
的，卻也是奮進的。英國史學家
弗蘭克．韋爾什說，香港曾經是
大清皇室和大不列顛皇室都「不
待見」的私生子。而今，香港以
其獨特的魅力和實力，成為東西
方的寵兒。
中華民族復興的歷史起點，或

者說中國夢的歷史起點，正是鴉
片戰爭以及隨後香港被割讓。新
中國成立後，香港成了打破西方
封鎖、破解中蘇交惡大棋局的氣
眼。改革開放，深圳特區的建
立，也充分考慮了香港因素。善
長橋牌的鄧小平，以香港為橋，
內聯外引，虛虛實實，打出了一
手大滿貫的好牌。好比國醫聖
手，用一劑偏方，治癒傳統計劃
經濟的沉疴。
改革開放國策與「一國兩制」

國策幾乎是同時提出來的，兩者
互相促進，相輔相成。其間，香
港既是獲益者，也是貢獻者。改
革開放，使香港從東西方夾縫中
的轉口貿易港和加工基地，蛻變
為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
「一國兩制」，使香港得以充分
發揮自身優勢，從資金、技術、
管理以及廣泛國際聯繫等方面，
為中國改革開放作出獨特貢獻。
波瀾壯闊的改革進程，深深地留
下了香港的烙印。
香港回歸祖國後，中央政府對

港工作思路，在「一國兩制」總
方針下，經歷了一個過程。中央
對特區的管治，從不干預徐圖
之，發展到不干預有所為，進而

落實全面管治權。香港與內地的
關係，從加強兩地交流合作，發
展到支持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要把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內
地建設好，也要把實行資本主義
制度的香港建設好。「一國兩
制」從執政黨治國理政的嶄新課
題、重大課題，成為新時代堅持
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
方略。
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建

設粵港澳大灣區，作為三大區域
性國家戰略之一，既是新時代推
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的新嘗
試，也是推動「一國兩制」事業
發展的新實踐。
通過大灣區建設，充分發揮粵

港澳綜合優勢，進一步提升整個
大灣區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
放中的支撐引領作用。這樣，改
革開放和「一國兩制」兩大國策
在大灣區實現了交匯。如果說九
七回歸開啟了香港歷史的新篇
章，大灣區建設則讓香港再度邁
上了新征程。
放眼大灣區建設，將以科技創

