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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素仲作品

那天，走進蕉坑村燕詒樓的時候，時光一下凝
固下來，而我的思緒卻飄得很遠很遠……我忽然
明白客家人的許多神秘現象，諸如土樓屋頂為何
要鑄一隻白色雞公，有燕窩的土樓是吉兆。
山峰夾峙，一水縈迴，蕉坑村宛若一隻狹長的
燕窩，蜿蜒安臥於峰巒之下。蕉坑村坐落於福建
永定陳東鄉的青山碧水之間，是我國原國家領導
人之一、著名科學家盧嘉錫的故里。而歷盡滄桑
的燕詒樓，是盧嘉錫的祖居。
燕詒樓是三層方樓，由盧嘉錫的17世先祖盧
文禮，建造於清朝乾隆年間，至今約有250年歷
史。樓名取自《詩經．大雅》：「詒（通
「貽」，遺留）厥孫（通「遜」，恭順）謀，以
燕翼子」，意思是：「留下那順應天下的謀略，
用來安寧輔佐子孫」。
它坐東朝西，背倚竹木葱蘢的山巒，門前是長

方形「門坪」，榕樹茂密，貞子樹蓊鬱。門坪外
有一口鯉魚形池塘，與樓內兩眼清冽的水井和五
窟淺淺的水窪，構成「七星伴月」風水景觀。鯉
魚池塘又寄寓讀書人「鯉魚跳龍門」。池塘下，
是清粼粼的蕉坑溪水，淙淙地流向金豐溪，流向
潮汕、香港……溪岸那棵幾百年的布驚樹見證了
燕詒樓的雲散雲聚、花落花開。
經過二百多年傳承，燕詒樓後裔達300多人，

可謂瓜迭延綿，人才輩出。其中盧嘉錫是蜚聲中
外的科學家、教育家、社會活動家、我國結構化
學的奠基人，曾任中國科學院院長、全國人大副
委員長、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農工民主黨主席
等。盧嘉錫1915年出生於廈門，1895年，因憤
於清政府割台給日本，其曾祖父盧振基攜家遷居
廈門。父親盧東啟生於台灣台南，在家塾「留種
園」授徒。盧嘉錫隨父讀書，勤奮聰穎，15歲
考入廈門大學化學系學習。1937年，他師從倫
敦大學著名化學家薩格登從事放射性研究，早年
設計的「Lp因子倒數圖」，載入國際X射線晶
體學手冊，稱為「盧氏圖」。後來，他進入美國
加州理工學院，師從兩度獲諾貝爾獎的鮑林教授
從事結構化學研究，發表系列論文，成為結構化
學的經典文獻。他參加軍事科學燃燒與爆炸研
究，獲美國「科學研究與發展成就獎」。1945

年冬，他懷抱「科學救國」的熱情回國，指導福
建物質結構研究所在原子簇化學、新晶體材料科
學研究，在國際上佔有一席之地，先後獲聘歐洲
多國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學院副院長等。
盧嘉錫的祖籍地在哪裡？成為眾多學者關注的

話題。有人認為是在台灣，有浙江、遼寧、河
北、河南等盧氏宗親去信與他探討他的族源，並
邀請他尋訪，但均遭盧老婉拒、否認，因為他聽
父親說過祖籍在福建永定，但具體在哪個鄉鎮、
村落，他無暇深究，家族中亦未討論過。
樓主盧廷棉、盧廷有兄弟拿出一張老照片給我

看，這是攝於1959年的燕詒樓照片，只見牆體
厚實，石腳高砌，木窗黑瓦，牆面斑駁，一如客
家人的質樸率真、粗獷豪爽。樓前橫亘馬路、小
溪、石橋，樓側有翠綠的菜園、層疊的稻田。可
惜，1996年「八．八洪災」將燕詒樓沖毀了一
半。為了留住這一份珍貴的歷史遺產，現在政府
支持下着手重修燕詒樓。
走入燕詒樓，淡淡的陽光從高高的屋角瓦稜間

