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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重慶磁器口古鎮觀光是要作好些思想準
備的，因為許多朋友去過之後都說那才是個
正宗巴蜀味特濃的古鎮，一不小心便會如初
嚐老重慶火鍋般被辣着麻着燙着然後被迷着
呢。
出地鐵輕軌口，拾級而下，便見一大古色

古香的牌樓橫跨大街，大書「磁器口」三
字。不先急於進鎮，乃沿着街道慢慢尋訪，
眼看着街兩旁店舖林立，市肆味愈益顯得繁
盛，突然街對面一排店面的一個豁口處顯現
一條小巷，見其上方標明了「磁器口」，大
名鼎鼎的磁器口就藏在這繁盛的市肆之中
呢。仍不急於進鎮，先擇大街這端一家特色
小吃店用了餐再說，一面挑撥着重口味的重
慶小麵和用勺舀着酸酸甜甜的醪糟圓子，一
面就打量着豁口處的磁器口，但見那古鎮入
口處進進出出湧動着的皆是人流，或者說，
它如同一條蟄伏的長龍，正大口大口吞雲吐
霧哩，想起同是巴蜀重地的成都錦里老街及
寬窄巷，不也與磁器口一個模樣，就實篤篤
偃臥在市肆之中，與市肆連成一片，其實就
是連綿起伏市肆的一個組成部分，是市肆的
一個高潮和節點，情更切、味更濃。
巴蜀人比之華夏其他地域的人更熱烈火

爆、激情澎湃、詼諧風趣，重慶街頭到處是
紛紜紜的人流、喧囂囂的市聲、火辣辣的美
食，一進磁器口，此情狀便來了個高八度的
翻番，人流更豐沛、市聲更風趣、美食更出
彩。但見迎面而來的一個古裝打扮的男子懷

抱一把碩大的木梳，如彈豎琴般五指撥動着
木梳，手舞足蹈、吆喝不止，為一家木梳店
叫賣、做着形象的推介廣告。我細看這男子
長得清俊、一副書卷氣，嗓門卻奇尖奇高，
中氣十足，像川劇裡的小生作派，可惜他戴
着帽子，沒有露出美髮，於木梳無甚相干，
尋思倘若賣木梳形象推介選一個青絲萬丈的
美婦人或許更貼切些呢，索性再奇特點兒，
來一個標致點兒的小尼姑才更具巴蜀風格
呢，因為關於木梳有個謎語說道：「一根木
頭全是腳，送給庵裡小師太，搖搖手跺跺
腳，我俚庵裡用勿着。」
走着，推擁着熙熙攘攘的人群，這邊一家
店門首一個賣現做粉絲的漢子把我的目光吸
引了過去，但見他穿着一件緊身褡膊，肥嘟
嘟的肉像要從褡膊裡噴湧而出，兩條臂膀抖
動着，一手托着漏勺，一手拍打着黏糊糊的
粉糊，漏勺裡的粉條便黏連掛落而下，這本
沒啥趣味，有趣的是他身子大幅度扭動着，
盡展放蕩姿態，臉上的五官跟着扭動，盡顯
嫵媚神情，那眼神兒直勾勾的飛俏，那嘴唇
兒紅潤潤的性感，可惜他是個五大三粗的漢
子，倘若是個夭桃灼灼的少婦，不把人的魂
魄兒勾去方休。不過正因為是條漢子才妙趣
橫生，且不管他推介的粉絲生意好孬，給磁
器口老街增色不少是肯定的，這不，我就成
了這家粉絲舖子的「粉絲」呢。
心裡被逗得直樂，抬頭間鎮街對面像是在
演着什麼戲文？幾位穿着戲服的女子山青水

綠的正頻展水袖、輕舉蓮步，視之原是一座
茶樓，美麗的古裝女子正在招攬過往的客官
進茶樓喫茶聽戲呢，依稀看到茶樓裡的台階
處影影綽綽是被逮着的客官，中間也夾雜着
翩若仙子的着戲裝的女子，看來戲裝女子們
的攻勢還挺有效的，但也不否認喫茶聽戲正
契合着渝人的需求哩，下午時分了，重麻辣
的重慶人正想喘口氣，清清神，那麼一邊喝
茶一邊聽戲是最好的享受啦，況且還有裊娜
的女子在身邊穿梭般來往，神仙過的日子
啊。
然而，更如同神仙般的享受當屬耙耳朵