新為引領。而素以創新創藝著稱
的香港，在傳統三大中心基礎
上，正着力打造國際創科中心。
過去是詩，未來是遠方。詩和遠
方，妝點着香港的夢想、奮鬥與
輪迴——

從廣袤的夜空俯瞰地球
南中國海閃爍着一簇耀眼的星光

交融華夏與西洋最美的風景
你是當代的海上敦煌

把脈傳統與現代深沉的命運
你是國手的治世偏方

香港，記憶中一個遙遠的名字
遙遠到海上絲綢之路飛揚的船帆

遙遠到滿清王朝腐朽的龍床
一路苦痛一路激情一路滄桑
你從風裡雨裡熱血裡走來

承載着中華民族的求索與夢想

主權的漂泊 戰爭的洗禮

社會的裂變 文明的激盪
你在東西方的夾縫中頑強生長

區區幾百萬人口一千平方公里土地
演繹一場場流行文化的盛宴
奏響一曲曲自由經濟的樂章

懷舊的傳說漸行漸遠
拍岸驚濤分明不再是亘古的海浪

新世紀的曙光悄然升起
古老的土地正吸取新鮮的營養
「一國兩制」空前豐厚的內涵

充實着五千年蒼涼的胸膛

你的來路，鋪滿了斑駁的詩行
你的去途，湧動着絢爛的希望

請看運送抗美援朝戰略物資的船隊
請看奔騰不息的北水東江

跨過深圳河走南闖北的弄潮兒
共同築起血濃於水的殿堂

香江，不是槳聲燈影裡的秦淮河
不是月光下的田園詩漁火晚唱
獅子山托起不懈的拚搏精神

把小漁村鍛造成氣勢磅礴的國際港
莫讓抱殘守缺玷污你偉大的性格

開放的腳步永遠在路上

誰說頭頂的星光彷彿暗淡了
那只是周圍的星光更加明亮
當珠三角城市群聯動起來

南中國的星空已呈現嶄新的模樣
踏上港珠澳大橋飄逸的彩虹

大灣區會告訴你什麼是詩和遠方

都說，「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
夫。」可是，蘇軾那首婦孺皆知、極具哲理的
《題西林壁》，卻費了不少的工夫。有道是，自
古名山出名茶。依我看，自古名山育名篇。據不
完全統計，古往今來，文人墨客筆下讚譽廬山的
詩詞歌賦，多達四千餘篇。它們各具特色，各領
風騷。其中，影響力最大，普及率最高的，少不
了《題西林壁》。
蘇軾（1037—1101），字子瞻，號東坡居士，
北宋文學家、書畫家、美食家，眉州眉山（今四
川眉山）人。仁宗嘉祐二年（1057）進士，時年
僅二十一歲，深得歐陽修賞識。蘇軾出生於一個
藝術世家，與父親蘇洵、弟弟蘇轍並稱「三
蘇」。而三人中，數蘇軾造詣最高。蘇軾的詩
詞，既豪放，又自然。在當時，廣泛共鳴；被後
世，廣為傳頌。
蘇軾一生，與廬山有過四次結緣。那天，我在
廬山博物館「名人與廬山」展廳中，看到一張
《蘇軾四過廬山》的表格，上面顯示的內容為蘇
軾四上廬山的時間、路線、活動、作品等。四次
的時間分別為：神宗元豐七年（1084）四月；神
宗元豐七年（1084）五月；哲宗紹聖元年
（1094）七月；徽宗建中靖國元年（1101）四
月。蘇軾對廬山情有獨鍾。徽宗建中靖國元年四
月初四至十六日，蘇軾最後一次遊覽廬山。幾個
月後，即，是年8月24日，這位大詩人便與世長
辭了。蘇軾每次遊歷廬山，都創作有若干作品。
如，《初入廬山》《過廬山下》《過圓通詩》
《登廬山懷李十使君渤》等。其中，第二次上廬
山，作品最多、成果最大。
在蘇軾六十五年人生中，從政約四十年。縱觀
其仕途，可謂多磨難——差不多是在新舊黨爭的
漩渦中凜坎起伏度過的。不過，政治的挫折並沒
有削弱他旺盛的創作慾望。常言道，壞事有時可
以變成好事。生性豪邁的蘇軾，歷經苦難、踏平
坎坷，赤膊鍛劍、成就輝煌。歷史表明，蘇軾作
為我國古代一位傑出的文學巨匠，在詩、文、
書、畫等方面，都達到了時代的高峰。尤其是在
詩詞創作上，成為宋代文學最高成就的代表，巍
然聳立起一座全新的、燦爛的豐碑。其詩，題材
廣闊，文風清新，表述豪健，獨具風格，與北宋
著名的文學家、書法家黃庭堅（1045—1105），
並稱「蘇黃」；其詞，開豪放一派，與南宋豪放
派詞人、將領辛棄疾（1140－1207），同為豪放
派代表，並稱「蘇辛」；其散文，著述頗豐，豪
放自如，與北宋政治家、文學家歐陽修（1007－
1072），並稱「歐蘇」，為「唐宋八大家」之
一。

文人墨客，多有傲骨。蘇軾也不例外。他對政
治的不同見解遭到了當權者的反對，並屢屢受到
壓制。蘇軾曾在多地做官，但仕途總是不平坦，
且每職任期都不長。元豐二年（1079），忠君愛
國的蘇軾，遇到了生平第一禍事。當年，朝廷御
史李定等人，先是故意扭曲他的詩句，繼而以諷
刺新法為名大做文章，誣蘇軾「以詩文謗訕朝
政」。結果，到任湖州不到三個月的蘇軾，就因
「文字譭謗君相」的莫須有罪名而入獄，史稱
「烏台詩案」。蘇軾坐牢長達103天，其間幾次
瀕臨被砍頭的境地。所幸北宋時期在太祖趙匡胤
年間即定下不殺士大夫的國策，蘇軾才算逢凶化
吉、躲過一劫。出獄以後，蘇軾被降職為黃州
（今湖北黃岡市）團練副使（相當於現代民間的
自衛隊副隊長）。元豐七年（1084），蘇軾離開
黃州，奉詔平調汝州任團練副使，途中在江州
（九江）停留近一個月。
這年，「奔五」的蘇軾在九江小住時，情不自

