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暴殄天物射鵰宴

生而為工具
兩年前，廣州有一
則新聞，一對夫婦為
了騙錢，完全不管8歲

女兒的性命，數次讓她去撞車碰瓷兒。女
孩用小身子猛撲到車前，直接被撞飛1米
多遠，當爹媽的進而跟上，各種撒潑打
滾，奧斯卡式表演，最後拉着閨女橫躺在
馬路上。案發後警方調查，證實孩子是男
子的前妻所生，確為這個當爹的親骨肉。
無獨有偶，寧波也有一對夫妻，逼着
自己14歲的親生兒子屢屢從「摩的」上
「掉下」，甚至是直接把他踹下，利用
「小孩子摔傷了才能騙到錢」的「原理」
大肆碰瓷兒，作案20次，涉案金額上萬
元。那個滿身傷痕的孩子跟記者說，抗爭
過，但失敗了。車上父母的眼神是一種
「惡狠狠、要吃人」的眼神，「如果躲
閃，母親會輕飄飄地補上一句，還有兩分
鐘就到了。」那是一種暗示，再不跳就直
接踹了。男孩說，每次真正跳下後，在身
體的疼痛來臨之前，會覺得心裡的石頭落
了地。
把孩子視為私產，甚至是工具，肆意
影響和操縱孩子的人生，是國人父母的通
病。但小狸本以為極端的案件到親子碰瓷
兒的檔次也就差不多了，但不成想，奇葩
之外有奇葩。
不久前，一名母親上傳了一部視頻，
視頻中，她親生的10歲兒子端坐在鏡頭
前，先是很嚴謹地一一亮出學生卡和醫保
卡——是的，就「像」一個大人的思
維，然後明顯是對着鏡頭外的提詞紙一字
一句、繪聲繪色地朗讀起來。朗讀的內容
是一份以孩子第一人稱寫的「退學聲
明」，控訴自己的父親遺棄自己，揭發自
己的父親「婚內出軌、吃喝嫖賭、違規經

營、偷稅漏稅」，甚至還舉報自己的祖父
「亂倫、殺人」，結論是自己因此被迫退
學，末了還祝大家期末考出好成績。看着
小男孩像讀自己的作文一樣繪聲繪色地朗
讀着那一句句令人心驚膽戰的限制級語
言、替鏡頭外的怨婦表達着深深的仇恨
時，小狸真覺得有一種看恐怖片的感覺。
到底是怎樣的一個母親，可以瘋狂到如此
地步？
追根溯源看了那名母親的微博，她大

方坦承稿是她替孩子寫的，竟然還有不少
人為她叫好，表示「理解」、「這也是逼
急了」、「支持你維權」，再一看被那名
母親曝光的孩子父親微博，果然有一隊人
馬跑去罵渣男。暫且不說那些並沒有拿出
證據的爆料的真實性，單單是這件事本
身，重點難道不應該是關注那個孩子今後
的心理健康、對人生的影響以及抵制父母
利用孩子作為工具這個點嗎？
不得不說，把孩子作為工具，在很多
人心中還真的沒有那麼敏感。
退學事件中的母親是因為做得太極

端，所以被關注了，但其實，在生活中，
遠遠充斥着更多的把孩子作為工具的習以
為常。比如最經典的逼婚手段是「奉子成
婚」；比如新聞裡常報的大人吵架母親就
虐待孩子以逼丈夫就範；比如不停地晒娃
以求點讚和炫耀；比如表面上「都是為你
好」其實是為了圓自己夢地逼着孩子幹這
幹那……這裡面的很多事，當爹媽的都
是活在自己的世界裡，而根本沒管娃到底
願不願意。說到底，還是那句，你是我的
私產，我想怎麼操縱你就怎麼操縱你。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每個孩子都