哩。磁器口老街間隔有距是耙耳朵的小店，
經常走着走着，當街挑出一幡：「耙耳
朵」，或索性從老街或支巷裡躥出一人招徠
路人進去作耙耳朵的享受。與成都一樣的情
狀，當街耙耳朵是巴蜀一大景觀，現代化的
城區就有，更不必說磁器口古鎮啦。因時間
匆促，我沒有實地享受，但從一個個接受耙
耳朵服務的人的面部表情看來，耙耳朵實在
是一款莫大的肉體享受也，他或她側着個腦
袋，一臉的舒適，舒適到難以形容的地步，
恐怕十八個畫師也難以描形。於茲你不得不
佩服巴蜀人的閒暇、會過日子會享受。
磁器口的土特產異常的豐富多彩，以當地

特產麻花和火鍋底料為勝場，各種品種的麻
花脆得讓人笑逐顏開，各種火鍋底料辣得讓
人酣暢淋漓。
美哉，磁器口的表情！

天池，比喻仙界之池，也指山頂之池。唐韓愈
《漫作》詩之一：「玄圃珠為樹，天池玉作
砂」；杜甫《天池》詩曰：「天池馬不到，嵐壁
鳥纔通。」中國名揚四海的天池，不下十幾二十
個。迄今為止，我只在新疆天山、吉林長白山、
河南萬仙山等地，領略過天池的風采。她們如同
仙女一般，長相與身材，千差萬別，各有秀色；
風韻和氣質，不分伯仲，令人陶醉。
天山天池，傳說很美麗——王母娘娘十分疼愛
自己的七個女兒，為滿足她們在柏格達山下修建
一個洗澡池的要求，命令雷神挖池、雨神下雨。
雷神花了七天時間，將池挖好；雨神連下四十天
大雨，終於匯成了一座清澈的大湖；長白山天
池，可望不可即——池水表面海拔二千一百九十
二米，是中國最高、最深的火山湖。但卻宛如一
位濃妝淡抹、純潔羞澀的少女，靜靜仰臥在遊客
腳下約五百米的位置上；萬仙山天池，小巧且玲
瓏——蓄水量僅19萬立方米，位於輝縣「郭亮
村」村口南端、大峽谷「絕壁長廊」上方，由喊
泉和瑤池等涓涓細流匯聚而成，紅崖綠樹、碧水
銀瀑，色彩斑斕、玲瓏秀美……
愛美之心，人皆有之。人們對美麗、美好、美

妙的東西，不論是人物，或者是景物，都銘刻於
心，歷久彌深。上述幾個天池中，天山天池是二
十年前去過的，至今彷彿就在眼前，依然令我如
癡如醉。同樣令我陶醉的，還有獨具特色的武夷
天池。
群山環抱，四季常青的武夷天池，位於臨近武
夷山的建陽區黃坑鎮五福洋。海拔近千米，是福
建省海拔最高的兩座水庫之一。庫區面積630畝，
平均水深20米、總蓄水量666萬立方米。早在十
多年前，我就去過一次。只是來去匆匆，儼如蜻
蜓點水。不久前，心存戀意的我，乘坐獵豹越野
車，從黃坑鎮上出發，再次向武夷天池挺進。過
了新峰橋，一路都爬坡。13公里路程，「獵豹」
如同馴服的「小貓」，雖搖搖晃晃，卻穩穩當
當，在綠色海洋間穿越。一路上，映入眼簾的，
除了傲然挺立的毛竹，還有遮天蔽日的樹木。持
續顛簸了半小時，終於到達目的地。
甫一下車，放眼望去，鬱鬱葱葱的樹木，如同
忠於職守的士兵，默默無語，靜靜肅立，為天池
站崗放哨、祈福護佑。在靠近「壩頭」的左側，
一棵獨立庫岸的松樹傲然挺拔。隨行者告訴我：

「這是武夷天池的『迎客松』！」聽了這話，我
仔細觀察，但見它樹梢朝南北兩個方向伸張，茂
密的松針，如同披上一件綠色的風衣。「迎客
松」下，有棟面積三十平方米的磚瓦平房，年近
六十的管理者老梁，用略帶自豪的語氣說：「我
來這裡快二十年了。開始一段時間，不是太習
慣，到了夜晚，靜悄悄的。現在習慣了，捨不得
離開。」
其實，來這裡的遊客，都捨不得離開。因為，