飄下來，輕輕落在天井小草上，像一個時光的謎
語。大廳裡的觀音，仍然靜默地護佑着燕詒樓。
三層樓裡的褐色木柱、樓梯、廊道，宛若歷史老
人沉默的表情，天井裡的小黃花訴說着生命的秘
密。盧廷棉站在門廳，指着東北角的四間房，
說：「那就是盧嘉錫上祖貴亨公的房產，文禮公
四個兒子榮（亨）、華、富、貴，各房有四間樓
房。貴亨公的長子潔齋公（盧嘉錫的高祖），童
年跟隨叔父遷往台灣台南赤嵌開基……」
盧嘉錫祖籍地確認在蕉坑村，還有一段曲折的

故事：福建物質結構研究所研究員盧紹芳是盧嘉
錫的堂侄女，她的爺爺盧文啟是盧嘉錫的胞叔。
她從小在盧老身邊長大，盧老對她疼愛有加，情
同父女，盧老曾手抄王之渙《登鸛雀樓》一詩，
贈給盧紹芳伉儷。出於一個學者對族源的嚴謹，
2006年她去信永定縣殘聯，請求核實「蕉坑燕
詒樓是否還在」等幾個關鍵問題。其時，盧嘉錫
已經去世多年。當盧紹芳聽到燕詒樓還在，而且
燕詒樓宗親給她來電說：他們還有燕詒樓支系、
旅緬僑胞盧紹庭於 1974 年編寫的《盧氏族
譜》，盧紹芳更是喜出望外，要求馬上核對，結

果世系記述完全一致，一些細節驚人相同。比
如，盧紹庭編寫的《盧氏族譜》記載：「台灣被
日本佔據後，心啟遷移廈門任大同中學校長。
（盧心啟是盧嘉錫父親盧東啟最小的胞弟）一九
二五年時，朝瑞兄路經廈門，曾往會見一次。心
啟送朝瑞兄一件棉衣……」
原來，盧紹芳在整理爺爺盧文啟的遺物時，經

常看見爺爺落款處題「燕詒後人」，對此印象深
刻。她發現爺爺留下一本1938年手書的《留種
園盧氏譜略》，上面明確記載：「台灣開基始祖
十九世考潔齋公諱泰，貴亨公長子，世籍福建永
定蕉坑燕詒樓，幼隨叔父亮亨公客遊台灣，家於
台南府之縣口街。以居近衙署，從習刑幕，審核
獄訟，多所平反，有歐陽崇公之風。子孫科第蟬
聯不絕，皆其積善成德有以庇賴之也……」
為了「一慰先祖之願，二使後人有正確的族系

歸屬」，第二年春暖花開，盧紹芳再次去信永定
縣政協請求再核實盧老的祖籍地。政協領導非常
重視，組織文史專家實地調查考證，核對族譜，
確認盧嘉錫的祖籍地就是永定陳東鄉蕉坑村。
站在燕詒樓門口眺望，對面峰巒疊嶂，形如筆

架。盧嘉錫家族認祖歸宗的往事如蕉坑溪水潺潺
流淌：2006年12月28日，盧嘉錫院士銅像落成
儀式在中科院福建物質結構研究所舉行，蕉坑燕
詒樓親房受邀參加，盧嘉錫長女盧葛覃、堂侄女
盧紹芳與蕉坑親人見面。2007年12月，盧嘉錫
堂弟、90歲高齡的盧萬金率親屬回蕉坑燕詒樓
尋根謁祖，多位老人撫摸着魂牽夢縈的燕詒樓土
樓，血濃於水，激動得淚流滿面……2014年陳
東「四月八」民俗節，盧嘉錫長子盧嵩岳一行回
到蕉坑祭祖歸宗，第二年盧紹芳坐着輪椅回到燕
詒樓，商議重修燕詒樓……
回望燕詒樓，在我眼裡，它漸漸幻化為一隻小

小的燕窩，以燕翼子的燕窩。燕子，燕窩，在客
家文化中，一個多麼特別而雋永的符號。

話說龍鼓灘為乾隆年間立村，
原村位置不明，現時北朗、南
朗、上南朗、下南朗、篤尾涌等
村約100年前從花香爐遷往現址；
青山的南面為望后石，臨海而設
有屯門38區環保園與內河碼頭等
工業設施；西面為青山腹地，此
乃軍用操炮區，有大冷水、小冷
水及花香爐等；站在臨近海邊較
高之位置，天晴之際，料可外望
珠江口伶仃洋及深圳蛇口至紅樹
灣一帶，此為踏石角及龍鼓灘，
有中華電力發電廠、青山發電廠
以及新界西北堆填區，劉氏家族
聚集的龍鼓灘村就在此地。
青山北面依次有乾山與圓頭山

