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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新年鐘聲剛剛敲響，筆者就再次走進一
個夢繞情牽的神奇所在——廣西荔浦。這個古
老又新興的城市一直讓我神馳心往，也令無數外
來客心曠神怡。隨着桂林陽鹿高速的開通，從桂
林至荔浦僅需50分鐘。當汽車途經荔浦市馬嶺
鎮大橋，我立即喊停，下車回望，著名的「睡美
人」就在前邊。隨行的兩位助手歡叫起來：
「哇！真是睡美人耶，太逼真啦！」
汽車在婀娜挺拔的鳳尾竹夾道歡迎下疾駛。
兩旁秀美奇特的喀斯特山峰時隱時現。一刻鐘
後，就穿過整潔美觀的荔浦市迎賓大道，抵達瀕
臨荔江的金鳳凰大酒店。這地方我太熟悉
了——2013年新春，筆者曾下榻於此。那些日
子我被荔浦的絕色山水和創業傳奇深深吸引並震
撼，滿懷激情撰寫了《走進荔浦》一書。
一滴水可見陽光，一座城凸顯國情。六年過

去，荔浦再次華麗轉身佳訊連連。年前剛剛舉辦
過「荔浦芋文化旅遊節」，一條條「神奇荔浦，
芋滿天下」鮮艷條幅還在空中飄揚。粗壯酥軟的
荔浦芋、爽脆甘甜的馬蹄、鮮嫩如蜜的砂糖橘將
隆冬的荔浦裝扮成繽紛多姿的花果世界。我們不
顧一路勞頓，放下行囊，直奔華燈初放的江濱遊
覽。江邊，許多市民在「走秀」、跳廣場舞，
「廣西文場」的曲調與薩克斯《回家》的旋律瀰
漫江畔，輕鬆愉悅的「夜生活」剛剛開啟……
荔浦是一座歷史悠久的古城，早在漢武帝元
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就設置荔浦縣了。兩千
餘年間，它鑄就多少「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
蘭終不還」的英武絕唱！我感慨，恒久燦爛的歷
史人文、獨秀中皋的奇美山川、卓爾不群的豐富
特產是荔浦的寶貴資源，而40萬荔浦人滿懷夢
想獨步天下的大智大勇和創業精神，更將它推向
一個歷史新高。小宋笑道：「馬老師，荔浦成了
您第二故鄉嘍！」
翌日一早，匆匆用罷早餐，東道主就陪我們
外出采風。我等依次拜訪了荔浦著名古蹟——
文塔、迎熏門、烏龍橋、石陽賓館、陳嘉祠、鵝
翎寺和銀龍古寨、納兌瑤寨，傾聽歷史訴說那些
陳年韻事。繼而驅車高新技術產業園區，領略荔
浦最新的高科技成就。2019年前三季度荔浦市

就有38個重大項目集中開工，總投資達100億
元。幾天前，投資20億元的10大建設項目又在
荔浦高新技術產業園區集中開工。陪同者說，這
些都是市委市政府推行「月亮引領，繁星閃爍」
發展戰略的成果；我讚歎：「士別三日當刮目相
看，荔浦營商環境堪稱一流！」
這幾天我們還走訪了一個個繁華的鄉鎮、一

個個興旺的村寨。分別六年，許多地方又一次舊
貌換新顏：路更平了、水更清了、農舍更漂亮
了、垃圾分類也在積極推進中了——當然，鄉
民的儀態神情也更加凸顯精氣神了！當然，沿途
風情無限，處處給人「踏遍青山人未老，風景這
邊獨好」之感。
廣西獨有的喀斯特地貌造就荔浦別具魅力的

奇山秀水。我們再次走馬觀花瀏覽了國家4星級
景區荔江灣、銀子岩、豐魚岩和天河瀑布。雖然
正值隆冬，擋不住天南海北一批批蜂擁而至的觀
光客。荔江灣是荔浦市著名景觀，獨享「水中
水、山中山，桂林山水第一灣」之譽。在高達
253米、長達526米的「廣西第一高玻璃橋」
上，四周美景美不勝收。幾位台灣遊客伸出大拇
指朗聲讚道：「上天的恩賜和大自然的饋贈，鑄
就無可複製的荔浦名片，荔浦灣太值得遊覽嘍，
開春後還要帶家人來此一遊！」我也高聲唱起自
創的《荔江灣之歌》：「我的家鄉荔江灣，風光
堪比桃花源。雁翔藍天空氣鮮，綠水青山映笑
臉。啊，古城換新顏，春風艷陽天，我的家鄉荔
江灣……」
荔浦人敢想敢幹、敢為人先的精神早已揚名