她的美，不尋常——可以從「外貌」與「內涵」
兩個層面來鑒賞。品味內涵，湖水清清、波光粼
粼的武夷天池，宛如一顆晶瑩剔透的翡翠，鑲嵌
在五福洋的腹地，豁然平臥在人們的眼前。抵近
湖畔，但見湖面碧波輕漾，周邊群山環抱，頭頂
白雲藍天，交相輝映，多姿多彩，引人入勝，美
不勝收。欣賞外貌，她又像一個構造特殊、常年
滴翠的「聚寶盆」。四周高聳的群山，把上天所
賜的雨水，無私地、慷慨地匯入到「聚寶盆」中
來。武夷天池，有五個「隱形手指」，或者說五
個「隱形觸角」。老梁對她們了若指掌。當他得
知我對此頗感興趣時，便像背誦課文一樣「背」
了出來：大東坑，朝東，長約1,400米；小東坑，
朝北，長約1,550米；北坑，長約1,500米；牛尾
窠，朝西，長約1,350米；黃界坳，朝南，長約
800米。
我們在「壩頭」岸邊欣賞一陣後，繼續向前走

去，一道不算很長的鋼性斜牆直線型石壩出現在
眼前。四男兩女六個年輕遊客，在水壩上賞景拍
照，看他們一副喜不自禁的樣子，我上前輕聲而
友好地問道：「年輕人，你們是哪來的？」其中
一個小帥哥回答：「我們是從邵武騎摩托車上來
的。」邵武是建陽的「鄰居」。從這話裡，聽得
出來，他們對武夷天池「一往情深」。要不，赤
日炎炎，百多里路，騎摩托車來，吃飽了撐的。
武夷天池，與前文幾個我光顧過的天池，一個

最大的區別是：大壩如同「檢閱台」。大壩內
側，有堵高約1.2米的「擋牆」。遊客既可以在壩
上觀光賞景、拍照留念，也可以在壩上遊蕩嬉
戲、放飛思緒。這裡氣溫比山下低了好幾度，站
在樹蔭下，涼風習習，像「過濾」了的空氣，讓
人心生貪婪。就連老之已至的我，也生出「讓我
一次吸個夠」的「邪念」。
天池周邊，群山蜿蜒。植被，除了少數毛竹，

多為常青針葉林，間或些許闊葉林。這天下午，
我們站在壩上，一邊聯想，一邊欣賞：眼前，綠
樹成蔭，淌綠滴翠，山罩着水，水連着山；頭
頂，藍天白雲，動靜結合，天襯着雲，雲陪着
天；耳邊，知了歌唱，聲情並茂，彷彿一支隱形
的樂隊，在情真意切地歡迎八方遊客的到來。
漫步在壩上，貌似「土八路」的老梁，如同讚

美自己的孩子一般，情不自禁、妙語連珠地對我
說：有的地方，四季如春，武夷天池，四季如
畫。春天，天池周邊，紅色的、紫色的映山紅，
競相開放，爭奇鬥艷，真個是「萬綠叢中點點
紅」；繼而開放的，是「白花」，像白銀一樣，
灑在翠竹綠樹間。「白花」，有五個雪白的大花
瓣，學名叫「金櫻子」，別名叫「刺榆子」等。
因為它結出的果子有點像橄欖，也有人管它叫
「刺橄欖」。到了盛夏，冬瓜胖（學名：擬赤
楊）開花，山間好比掛着白色錦緞一樣；秋天的
武夷天池，天高雲淡，秋風習習，各種野果，比
比皆是，綠的、紅的，晶瑩剔透，掛滿枝頭。嚴
冬時節，一旦下雪，銀裝素裹，層林盡染，遠遠
看去，好一個白玉般的世界，使人思緒萬千，情
不自禁地想起「山舞銀蛇，原馳蠟像」的北國風
光……
遊覽武夷天池，還有一個「額外」收穫——從
黃坑出發，如果時間允許，加上體力充沛，你可
以在中途下車，走一走新峰通往崇安（武夷山）
的那條茶馬古道，領略古人的艱辛，檢索歷史的
遺篇。一棵在黃坑鎮上用肉眼就能望見的、需六
七個人才能合而抱之的古老柳杉，便是那條茶馬
古道久遠的、活着的「路標」。
夏日的武夷天池，進入視野的，蕩漾心中的，

全是一個字——綠。碧綠的湖水、翠綠的植被、
染綠的情思。眼看日已偏西，遊客漸行漸少，我
們只得依依別離。「打開車窗，關掉空調。」為
了多吸幾口有錢難買到的武夷天池空氣，我不無
「專斷」地發話。返回途中，耳邊忽地響起幾句
老歌：「明鏡似的西海，海中雖然沒有龍，碧綠
的海水已夠我喜歡」，頓時，一股陶醉的心情，
悄然在心頭瀰漫。那感覺，不單是人醉了，就連
心也醉了……