等兩個山峰，由南至北一直縱向
伸延至元朗廈村，恰好就形成一
度連綿的山嶺，將屯門谷地與后
海灣沿岸分隔；從青山（杯渡
山）至圓頭山（靈渡山）為旅行
者喜愛的遠足路線，合稱為杯靈
雙渡；青山腹地有兩景點，俱由
於塌方及風化而形成天然峽谷；
月牙谷為一個自然沖積形成的黃
砂洞口，形如新月而得此名；而
青松紅壑為一紅土壤壕溝，溝內
石塊尖銳，長滿青松，附近有青
大石澗、牛頭坑、五渡水等景
點。
虎地為屯門之桃園圍以南、港
府在上世紀70年代將屯門發展成
為新市鎮，虎地訂為新市鎮第52
區，在屯門新市鎮東北端，鄰近
藍地；虎地過往主要通道慶平路
亦經改建，部分路段成為屯富
路，往來虎地可通過新路至港鐵
兆康站；整個屯門第 52區西南
端，則保留此區最多原始建築，
當中包括古物諮詢委員會評為

「三級歷史建築」的清涼法苑佛
殿、淨恩小築、極樂寺及虎地新
村。
至於同屬虎地範圍內，靠向山
邊而未被納入新市鎮發展的部分
仍保留兩條村落，分別為在頌皇
台的虎地上村與老虎坑的虎地下
村，兩村全憑富地路與虎坑路進
出；虎地水源主要來自九徑山西
北麓的山谷河溪：虎地上村與虎
地下村各自有溪流流經，虎地上
村有九徑山西北端的岬角向下流
的溪水，虎地下村則有從九徑山
山谷流往藍地水塘（前稱老虎坑
水塘）集水區，再流進老虎坑，
兩地的溪流俱流進屯門河道，村
民現已不必依賴溪水。
藍地水塘在屯門虎地，在嶺南
大學後山之上，又名老虎坑水塘
或藍地灌溉水塘，為灌溉水塘，
在大欖郊野公園西部邊沿，與洪
水坑水塘相距不足一公里；水塘
之水源最終流入屯門河，匯入青
山灣；藍地水塘在1957年3月28
日，由港督葛量洪（Alexander
Grantham）揭幕啟用，現時水塘
旁仍可見開幕紀念碑；藍地水塘
呈漏斗形，面積17,000平方米，
儲水量達11.6萬立方米，水塘最
深處達20米，此水塘供灌溉用。
藍地水塘由山上多條引水道匯

集而成，在雨後部分山澗更形成
瀑布而沖入水塘，再經溪澗流入
村中農地灌溉；藍地水塘環境清
幽，附近設有郊遊設施，亦為屯
門徑第二段終點；過去20年至少
有六名嬉水小童在藍地水塘喪
生，村民遂將藍地水塘稱為「猛
鬼水塘」，傳說中水塘有「鯉魚
精」，專拖小童進水底淹死。

■葉 輝

龍鼓灘．虎地．藍地水塘

金菊開，重陽來

歷史與空間 書若蜉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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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一朵美麗的茉莉花

■招祥麒
豆棚閒話

■成志偉

燕詒樓的意象

詩情畫意

「好一朵美麗的茉莉花，好一朵美麗的
茉莉花。芬芳美麗滿枝椏，又香又白人人
誇。茉莉花呀茉莉花……」
每聽到《茉莉花》這家喻戶曉的歌詞，

和它那悅耳悠揚的旋律，華夏子民都會沉
浸在對自己祖國和同胞深情愛戀的激動之
中。這首歷史久遠的、帶有濃郁中國江南
民歌風的歌曲，本來只是讚美茉莉這種花
卉，近兩百年來，隨着這首歌曲從中國流
傳到世界各地，《茉莉花》演變成象徵中
國的音樂形象，也使茉莉花成了指代中國
的一種典型花卉。
關於茉莉花的原產地，坊間有不同的看