天下。他們以「無中生有」、「異想天開」的大
無畏精神創造了「衣架王國」的傳奇。我再次走
進華海、毛嘉、裕祥、俏天下等幾家著名衣架企
業，它們是荔浦當之無愧的亮點與驕傲。貌不驚
人的小小衣架，當年猶如飛機的引擎，帶領荔浦
經濟絕地逢生、一舉起飛，榮膺「中國衣架之
都」殊榮。如今荔浦市126家衣架企業共生產
3,200多個衣架品種、年產20億隻、年出口交貨
值80億元，產品遍佈歐美及東南亞市場，著名
國際品牌——宜家——也用上荔浦衣架！衣架
火爆又帶動其他產業高速發展。我感慨：「一個

不沿邊、不沿海、又缺乏資源優勢的荔浦，憑小
小衣架創造出民營經濟蓬勃發展的奇跡，向世界
講述了一個精彩的『中國故事』！」
我們也饒有興趣品嚐了久負盛名的特色美

味——荔浦芋扣肉，其酥香鮮美令人沒齒難
忘。荔浦芋這一曾被乾隆「欽定」的皇室貢品的
農產品，當年是從荔浦文塔下的碼頭經由京杭大
運河運至北京通縣的榆林莊，再送進紫禁城的。
如今荔浦芋與「地下雪梨」荔浦馬蹄和冰爽香甜
的荔浦砂糖橘一起，成為引以為傲的「荔浦三
寶」。隨着中國經濟的崛起和人民生活不斷提
升，「荔浦三寶」正大步走進天南海北千家萬
戶，為荔浦的新生和崛起再立新功，也從側面大
大提升荔浦的知名度與美譽度……聽說如今荔
浦市共種植荔浦芋6萬畝、產量近10萬噸，種植
砂糖橘30萬畝、馬蹄5.1萬畝，為荔浦經濟貢獻
了半壁江山。
2018年底，荔浦撤縣設市。不啻城市稱呼變

了，更在宏觀和微觀多個層級有了更新換代的劇
變！想當初，荔浦人在坎坷中奔跑，也在挫折裡
涅槃。他們牢記「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
求索」的古訓，在這塊看似貧瘠其實不乏富礦的
土地上艱苦耕耘，在苦難中砥礪前行，在無望中
開墾希望，終於以放情凌霄龍驤虎步的高邁氣
勢，迎來浴火重生、鳳凰涅槃的新天地！
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今天的荔浦是昨

天荔浦的延續，也是明天荔浦的開局。前進無止
境，今美於昨，明勝於今。荔浦的明天將如東昇
的旭日，更加絢麗奪目。庚子年春節的序幕已經
在荔浦悄然拉起，荔江之濱又迎來一個姹紫嫣紅
不夜天。放眼中華大地，荔浦只是一個縮影，但
一滴水可見陽光，中國又有多少像荔浦般崛起振
興的古城，在建設「中國夢」的偉大進程中不負
韶華、御風而行啊！有感於此，雁翔詩云——

絕色荔浦山水魅，
創業傳奇奪金盃。
三寶化作搖錢樹，
衣架之都更嬌美！

話說龍虎山為龍虎山郊野公園
所在地；松林炮台（或龍虎山炮
台）在克頓道附近，炮台遺址闢
松林廢堡（Pinewood Battery）郊
遊區，設歷史徑以介紹歷史；在
1898年英軍建炮台，在1905年落
成，防止法俄兩國侵略本港，裝
置2門口徑6吋大炮；摩星嶺要塞
在1912年落成，翌年空置，大炮
移走；在1930年針對空中防衛，
松林炮台改裝為防空炮台，裝設2
門口徑3吋防空炮，增建多座營房
及掩蔽體，1941年12月8日香港
保衛戰爆發，首日已取得制空權
的日軍以轟炸機對炮台，在12月
15日在一門防空炮、炮台高射瞄
準器及高度探測器遭炸毀後，皇
家炮兵團第17防空營棄守炮台。
在1841年5月，英軍佔領港島
時到處荒蕪一片，據《香港憲
報》公佈人口統計，顯示僅約
7,450人；早於1850年代發展的西
營盤有如本港歷史的縮影，城市
空間見證發展歷史，英軍1841年1
月26日在西營盤登陸水坑口街，
西營盤因地理環境有軍事優勢，
在海邊及山勢陡峭，港府選擇西
營盤為英軍軍營，以孟加拉志願
軍駐紮的營盤，駐有八百名印籍
士兵，營地在今日水街山邊。
1842年《廣州周報》就香港建

設規劃有如此報道：「沿北面海
灣由西往東約四英里，東面是怡
和洋行的建築物所在的半島，西
面是孟加拉志願軍駐紮的營盤，
一條馬路連結東西兩據點」；當
中所指孟加拉志願軍營盤，即為
西營盤。
發生太平天國起義，局勢非常