話說堅尼地城在填海前房屋
依山而建，在山上平地稱為
「台」（Terrace），西環七台
約有70年至80年歷史，為太白
台、羲皇台、青蓮台、桃李
台、學士台、李寶龍台及紫蘭
台；最有名3個為學士台、桃李
台與青蓮台；位處較高位置，
當時並無高樓大廈遮擋，有全
海景，在早期樓價也是最貴
的，多為富豪所居住，其中以
華裔商人為主。
七台之中以學士台的位置最

高，房屋的面積大，居民亦最
富有，僅有13個街道編號；以
前桃李台外形像一個新月，佔
地廣闊；羲皇台治安好，太白
台在拆卸改建前為妓女集中
地，普羅人很少踏足此地；昔
日七台各自組織更練，每戶收
取約三幾元作為保安費與管理
費，配有木棍和銀雞；小販及
賣藝者常在七台之間販賣及找
生計。
此幅地皮最初由李陞購入，

將西環山交其子李寶龍（他為
李寶椿兄長）打理，發展住宅
物業；李陞逝世後家族業務衰
落；在1924年李寶龍因生意失
敗，出售西環山還債，以致青
蓮台的魯班先師廟幾乎拆卸。
後來買家合興公司的老闆李星
衛與譚煥堂答允不拆此廟，交
由廣悅堂管理；現今街道許多
住宅已改建，部分唐樓仍保留
古風，為電影與電視劇集取景
地點。
西環七台名稱與唐朝詩人李

白有關，因住宅區的地產商李
寶龍鍾愛李白，後人為紀念此
位地產商，住宅區於另一邊的
街道被命名為李寶龍路，其中
一個台則命名為李寶龍台；太

白台的太白為李白另一名字，
青蓮台取自李白別號；桃李台
出處源於《春夜宴桃李園
序》；羲皇台由來，李白在
《戲贈鄭溧陽》的詩句中自稱
羲皇人；學士台指唐玄宗任李
白為翰林學士；紫蘭台的「紫
蘭」曾在李白的《答杜秀才五
松見贈》提及：「浮雲蔽日去
不返，總為秋風摧紫蘭。」
西環七台為堅尼地城歷史悠

久的住宅區及街道群，文藝氣
息濃厚，約於1915至1935年，
李寶龍在山坡上建造遊樂場太
白樓，裡面有旋轉木馬、人工
湖、射擊場等遊樂設施；乃歌
舞昇平之所，太白樓背靠龍虎
山，面向卑路乍灣，坐擁山海
美景，為富人聚腳之地；太白
樓與愉園、樟園、名園、利園
合稱一樓四園，極一時之盛。
太白樓雖地處偏僻，但因毗

鄰石塘咀的酒家與妓院，富
豪、闊少攜同妓女夜夜笙歌；
在七台出現前，西環半山腰已
有一座魯班先師廟，由三行人
士於光緒甲申年（1884年）籌
款興建，魯班廟所在地輾轉由
合興公司計劃重建，此時有五
名三行代表與李、譚二人商討
保留魯班廟，獲答允送回此
廟，由廣悅堂管理；當年在西
環七台興建唐樓，差不多全部
拆卸重建，舊貌難尋。
三行指木工、泥水與打石，

打石業式微後，油漆取而代
之，魯班（約公元前507年至
494年）原名公輸班或公輸般，
乃春秋末期魯國技術高超的工
匠，他設計許多工具與法則，
並授弟子；至明朝永樂年間，
魯班獲追封為北城侯，其後又
得巧聖仙師名號。

■葉 輝

西環七台與魯班廟

磁器口的表情

歷史與空間 書若蜉蝣

■吳翼民

■張桂輝

豆棚閒話

讀圖時代

■羅大佺

蚯蚓
蚯蚓俗稱蛐蟮兒，是一種普通的環
節動物。在鄉村的泥土裡，隨處可見。
蚯蚓常年生活在土壤裡，每時每刻
都在不停地翻出口腔，將沙粒、土
壤、枯枝爛葉和其他獸類的糞便吞到
富有肌肉纖維的咽頭，用混合咽腺的
分泌物進行加工。經過蚯蚓加工出來
的沙土粗糙的變得細膩，乾燥的變得
濕潤，還增加了許多化學物質，把瘦
瘠的土地變得肥沃。
蚯蚓不但是土地上辛勤的耕耘者，
還是春的使者。據生態學家考證，每
當春天悄悄到來的時候，蚯蚓立刻用
隆起的腐殖土向大地報告「春天來
了」，當布穀鳥從北方飛回來大喊大