法。有人認為，中國西漢時期，茉莉花沿
着海上絲綢之路來到中國，由嶺南一路向
北傳播，其原產國，一種說法是古羅馬帝
國，後傳到波斯、天竺；另一種說法，是
產於印度，名字原為梵文，曾被呼作末
利、摩利、末麗等等，均是梵文「茉莉
咖」一詞的同音詞。其實，不必過於計較
誰是茉莉花出生地，中國種植茉莉花已有
一千六百多年之久，它在中國的廣大地域
一直欣欣向榮地生長茁壯着，它是中國百
姓最熟悉最熱愛的心田之花中的珍品。茉
莉花以素白清純、濃香馥郁、貞潔忠厚、
芬芳迷人的獨特個性，贏得了廣大中國民
眾的熱情歡迎和衷心喜愛。
茉莉是常綠小灌木，其花朵晶瑩素白。

花雖不大，卻潔淨無瑕、香氣撲鼻，從初
夏一直開到晚秋，花期達五個月；還有一
些品種則在冬季開花，花期也有五個月。
兩者相加，我們幾乎月月都能見到茉莉花
美麗的倩影。江南一帶，有賣花女把若干
朵新鮮茉莉花，用細鐵絲串在一起做成花
紮，拎在小竹籃裡沿街叫賣，出售給婦女
掛在衣襟上，或插在秀髮上，頓時，清冽
的濃香撲面而來，沁人心脾、芬芳四溢，
令人神清氣爽、欣悅沉醉。
近年我回江南探親訪友時，仍在上海街

頭見到拎竹籃賣茉莉的中年婦女，可見其
生命力之強大！因為在喧囂的大都市裡，
這不絕的縷縷花香，帶給人們的是美好的
情緒、寧靜的心態、無盡的遐想和快樂的
嚮往，有治療大城市亢奮狂躁病症的鎮靜
劑的功效。茉莉花香持久長遠，只要花朵
不凋，香味會持續揮發，直到它生命的終
點。
宋代江奎將茉莉花「列作人間第一

香」，有歌云「花開滿園，香也香不過
它」，宋人劉克莊詩曰：「一卉能令一室
香，炎天猶覺玉肌涼。野人不敢煩仙女，
自折瓊枝置枕旁。」這些歌和詩，道盡了
茉莉之香絕世超塵、凡間罕有。
茉莉的濃烈奇香，使它成為眾人所愛的

主要香精香料之一，我們在許多洗滌劑、
化妝品、裝飾物裡，可以嗅聞到茉莉的馨

香。在茉莉花茶、茉莉玫瑰粥等食品飲料
中，能夠品嚐到茉莉的清爽。這種馥郁優
雅的陣陣清香，不僅在中華大地上四處飄
送，而且越洋過海，傳播到世界各國，成
為一條聯接加強中外人民友誼的紐帶。
象徵中國的民歌《茉莉花》，作為中國

人民的友好音樂大使，早在1804年，就開
始陸續傳到歐洲和南美洲。一百年後的
1904年，在美國聖路易斯舉行的世界博覽
會上，《茉莉花》唱響了美國。1924年，
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創作著名歌劇《杜蘭
朵》，其主要音樂素材，就採自《茉莉
花》的曲調。
在中國申辦奧運會和世博會的宣傳片

中，用《茉莉花》作為音樂主調。公元
2004年雅典奧運會閉幕式上，在2008年北
京奧運會上，在2010年上海世博會上，都
一次又一次地響起《茉莉花》的優美旋
律，激起中外觀眾強烈的共鳴，使大家陶
醉在中國人民熱情深厚的真誠友誼之中。
茉莉花的異香和《茉莉花》的美妙，攜着
偉大善良、熱愛和平的中國，進一步走向
世界，與各國人民一起反對侵佔掠奪，堅
持相親互助、和諧共處，一起追尋幸福富
裕的錦繡前程。
茉莉花，今天榮升為中外人民友誼之

花，四海飄香、傳遞真情，這才是它最可
珍愛和寶貴的的聖潔品格。

來鴻

此詩寫於1902年，屬於文人唱酬
詩。李叔同為當年兩位詞人照紅詞
客和介香夢詞人出題的《採菊圖》
而寫。唱酬詩一般較為拘謹，發揮
不出詩人的本心。但李叔同仍可藉
「獨有閒情舊詞客」來抒發自己也
有「春花不惜惜秋花」的陶淵明田
園歸隱夢想。表達了自己不屬於俗
世之流，趨炎附勢之徒。
從李叔同唱詠的花卉詩中，不難
發現他喜歡的是山茶花、菊花、蓮
花此三種。山茶花有他兒時回憶，
菊花有他心靈的寄託，蓮花是他的
歸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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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維九月，序屬三秋，金菊花在這個月
份開得正燦，美景如畫，人在他鄉，卻勾
起了重陽節日的思親懷鄉之情。
這個季節楓葉正紅，柿子黃澄澄，金菊