動盪，觸發自香港開埠以來首次

大規模難民潮，為逃避戰火，大
批難民自太平天國起義後紛紛湧
港，在1848年之時，港島人口僅
21,514人，及至1853年，人口已
然急增至39,107人；有關人口增
長持續，及至起義軍實力減弱而
相應回落，難民包括一批富有華
商，與清廷及當時香港殖民地政
府俱關係密切，此中最為重要的
人物，要數李陞。
他早年活躍於西營盤一帶，在
港府發展西營盤時，隨大哥李良
來港創業，於1857年在西營盤一
帶大量買地，興建碼頭、倉庫，
開設銀號之外，轉賣土地與房產
以賺取巨額利潤；李陞為首個在
港發展房地產之華商，在李良去
世之後，李陞為族中領袖，大規
模進軍房地產市場，參與填海計
劃，建成李陞街及高陞街等；
1889年英資地產公司置地成立之
時，李陞成為洋行股東兼董事，
左右逢源，在港府及清政府間，
李陞對西營盤的發展及營運具有
莫大影響。
西營盤近海地方與貿易相關，

遠洋帆船或蒸氣船在近岸停下，
就靠舢舨運貨物上岸；維修、貨
運等活動一直伸延至堅尼地城，
不少居民都在碼頭一帶上班；市
中心有很多售賣海味和中藥材的
店舖，一直發展至今；西營盤一
帶，自皇后大道西一直向山上發
展，劃出第一街、第二街、第三
街、高街，兩邊則以東邊街與西
邊街為界，正街則為這個區域的
中心點，形成一「目」字形的規
劃；除此以外，西營盤亦為首個
有妥善公共服務的區域，當中建
築極富殖民地色彩。

■葉 輝

由松林炮台至李陞街

租個兒子叫奶奶（三）

歷史與空間 書若蜉蝣

■羅大佺

■馬承鈞

■尚慶海

詩詞偶拾

再訪荔浦

詩情畫意

小時候過小年，母親都會買幾根麻糖祭
灶神。那時候麻糖在平常根本買不到，也
只有在小年的前夕，到市集上才能買到，
也有老人騎着自行車走鄉串戶賣麻糖，一
角錢一根。好事成雙，母親一般都買兩
根，祭完灶神，灶糖自然全分給我們小孩
子吃。我家兄妹多，一根麻糖需要分成幾
截才能均勻分配。
麻糖酥脆，香甜，特別好吃。每次分到
手裡的麻糖只有四五厘米長，一口就能吃
下，那時卻能吃好久。一般先伸出舌頭舔
幾下，再一點一點咬，咬的時候，另一隻
手還要托在下面，以防麻糖上的芝麻掉地
上。一小塊麻糖在嘴裡也要嚼好久，捨不

得嚥下，擔心自己先吃完了，看到別人還
在吃，犯饞。一截麻糖吃完後，會把掉落
在托着的手上的芝麻一粒一粒舔到嘴裡，
揑着麻糖的手指也會舔到不剩一點甜味為
止。
記得有一年，手裡攥着母親剛剛分給的

麻糖，出去找小夥伴，走到門口，不小心
被門檻絆倒，手裡的麻糖被壓碎了，小手
也磨破了皮，滲着血。我看着手裡碎成末
的麻糖，嚎啕大哭，母親過來用草灰給我
止血，等母親忙活完後，我坐在門檻上，
一邊抽噎着，一邊舔着黏在手掌上的碎麻
糖。三哥小大人樣地走到我面前，安慰
我，並把他還一口沒吃的那截麻糖給我

吃，我欣喜地接過，貪婪地吃着。三哥站
在一旁，把揑過麻糖的手指含在嘴裡，不
停地嚥口水。我把剩下的一小截麻糖遞到
三哥嘴邊，讓三哥吃，三哥一隻手托在嘴
巴下面，只象徵性地咬了一小塊。
後來，生活條件越來越好，再過小年的
時候，母親會多買幾根麻糖，家裡每人都
會吃一根，在吃麻糖的時候，依然會一隻
手托在下面，接住掉落的芝麻，然後一粒
一粒吃掉。
如今，超市裡一年四季都有麻糖賣，想