有成為自己故事裡英雄的機會，願每個父
母都有只做自己故事裡英雄的智慧。

小查詩人過世之後，我
們一批金庸小說迷在社交

媒體開設了一個虛擬的「金庸紀念館」。
有網友問香港著名食府鏞記酒家以一個鏞
字命名，是否也跟查良鏞先生有關？
這個純屬巧合！鏞記酒家以燒鵝遐邇
馳名，已故第一代掌舵人甘穗煇先生外號
「燒鵝煇」，可知其擅長炮製燒鵝。甘老
早年與一位麥鏞先生合作，鏞記本是茶
檔，合作後兼賣廣東燒味，實為強強結
合，相得益彰。後來麥先生退股轉行，甘
老仍用舊店名，而且生意愈做愈大，遂至
譽滿香江。鏞記燒鵝甚至可以坐飛機！即
是旅客攜外賣食盒，帶飛遠方，以饗至愛
親朋。故此鏞實不同彼鏞也。
鏞記酒家與金庸小說的關係，就是一
席「射鵰英雄宴」，可惜從飲食文化的角
度來看，這可算是「壞招牌」之作！小查
詩人成名之後，當然嚐遍舉世不同菜系的
美食。皆因金大俠所到之處，只要有中國
人旅居，必定有忠實讀者粉絲。任誰知道
大俠大駕光臨，必然待以上賓之禮，亦必
然爭相奉以當地最佳美食。
這一席「射鵰英雄
宴」，靈感來自年方十
五桃花島小公主黃蓉的
虛構廚藝，雖然小查引
經據典，內容其實很不
靠譜！小查於上世紀五
十年代中創作《射鵰英
雄傳》，當時尚未創
業，仍在報館上班，雖
然小說賣個滿堂紅，經
濟上仍未算特別富泰，
為丟書袋而虛構新菜，
成為敗筆。什麼「好逑
湯」（荷葉筍尖櫻桃斑

鳩湯）、什麼「玉笛誰家聽落梅」（羊羔
坐臀，小豬耳朵，小牛腰子和獐腿肉加兔
肉扭在一起的「炙牛肉條」）都是胡說八
道。
最荒唐的是「二十四橋明月夜」，書

中說把一隻火腿剖開挖二十四個洞，放入
球狀豆腐，待火腿蒸熟，「火腿的鮮味已
全到了豆腐之中，火腿卻棄去不食」！此
乃遊戲文章，讓這道菜傳世，於小查的身
後名大大的不利，蹧蹋中國飲食文化，可
記一過！
此事反正「難逃公道」，由潘國森率

先開罵，無非是「喜笑之批評」，不傷脾
胃。總勝過落在江湖上仇家手中做文章。
須知一物有一物之特性，豆腐食制雖

多，通常取其口感嫩滑，或做成乾品以增
強「咬口」，或炸得外脆內嫩。最重要是
豆腐不能吸鹹味和肉香，黃小妹強調火腿
「棄去不食」，暴殄天物之至！如此作
為，我南海潘氏家廚決不允可！蒸熟一隻
火腿，時間當以小時算，豆腐與之同蒸，
必然蒸得「老」，還怎麼可以吃？不嫩不
滑不鹹，味同嚼蠟，如何可以傾倒？

拿金庸小說入面的美饌招徠，
其實可以弄個「參合宴」，請姑
蘇慕容家兩位小美人做的江浙菜
可也！阿朱的「櫻桃火腿」和「梅
花糟鴨」、阿碧的「荷葉冬筍
湯」（好逑湯的原型？）和「翡翠
魚圓」，再加「菱白蝦仁」（新
三版改作「白果蝦仁」）和「龍
井茶葉雞丁」等等。以上菜色才
是「給人吃的」！
今版「射鵰英雄宴」每賣一

次，就是累得小查詩人傷害香港
粵菜文化一次，以後休得再提！

（寫小說的金庸與我．之十）

送犬迎豬年，農曆新年快到了，全港
多處主流商場，也紛紛進入「過年」的節
奏，增加年味兒。我們到了歲末，就嗅

到濃厚的、香噴噴的年味了，細嚼綿軟鮮味的臘肉、香菇火
腿的蘿蔔糕，年味都飄在臘味濃香中，年味都浸在各種感官
裡，年味就是一家人聚在一起吃頓團年飯，吃頓開年飯，一
起吃一頓又一頓的熱鬧而溫馨的好味道。
從我嫁進了鄭家起，記憶中奶奶臨近過年最忙碌。奶奶大
清早即到菜市場搜購食材，一手拉車回家來，拎下來的滿滿
足夠好幾天用的食材；奶奶即在廚房喜滋滋地弄各種吉利年
菜，炆蠔豉髮菜豬蹄、老火湯，動手動腳沒停地忙不過來；
忙忙碌碌直到開年那天，奶奶才開始稍為歇息一會呢！
家裡的小孩們看見全盒的果品，有糖蓮子、油角、蝦片