花也金燦燦。陣陣秋風吹在北方異地，吹
起了心裡的一片片心事。遙想古人這個季
節也是這般的多愁善感。登高，賞菊，插
茱萸，孝老愛親，去國懷鄉，思念生胸
中，情滿深深。每每讀到王維的那句「獨
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便頓
生感念。
兩年前，告別了深愛已久的故鄉重慶，

來到了這陌生的城市泰安。為了求知，別
無他法。人會經歷悲歡離合，奈何經歷之
時竟是這般痛徹心扉。初來之時，也在暗
夜裡流淌過淚水，最後淚水和夜光化作了
一個又一個的夢，伴我入了眠。
泰安和重慶不同，這裡天清氣朗，而且

少雨。秋天很是燥烈，我初來時好幾次都
因為不習慣當地氣息，身體上了火，嗓子
直疼。後來問了教中醫的老師，她開了一

副簡要的方子，有菊花、甘草、枸杞子和
其他的一些藥物，泡茶飲用。喝了幾天
後，身體居然真就好多了。後來得知，我
是情志不當，木火刑金，傷了身體，老師
用這方子滋陰降火調理了我身體內在的平
衡。
再後來幾次的中藥課堂上，多次接觸到

菊科植物的藥物，比如懷菊花、青蒿、向
日葵。初次看到懷菊花，是在中藥鑒定的
實驗課堂上，黃黃的花朵，沒了水氣，可
看起來依舊充滿了生命力，聞起來一股濃
濃的苦藥味。我當初竟認為它是蒲公英，
後來老師說它和蒲公英都同樣是屬於菊科
植物，所以識別錯也能理解，不過以後得
注意。
小小的花朵，竟是救人生命的瑰寶，是

自然地給予人們的恩惠。想起了李易安的
詩句「東籬把酒黃昏後，有暗香盈袖，莫
道不消魂。簾卷西風，人比黃花瘦。」人
生的低谷時期，她借酒消愁，人卻比黃花
瘦。想想隱逸的陶淵明在低谷期也多次讚

美過菊的品格。「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
山」，「三徑就荒，松菊猶存」，那是陶
潛對人生秉性與人格的塑造，借物抒懷，
情寄山水，思人生，想榮辱，知使命，在
修齊治平中完善着生命的價值。
秋風起，菊花開，重陽來，人世又變得

溫情起來，因為有一個又一個孝老愛親的
故事在人世間流傳，有一段又一段的佳話
在人間傳誦。
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小

區裡的人們，就是這般景致，相互體諒，
你為我送來玫瑰，我為你留下芬芳。而家
中的頂樑柱們，扮演着一種承上啟下的角
色，承載着這份厚重的使命！重陽，重
陽，注定是和人世的親情有關，和溫良恭
儉讓的美好品德有關。
我還在異鄉時不時地遙望着故鄉的方

向，此刻，也想把所有的希望和祈願託鴻
雁寄給故鄉。
青春如水，彌足珍貴，九九重陽，人情

久久，我小心翼翼珍惜着……

詩詞偶拾

■■20192019年重建尚未裝修的燕詒樓年重建尚未裝修的燕詒樓。。作者提供作者提供

直資學校議會主席、陳樹渠紀念中學校長
招祥麒出席國慶70周年慶祝活動後作賦：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十周年
出席天安門廣場慶祝活動喜賦

文明五千年，盛世逢此日。
共和七十載，舉國英雄出。
歡慶天安門，萬民膠如漆。
主席動心弦，要言質與實。
三軍同檢閱，止戈是良弼。
往路仰前修，智慧加邃密。
栽花勤有報，蜂採乃成蜜。
復興路不遙，小康待超越。
入夜載歌舞，眾顏歡情溢。
煙火耀長空，絢爛迎歲月。
壯哉中國夢，團結當無匹。■■招祥麒在觀禮現場招祥麒在觀禮現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