禁地想起了廬山，想起了把地球上的廬山與天空
上的銀河緊密聯繫起來、巧妙寫進詩中的李白，
一股遊覽廬山的迫切願望油然而生，遂與友人參
寥同遊廬山，同拜謫仙李白。在蘇軾眼裡，李白
的《望廬山瀑布》，如同一座巍然矗立、難以逾
越的詩山。蘇軾尋着李白的足跡，在山上遊覽了
十餘天，從南到北，跋山涉水，不同方位，不辭
辛苦，廬山美不勝收的風景、變幻莫測的雲霧，
激發了他滿滿的創作熱情，先後寫下了《棲賢
橋》《宿慧日寺》《記遊廬山》《開先漱玉亭》
《青玉峽漱玉亭》《李氏山房藏書記》等。這些
作品都是深思熟慮、精雕細琢的產物。按理說，
完全可以「交差」了——既對得起自己，又對得
起友人，更對得起廬山。然而，蘇軾既不滿足，
也不滿意。於是，他在反覆思考中，對廬山有了
全新的印象。經過一番苦心琢磨，結合自己被貶
的遭遇，借物言志，借山說理，一首與李白《望
廬山瀑布》齊名的《題西林壁》，如同陳年佳
釀，從蘇軾心底噴湧而出。可以這樣說，《題西
林壁》，是蘇軾遊遍廬山後的「總結」。據南宋
施宿《東坡先生年譜》記載，此詩約作於元豐七
年五月間，亦即蘇軾第二次遊覽廬山留下的作
品。可見，《題西林壁》短短四句，頭尾算起
來，耗時十多天。
了解蘇軾的創作歷程，不難看出他那要約寫
真的態度與自由揮灑的理念，他以對事物敏銳
的觀察力、對文字出色的表現力，賦予平凡事
物不凡的藝術感染力。《題西林壁》便是這樣
的代表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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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廬

山，是一座千姿萬態、峰巒起伏的大山。《題
西林壁》開頭兩句，用寫實的手法，描寫廬山
丘壑縱橫的景色；後面兩句即景說理，深入淺
出表述遊廬山的體會。詩中蘊含着一為人處世
的哲理——由於人們所處的角度不同、所持的
觀點不同、所要的目的不同，對客觀事物的認
識自然也會有所差異，甚至難免帶有一定的局
限性與片面性。換言之，要想獲得對事物全面
正確的認識，就必須換位思考，全面觀察，超
越自己，擺脫偏見，把整體與局部、宏觀與微
觀、分析與判斷等綜合起來，加以分析，進行
思辯，才能看到事物的本真面目，不至於落入
「旁觀者清，當局者迷」的俗套。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東坡詞提要》中說，
「詞自晚唐、五代以來，以清切婉麗為宗，至柳
永而一變，如詩家之有白居易；至軾而又一變，
如詩家之有韓愈，遂開南宋辛棄疾等一派。」蘇
軾的創作才華，早就顯山露水了。嘉祐六年
（1061），蘇軾出仕，任鳳翔簽判。嘉祐八年
（1063），鳳翔太守陳希亮在後圃築台，名為
「凌虛」，求記蘇軾。於是，蘇軾聯繫古往今來
廢興成毀的歷史，揮筆寫下《凌虛台記》這篇富
有哲理的經典散文。而在黃州任職期間，則先後
寫下了《赤壁賦》、《後赤壁賦》和《念奴嬌．
赤壁懷古》等名作。也就是說，蘇軾早已大名鼎
鼎、聲名遠揚。人們對他的作品，不但要高看一
眼，而且會熱情點讚。遊覽廬山，何必自己跟自
己過不去，非要絞盡腦汁，作一篇「總結性」的
詩來？可是，蘇軾就是蘇軾。他偏偏要經過仔細
觀察、苦思冥想、反覆推敲，提煉出精華來。換
言之，《題西林壁》絕非信手拈來如同吃豆腐，
而是搜腸刮肚費了大工夫。蘇軾這種嚴謹認真的
創作態度、精益求精的創作理念，是很值得有志
於寫佳作、出精品的作家們學習的。須知，慢工
出細活。活如此，文亦然。

蒲松齡作《聊齋誌異》前，每
日天色未大亮，便攜一大磁罌，
內載苦茶，另置煙草，放在大路
旁。他則坐於鋪墊，一見過路
人，「必強執與語，搜奇說異，
隨人所知。渴則飲以茗或奉以
煙，必令暢談乃已。」
以上所記，見鄒弢《三借廬筆