什麼的應有都有，小人兒不嘴饞才怪。大年初二清早，奶
奶見兒女孫子都回家了，很熱情招呼大夥兒飲湯、吃蘿蔔
糕，又興致勃勃地逗孫子玩，笑盈盈看大家大吃大喝的樣
子，她神情特有成就感哩。我們吃酥炸金蠔、葱油雞、炆
花菇……樣樣美食，吃得特別滋味！我愛吃奶奶的拿手菜
釀土鯪，味道出色，令人驚喜，食慾倍增！奶奶炮製的各
式年菜，好吃得令人一誇再讚；樂得奶奶就像是完成了一
次重要的關鍵事業，笑得很得意。
今年我想自己動手寫揮春和春聯。狗是十二生肖當中排

名11的動物，而豬則排名12，是對最佳拍檔的福星，在
中國文化中，被視為祥瑞吉利的象徵物；新年想寫副揮春
「金豬報捷，錦犬送春」，祝大家諸事順利；又想寫些應
節春聯，如天狗驅寒盡，寶豬帶暖春；或狗守太平歲，豬
牽富裕年；再來看這兩對如何？狗問平安隨臘去，豬生財
富報春來；寶豬迎春年興旺，風雨送冬歲安康。
以前是個重視回家團聚過年的年代，「有錢無錢，回家
過年」——人們到了歲末，就嗅到濃厚的爐火炊煙升上來
的、香噴噴的年味了，年味都浸在各種感官裡：口有吃的
臘肉蒸糕，鼻有嗅的油香飄送，眼有看的瑞年賀詞，還有
聽到的鞭炮聲、鼓樂聲……年味就是一家人相聚、熱鬧溫
馨的好滋味，寫對好春聯來祝福，親友一起拜年道賀，無
處不歡暢。金豬旺年迎春，我祝願家家戶戶福到運來，百
業興旺，人人各展所長；青少年更趁好年華，心懷大志勤
勉勵，朝氣勃勃覓理想！

送犬迎豬年味豐
擾攘多時，舉世

矚目的中美貿易談
判首階段在上周暫

結束。美國總統特朗普大言不慚地
說，此次會談取得相當大的成功。
雖然磋商並無舉行記者會，惟各自
表述卻無細節。
特朗普面對採訪時卻意氣風發，

表示貿易對話獲巨大成功。最可笑
的是，在此期間美國正與各方就墨
西哥邊境圍牆爭議作談判，希望結
束政府停擺。
然而性情中人的特朗普，在會面

期間反枱離場，顯然對方並不給面
子，談判不成功，其實是意料中
事。輿論認為，更可笑的是美國特
朗普公開點讚中國好嘢，當然中國
是泱泱大國，一切以世界利益為首
要。我們認為，只要中美貿易會談
能取得成果，世界各國經濟亦能獲
利，世界人民都有好日子過。
其實，第一步中美磋商雖然獲進

展，但我們恐怕美國並不理性，似
乎會有得一想二的談判策略。傳聞
國務院副總理劉鶴將率團赴美，再
作深一層的談判，在關鍵領域上磋
商。相信在補貼知識產權方面，雙
方仍存有分歧，還有就是在創新科
技方面，對中國作出種種制裁是相
當不理性和不智的。正如國家副主
席王岐山指出，合作是中美最好的
選擇。其實，舉世都期盼中美能合
作，特別是就對方在經濟金融科技
等領域，互利互補，互讓互諒，合
作自然愉快。
試想想特朗普未挑起中美貿易摩

擦時，世界經濟是向上發展，而事

實上今時今日世界經濟已步入衰退
環境，世界經濟下行壓力增。暴風
雨或許會來臨，而在此風高浪急的
時候，美國本身正鬧矛盾，政府停
擺，此文執筆之時仍未獲得解決，
實在令人憂心忡忡，怕會影響中美
貿易會談及磋商。
政治與經濟永遠密不可分，牽一

髮而動全身。中美貿易談判首階段
吹來一片和風，果然引起金融市場
的波動。人民幣愈升愈有，美元下
行，投資者都認為美國經濟前景不
利，美元好景不再。至於在股市方
面，大上大落，雖然投資者信心不
足，但也不敢大肆做淡倉，金融市
場盛行炒作之風。
在逆境中尋找機遇，是投資者的