叫「春天來了」的時候，蚯蚓其實早
就報告好多天了。
沒有鮮花，沒有掌聲，沒有「春的

使者」這樣耀眼的桂冠，沒有讚美的
詩篇。但蚯蚓不圖名，不爭利，仍然
快快樂樂地耕耘在田野裡。
就是這樣一條與世無爭的小小生

命，也逃不出塵世的紛爭。
禽獸襲擊蚯蚓，農人把牠們捉來垂

釣、餵雞、餵鴨，有的藥店專門收購
蚯蚓來製作藥引子，說蚯蚓有利尿、
鎮痛、平喘、降壓、解熱、抗驚厥等
功能，可以治療多種疾病。
何處是淨土，能給蚯蚓一席安身之

地？

生活點滴

遊 蹤

■青 絲

武夷天池醉人心

進入手機時代以後，人們的文化趣味日益多
元，閱讀方式也發生了本質性的變化。平時用
手機閱讀的人，更習慣從視覺衝擊強烈的圖片
和影像獲取精神愉悅，並由此衍生出一句流行
語「無圖無真相」。即凡事都必須配上簡單易
懂、可一目了然的圖片，進行輔助敘事，原本
循序遞進式的文字敘事，已逐漸被圖像敘事取
代，真正意義上的文字閱讀正在減少。
「無圖無真相」成為網絡標準閱讀模式，除
了信息技術發展，人的閱讀範圍變大，必須採
用一定的過濾機制對信息進行篩選，經過精心
編輯的圖像，更有針對性，容易展現出內容特
點，可以快速吸引閱讀者的關注，但也折射出
了一種失衡——很多人已經缺乏足夠的定力，
令自己靜下心來進行文字閱讀了。網絡閱讀者
多急於速成，不願意花費時間和精力去深入閱
讀，而是希望看一眼就能完全清楚一件事情的
來龍去脈，或從中獲得娛樂和放鬆，而非追求
知識的增長。於是，能夠快速瀏覽、更容易抓
住讀者眼球的圖像，順理成章地成為了最受青

睞的信息傳播手段。
但是，「讀圖」大行其道，導致人的審美趣

味異化，也是顯而易見的。畢竟讀圖是一種只
看結果，沒有過程的信息獲取方式，量大而質
低，無法塑造人與文字的感性交融，獲得全面
完整的思維能力，反而容易形成一種以自我為
中心的惰性。尼爾．波茲曼的《娛樂至死》提
到文字與圖像予人不同的影響，認為深度模式
的文字閱讀，能提供讀者無限的想像空間，讓
人體驗到虛構想像的美好魅力，並由此產生情
感上的回應。相比起來，圖像則是真實的，會
制約人的想像力，塑造及固化人的觀賞習慣，
令人陷入到一種欲壑難平的狀態，既消費信
息，也被信息所支配。
而且，讀圖缺少文字閱讀的涵泳玩索、沉潛

品味過程，沒有明確的方向感，無法構建個人
的精神空間，也很容易落入到獵奇或過度娛樂
的套路當中，很容易變得心不在焉，缺乏自制
力，就像被捲入到一個巨大的信息漩渦當中，
只能身不由己地任由那些刺激感官的碎片，引

導着疲憊的靈魂，娛樂至死。
莊子曾提出「無用之用」。意為有些看似無

用的東西，並不一定真正無用，很有可能是因
為人的無知，錯以為無用。文字閱讀就是「無
用之用」。有些知識素養，確實無法立即展現
出實際效用，但是卻能調動起人的感覺與性
靈，養成主動性和創造性思維，及至有了自然
積澱，獲利會更大。
閱讀即為一個令思維精細化的過程。文字就

像攻玉的金剛砂，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最後
令思想變得瑩潤厚重。尤其一些經典讀本，需
要沉靜下性子，把內心的稜角毛刺打磨光滑，
才能形成感性的體認，與讀本形成融合。這一
過程，就像璞玉被從亂石堆中擇出，完成了從
石到玉的蛻變。
相較而言，讀圖雖然能夠帶來即時的視覺感

官愉悅，卻對人的思考力毫無提升，反而會令
人目迷五色，視野變得越來越微觀，甚至精神
思維完全依賴於網絡，實際上是在為短暫的
「有用」支付高額的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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