談》。最為矚目是「必強執與
語」句。「強」是強行，見可奇
的人，就攔之攀談；跟着奉茶或
煙，「賄」之而要講故事，記下
潤飾加工而成。如是者二十餘
載，終成《聊齋》一書。
這是蒲松齡的採訪方法。「強
執」、「奉煙贈茶」，務必「暢
談乃已」。故《聊齋》故事料多
非蒲松齡原創，而是據人所云編
撰而成。當然，蒲松齡是先有
「主腦」，此即以誌異、狐仙鬼
怪為主，然若有好題材，亦不限
於此。例如〈王桂菴〉，非狐非
仙非鬼，文中只一「怪」，就是
夢境成真，但小說主題卻是愛情
故事，不能以「怪」來視之，日
思夜思，夢而成真，卻有科學根
據。又如〈快刀〉一篇，兵士行
刑殺盜，刀利而疾，一刀了卻，
毋須再砍。盜頭滾落在地，口中
猶呼：「好快刀！」這在當年來

說，雖云「怪」，但今人有科學
考證指出，此事亦有可能。因
此，讀《聊齋》，確是賞心樂
事。
香港作家中，倪匡對《聊齋》
情有獨鍾。一九八七年出版的
《倪匡短篇》，收他五篇「聊齋
新編」：〈快刀〉、〈美人
首〉、〈孫必振〉、〈紅毛
氈〉、〈鬼妻〉。後來，我翻查
一九五零年代的《工商日報》
時，得〈王桂菴〉一篇，始知這
是倪匡第一篇改編改寫的聊齋故
事。這些「全盤現代化」的小
說，可謂之曰「借殼小說」；可
惜倪匡沒再繼續寫下去，讀者失
望了。我也失望了。
其實，《聊齋》除了說故事

外，還反映了那個時代和社會的
狀況。蒲松齡的題材除了採訪而
得外，還記載了當年的事實。即
是，蒲松齡下筆時，所搜集的資
料亦甚為豐富。據張雨樓《白話
聊齋誌異》書末所附研究文指
出，〈地震〉記載了康熙七年的
濟南大地震；〈紀災前篇〉記載
了康熙四十二年的淄川水災；
〈紀災後篇〉記載了康熙四十三
年的淄川蟲災；資料十分珍貴。
亦有譏刺政治黑暗的篇章如〈促
織〉，寫官吏的無道；〈賈奉
雉〉寫科場的弊端，等等。蒲松
齡的記者之筆，感時諷世，並非
如世俗眼中的神怪講古佬那麼簡
單。
回頭再說一說，蒲松齡這種採

訪法，應不甚恭維，強硬拉扯路
人傾談，一定要他「暢談」才
止，這就是所謂死纏爛打，必為
人所詬病，《三借廬筆談》沒詳
細記下其弊處和後果，相信蒲松
齡亦有碰釘之時。不過，有茶可
喝，有煙可吸，料亦有不少路過
者會停下來，接受「訪問」。在
這些所得資料中，必有糟粕，蒲
松齡整理編寫，文詞典雅而吸
引，若落入庸手中，又豈有這成
效？

隨着時代變遷，粵語中有好些用詞已鮮有人用以及
鮮有人知其義。對此，有人「寫網誌」，也有人「出
書」。姑勿論各自的動機如何——為名、為利，又抑
或為保育，當中詮釋每多出自作者的直觀認知，因而
往往有所誤導。基於這些「問題」詮釋可能絕無僅
有，其「稀少性」造就了其「權威性」，無怪坊間有
那麼多「權威」了。舉例如下：

舊時中國樓房的屋頂多鋪上「瓦」片，須一式一樣
才可齊齊整整地「疊」上。「燒壞瓦」就是指瓦窯燒
出的不合規格瓦片，這些瓦片是「疊」不上屋頂的。
有人就用以下一個歇後語來形容那些不合群甚或性格
不佳的人：

燒壞瓦——唔入疊

對「燒壞瓦」的釋義，上述的是合規格的；可詮釋者
只說了為何「疊唔上」，卻未對「唔入疊」作出交
代。就其來龍去脈，以下歇後語會有個合理的交代：

燒壞的瓦——不合垛
「垛」，讀「朵」，指整齊地堆積成的堆，如草堆、
瓦堆。「燒壞的瓦片」變形，不能與好瓦片成堆，亦
即「不合垛」，就好比不合群、性情孤獨怪僻的人。