良方妙藥。舉世都在看好中國的前
景，人民幣看漲，在中國投資及參
與中國股市都成了時下熱門話題。
事關中國有大國風範，中國國家領
導人有治國理念，在困難逆境之
時，一切以人民利益為首要，不斷
發出利民的政策，因而獲得舉世投
資者的點讚及支持。儘管在最近所
發表的我國經濟數據並不太好，然
而人民對國家有信心，認為國家會
撐企業、保就業、穩經濟，因此大
家都對未來有信心。
年近歲晚，各企業老闆都在為

錢而繁忙，年關在即，最傷腦筋
的是手上是否有足夠的現金？是
否能夠有低息融資的機會，以便
解決年關？為民謀利的政府，作
出種種解救的良策，大家心內對
前景謹慎樂觀，期盼豬年行好
運，幸福滿滿。

互利互補，互讓互諒

上一代對世界的了解
靠書本，新一代則是從
互聯網，以及親身遊歷
拓闊視野。親歷其境自

然對世界的了解不一樣，對個人的影響各
異。我一位朋友張得欣是八十後，年紀輕
輕足跡已遍佈五十多個國家逾八十個城
市，她對世界的知識是目睹和感受而得來
的。得欣憑藉她的外遊體驗，毅然創辦了
旅遊科技環球平台《賞遊》，專為前往歐
洲旅遊的中國自由行旅客而設。
難得的是這平台同時推出應用程式，
以助推廣文化遺產保育及促進中國與環球
藝術文化組織間的文流。平台更和荷蘭梵
高文化遺產基金會作策略性結盟，並成為
該會首個亞洲股東。且
支持基金會的「駐地藝
術家」項目，贊助大中
華區冒起的藝術家，替
他們聯絡在歐洲梵高文
化足跡所遍及並設有
「駐地藝術家」項目的
博物館，讓這些年輕人
有機會在國際藝術舞台
上一展才華。

根據中國出境遊研究所的分析數據，
去年共錄得一億六千萬人次到海外旅遊，
預計今年更增至一億九千萬人次。張得欣
希望《賞遊》的應用程式像文化大使般，
為新一代中國旅客提供豐富資料，得以認
識不為人知的小鎮文化遺產及體驗地道特
色，如富歷史的餐廳和咖啡館等。她認為
外國人對中國遊客有不少誤解，她希望這
平台可以讓中國自由行的旅客透過所提供
的資料認識不同國家的文化，也透過這平
台，讓外國人了解來自古老文明國度的中
國新一代。應用程式有當地語言與中文的
互譯功能，以解決小商戶和中國旅客間的
語言溝通問題和打破文化隔閡。平台還為
文化和大自然保育盡一分力，把部分淨收

益撥作保育工作。
張得欣還請了

香港九十後獨立藝
術家宏禮豪，設計
十張「梵高秘遊香
港」的名信片，以
推廣香港。還希望
在「駐地藝術家」
項目能幫他拓闊眼
界。

為中國旅客而設的《賞遊》平台

與福建海峽文藝出版社
副社長兼副總編輯林濱重
逢，是在晉江市「蔡其矯

詩歌館」開幕儀式上。和林濱，本來接觸不
多，只是在2013年12月，袁勇麟藉福州溫
泉公園附近的「財富品位酒店」西餐廳賞
飯，請了幾個人作陪，記得有林濱等人。當
時是初識，似乎沒有多少話可說，而坐在我
旁邊的孫紹振，是多年老友，人又十分健
談，整個晚餐，我和他交頭接耳。
當時隱約記得林濱是福州某出版社負責

人，但具體職務搞不清楚，也沒去追問。只
是覺得他甚為年輕，話也似乎不多，比較內
斂。雖然沒什麼交流，但給我留下的第一印
象頗佳。到了2018年6月，有個讀書會在深
圳舉行，本來勇麟約林濱同行，他也一口答
應，不料將啟程時，他卻另有公事須處理。
如此，深圳之行，也就成了泡影。
但沒關係，2018年8月，世界華文作家應
邀飛往檳城，參加「第三屆世界華文作家看
檳城」采風活動，我又和他喜相逢。我深
信，要是有緣，即使遠隔萬重山，也總會風

雨兼程來相逢，問題只在於遲早罷了。
在檳城，漸漸相熟起來，他頭上雖然戴着
頭銜，人卻謙和，沒有從某些青年才俊臉上
輕易流露出的驕氣，讓我感覺舒服。他謙
稱，搞學術恐怕不夠深入，由於大學中國語
言文學專業出身，與現在從事的工作投合，
可以盡情發揮。他很勤奮，閱讀範圍不僅限
於文史類，而是廣泛涉及其他類別，融會貫
通，正是他的強項。難怪現在主管的文藝出
版工作位置上，揮灑自如，如魚得水。
在晉江，應邀參加「蔡其矯詩歌館」開幕

儀式之後，我和他同搭高鐵，一路同行，奔
向武夷山另一個會議，途中手機不斷，可見
他公務繁忙。有時有人請示工作，他也只是
三言兩語，擊中問題要害，便結束通話，笑
眯眯轉過身來，又跟我接上中斷的話題。
我才知道，他有一個現今十歲的男孩，平時

上班忙，但遇到周六周日，或假日，他就更忙
了，因為要送孩子去補習。社長也要當「保
姆」，容易嗎？我笑說。可在內心卻尋思：社
長也是尋常男人一個，何況他顧家！
他經常逛書店，一看到什麼好書都買下來。

可以說這跟他的職業方向有關，是他對工作的
熱誠。而在專業上，思路敏捷，那天在檳城，
參觀著名的大院時，我坐在庭院的石凳上休
息，他卻和勇麟急步走過來，坐下，約我寫一
本關於與詩人蔡其矯的書，而十二月，正是詩
人的百歲誕辰紀念日。這小小的一件事情，正
可以反證他的專業精神和敏感程度。
那天，我和他一起，從晉江搭高鐵前往武

夷山，我沒有走過這條線，全靠他取票，幫
我提行李，給我領路，才沒有走彎路，安全
抵達。我口頭上不說，心中卻無言感激。
沿途聊天，察覺他健談，思路明晰，且具

專業判斷力，這當然是決斷者應具備的特
長，不過他並沒有把長處蛻變成武斷；這是
特別讓我心折的緣由。在「蔡其矯詩歌館」
的座談會上，他發言，內容簡要，直擊中
心，容易激起回響。
在武夷山酒店稍息，他約我去步道走走看

看。當我們叫上計程車，開出一段路的時候，
突然想起凌逾也到了，於是他打電話，同時請
司機掉頭接她，一起去逛步道。我感覺到，正
如勇麟所言，林濱是個真誠的好朋友。

敏思篤行的出版人——林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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楠溪江，永遠的山水詩
楠溪江，養在浙江永嘉

「懷中」，與樂清的雁蕩山
做「芳鄰」，為國家級風景區。悠悠三
百里楠溪江，水清、瀑多、岩奇、村
古、灘秀。披覽現代文人筆下楠溪江，
好似美景打開心扉，眼睛看到寧靜。
朱自清先生在《白水漈》中，對浙江永
嘉甌北白水漈瀑布有傳神描述：水到那
裡，無可憑依，凌虛飛下，便扯得又薄又
細了。當那空處，最是奇蹟。白光嬗為飛
煙已是影子；有時卻連影子也不見。有時
微風過來，用纖手挽着那影子，它便裊裊
地成了一個軟弧；但她的手才鬆，它又像
橡皮帶兒似的，立刻伏伏帖帖地縮回來。
正是白水漈飛瀑的奇妙，讓朱自清發
出「幻網裡」的感受。因白水漈與市鎮
靠近，像一位親密而溫柔的戀人，令無
數遊客其情難捨。但是，欣賞白水漈瀑
布僅為楠溪江的「小樂章」，高達124
米的百丈瀑、多級連續的梯瀑、形如蓮
花的蓮花瀑、聲如鑼鼓的擊鼓（打鑼）
瀑，虹彩映潭的橫虹瀑，堪稱楠溪江瀑
布的「交響樂」，真是瀑瀑跌宕起伏，
聲聲動人肺腑。
觀楠溪江的瀑布之美，須登臨山石，

有勞頓之累；然而，若以竹筏泛遊楠溪
江——「坐水觀山」，那麼楠溪江的
「大風情」，躺臥閒適之中便漫入眼底。
作家劉心武的散文《秋水筏如天上

過》，寫出了竹筏泛遊楠溪江的妙：筏入
溪流，才發現溪水出奇地純淨，用「清
澈」形容還不夠……水下粒粒可數的斑
斕五色卵石，與閃爍波紋的疊動，如聆豎
琴彈奏。綿軟晶瑩的水，呈透明簾幕或閃
亮水線而全無白沫，掬飲一捧，入口微
甜，與瓶裝優質礦泉水無異。
劉心武對楠溪江，歎其「天真」，愛