廣東人說「一堆」時會說「一疊」（「疊（dip6/
碟）」變韻母讀「踏（daap6）」），那「不合垛」便
是指「唔入疊」，這一來便把「唔入疊」交代得一清
二楚了。
有人或有夥人佈了個局騙人，若有人上當就叫有人

「落疊」。又或者在一些合作中，一般會找一個和多
個夥伴。當有人、團隊或單位願意「參與」時，有人
會說他或他們在是次合作中「落疊」。今人喜歡把
「參與」說成「落疊」，其實「參與」背後，很多時
是非主動或非自願的，而是被一些美言甚或謊話所蒙
蔽，「氹人落疊」便屬此類。
有了「唔入疊」的講法，且「落」也有「入」的意

思，那是否意味着「落疊」是由「入疊」而來的呢？
大家不要忘記，「入疊」中的「疊」是堆放着「好」
東西，而「落疊」中的「疊」基本上指一些圈套、－
些勾當，屬「壞」東西，因而幾可否定這個出處的可
能性。筆者倒認為「落疊」可能來自「落搭」：

「落」入某些（不正派的）「搭」夥中
至於其「真身」，則尚有稽考的空間。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Po嘢」指發文和發相片。
2 說人「social」，就是指這人「很 sociable（活躍於社

交）」。後來人們拿了「social」作動詞用，「係人都
social一餐」表示逢人也攀談一番。

3 據說，無論一個人的性格如何固執，死前也會在某程度
上有所改變。因此，「轉死性」除指人的性格轉變了，
還會用作咒罵人快死了。

4 「頭路」指實現某種目的的途徑。「借頭借路」，即
「借頭路」，指找藉口/借口。

5 「執輸」比喻落後於人。
6 「低B」指低智如BB（小孩）。
7 「爆響口」與「言之鑿鑿」、「實牙實齒」意近。
8 「拉黑」指把「某人『拉』入『黑』名單之中」，即是

拒絕接收其所發的信息。
【專欄簡體版】https://leoleung2016.wordpres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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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廬山最早的寺院之一——西林寺的資料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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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作者提供

某周末，婷婷、為為、小米、小強、輝仔相約到某酒
店「high tea」（下午茶）。
輝仔：你哋發唔發覺肥榮呢排喺舊生群組度好活躍
呀？
小米：有呀，佢成日「Po嘢1」上去，仲係人都「so-
cial2」一餐㖭！
婷婷：佢「轉死性 3」呀？讀書嗰陣，佢成日唔聲唔
聲，永遠唔會嚇你一驚，有乜活動都奉旨唔參加。我
阿嫲叫呢等人做「燒壞瓦——唔入疊」！咦，做乜無
端端提起佢嘅？
為為：聽講佢最近轉咗去做「傳銷」喎！
婷婷：輝仔，唔使講嘞，肥榮向你埋手哩？
輝仔：咪係囉！「借頭借路4」約我出嚟，無非想「氹
我落疊」！
小強：佢早幾日先至Call過我，講下講下就講到佢盤
「傳銷」生意，話食佣食到懵，叫我咪「執輸5」喎！
你講我就信，當我係「低B6」仔呀！
輝仔：佢仲「爆響口7」話做三幾年就可以退休㖭！噏
埋晒啲咩「Retire young, retire rich」（年輕退休，
有錢退休），我呸！想洗我腦，行遠啲喇！我轉個頭
就「拉黑8」咗佢嘑！
小強：嗱，你哋幾個婆娘，唔好話我話，肥榮遲早殺
到埋身，醒醒定定至好呀吓！
小米：早幾廿年前就信你講啫，而家資訊爆棚，我對
呢啲嘢早就有咗戒心喇！
為為：我唔識得應付呢種人個喎，點算呀？
小強：儍豬豬，玩「全面封鎖」咪得囉！
婷婷：放心喎，我而家鄭重宣佈，退出群組，從此浪
跡天涯，後會無期，哈哈……

合規格的瓦片才可齊齊整整地「疊」上屋頂

燒壞的瓦變形不能與好瓦片堆成「垛」

■廣深港高速鐵路全線開通，迎來
國慶黃金周歷史最大客流。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