其「寧靜」。他還說，楠溪江既有江的
寬闊，又有溪的宛轉。從竹筏上望去，
遠山淺黛，近處竹林、冷杉，又不時閃
過紅烏柏、黃古楓、烏篷船、舴艋舟、
青瓦農舍。溪灘上叢生着高矮不一的灌
木、叢林，微風吹過，有搖曳飛絨，彷
彿吟誦着一首無言長詩。筏在溪中飄飄
欲仙，同行詩人邵燕祥盛讚：「秋水筏
如天上過。」詞境與意境合一。
對楠溪江，身為中國時報記者的石在，

比劉心武更敏感。他的心間生出一種恍然
如夢的感覺。他寫道，楠溪江像星空一
般，閃爍而寧靜；像夢境一般，迷離而牽
魂。石在是那樣癡迷楠溪江畔的古民居，
石桅岩、陶公洞、十二峰、百丈瀑、二駒
石、獅子岩，歷史的精工、過往的生趣都
在眼底婆娑、搖曳。在他心底婉約奇麗、
古樸純淨——已化作楠溪江的「靈魂」。
其實，是楠溪江把「魂魄」注入了古
老江村，又隱入宛轉清流中，讓遊客學會
在輕淡無形中愛閒適自然、平和摯誠。因
而，楠溪江是江浙山水詩的源頭，也是永
嘉學派的中心，更是仁愛情誼的歷史典
範。永嘉籍作家陳繼達，對此有着真誠描
述：建在古江村——蒼坡村東南角的
「望兄亭」，與坐落在方巷村口的「送弟
閣」，雖距離僅1里有餘，相隔盈盈一
水，卻是人性美的詩篇！
據蒼坡李氏族譜載：公元1128年（宋

建炎戊申），李氏七世祖李秋山從蒼坡
遷居方巷，弟李嘉木仍居本地蒼坡。兄
弟情深意篤，往來頻繁。此地常有野獸
出沒，故夜間分手回家，兄弟必互送。
弟若回家，兄必陪送到蒼坡；而兄返回
方巷，弟又生怕兄在路上出事，又非送
回兄到方巷不可。後他們商定各在自己
村口建亭閣，每次陪到亭閣即止步，等

對方到村舉燈為號，以示安全，再返
回。正是「雙亭隔水頻招望，兩地同源
本弟兄」，「望兄亭」上的這副楹聯記
載着這段佳話。若把楠溪江流域的「無
限真愛」的古村落比作棋子，化往上
游，人煙化少，江水化清。這時，遊客
甚至有一種衝動，想把背包沉進江中做
魚翔淺底模樣。然後，自己也裸身飛下
斷崖做錦鱗游泳狀，專心而不羈地做一
個水影，幻化為這裡的一片自然。
回眸楠溪江北酷似屏風般的群山，那

飄蕩的雲霧把處處山峰打扮成「五四青
年」模樣；江南岸則是一段鋪滿卵石的
開闊灘塗，有一二竹筏擱淺在河灘上，
安詳如夢……只有在放下自己時，才對
眼前風景有所體悟；也只有默默領受，
才會從頭到腳感受楠溪江的本質。楠溪
江號稱「華東第一江」、「浙南小漓
江」。永嘉籍作家李盛仙，在《美哉，悠
悠楠江水》中，就用詩詞「點化」了「華
東第一江」的絕美：青山如畫相對出，綠
水似錦逶迤來。匆匆一生竟不知這般好山
好水，碌碌平生何曾見如此佳景佳人。
「如果需要清洗靈魂，我要用楠溪江

的水。」李盛仙之美文，不斷用生花妙
筆，把知音話語送給悠悠的楠溪水：每當
竹排穿過，或「風乍起，吹皺一江春水」
時，浸在水中的山峰、岸影被搗碎、溶
化；然後風平浪止，它仍像糖塊一樣甜甜
地泡在江水裡，浸入人心。伸手捧起來涼
津津、甜絲絲；從指間流出滑溜溜、白花
花；匯入深潭光閃閃、綠瑩瑩。
楠溪江，如此悠閒快樂地活在文人筆

下，原因是什麼呢？恬靜、古樸和本真之
外，還要一點點隱居的姿態。如果你到楠
溪江遊玩，請不要過多打擾那種自然和靜
謐；這樣，楠溪江才會繼續快樂地活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