吃的時候就隨時可以買來吃，但每每想起
兒時過小年吃麻糖的情景，那種又酥又脆
的香甜滋味總能讓我感到無比溫暖。

手寫板

1904年，李叔同寫此詞於上海。金
娃娃是上海的京劇名演員，李叔同也
是京戲票友，並曾登台演出。
這首詞同樣是作者借題宣洩自己的
鬱鬱憤悶心情。自己本懷愛國救國之
心，奈何「報國無門」，況且清朝廷
亦風雨飄搖，而自己又有何能力去改
變呢？只是一介布衣，一事無成，寄
情於聲色，國事家事令滿腔熱血的李
叔同發出無奈的深深嘆息。幸好，第
二年李叔同送母喪後便赴日本留學，
這樣的消沉不至於把他拖垮。

壯志險消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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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金宗正在上班，手機忽然響起了，
是一個陌生號碼打來的。金宗不太想接，可
電話又不停地響着。金宗接通後，電話那邊
第一句話就是「你是金石頭的爸爸嗎？你兒
子出事了，趕快來學校吧。」
那段時間互聯網上正報道台灣電信詐騙犯

的事情，金宗以為遇到詐騙犯了，立即掛斷
電話，任隨它響，也不理睬。可一會兒，辦
公室的電話響了，是老婆打來的。老婆說石
頭學校裡的輔導員和系主任分別打電話給
她，要他們去一趟學校。金宗這才感到情況
不妙，趕緊給黨委書記和鎮長請了假，找個
朋友開車，和老婆一起急急忙忙趕往兒子就
讀的學校。到達江南大學的時候，兒子的輔
導員老師、系主任和一位副校長已經在校門
口等候他們了。
他們簡要介紹了金石頭出事的緣由。原來
石頭大學二年級時掉了一個手機，被班上一
位女同學撿到，主動還給了他。他覺得這位
女同學人品不錯，面容姣好，暗戀上了人
家，卻又不敢向人家表白，為此常常苦惱。
有天在學校公園裡，看到這位女同學挽着一
位男同學的手慢悠悠地散步，他按捺不住煩
躁的心情，上前質問那男同學為什麼要當第
三者？受到女同學的否定和男同學的嘲笑
後，回寢室割腕自殺了……
聽輔導員老師介紹完情況，金宗知道是兒

子的心理健康出了問題。想起這麼多年來自
己一心撲在工作上，和家人聚少離多，兒子
進城以後又把他寄宿在學校，每當兒子回
家，要和他說說心裡話時，他總是因工作繁
忙而對兒子說「下一次爸爸再陪你好不
好？」而今兒子離去，父子倆永遠沒有下一
次了。都說男兒有淚不輕彈。在殯儀館，看
着兒子的屍體被工作人員從停屍房裡慢慢推
出，推到他們面前，讓他們看過之後，一步

一步地推進火化爐，然後關上爐門，不一會
兒，一縷青煙飄上了天空。想起朝夕相處、
活蹦亂跳、至親至愛的兒子就這樣化為一縷
青煙離他而去，金宗的心像被玻璃片一點一
點劃碎一樣，禁不住心如刀絞，放聲大哭，
而老婆更是哭得幾次暈厥過去。
在學校老師和石頭同學的安慰下，金宗漸

漸從悲痛中鎮靜下來。想到「魂歸故里，入
土為安」的傳統風俗，金宗拒絕了學校將兒
子安放在公墓的建議，當天就捧着兒子的骨
灰盒回到牟河壩，在親朋好友和鄉里鄉親的
幫助下，連夜將兒子安葬在屋後山林裡。
金宗的老父親已於一年前去世，臨終前拉

着金宗和老母親的手，說他唯一放心不下的
是石頭，囑咐他們要把石頭照顧好，這是金
家的獨苗，金家的血脈要靠石頭來傳承，否
則他到了閻王爺那裡，也沒臉去見列祖列
宗。那時候石頭遠在千里之外讀大學不說，
還正在參加期末考試，沒法趕回來與爺爺見
最後一面。金宗和老母親要老父親放心地
走，他們一定會照顧好石頭。現在石頭走
了，86歲的老母親肯定經受不起失去孫兒的
打擊。為了不讓老母親知道事情的真相，金
宗和姐姐們對她隱瞞了消息。可鄉里鄉親中
總有好事者，有意無意地將這消息透露給老
母親。老母親聽說後，淚如泉湧，立即拄着
木棍，一步一顫地去找金宗的二姐。金宗的
二姐和二姐夫看到老母親眼含淚水找上門
來，明白發生什麼事了，異口同聲地告訴老
母親別信別人胡說，說葬在屋後山林裡的是
弟弟的朋友，因人家的土地被徵用了，沒有
墓地，又買不起公墓，才葬在那裡。
為了讓母親深信不疑，一向老實巴交的二

姐夫還套用了一句文縐縐的話語安慰道：
「岳母呀，難道您不知道時下人們都『仇官
仇富仇公務員』嗎？別人是嫉妒弟弟出去當

官了，有出息了，變着法兒毀他名聲呢，您
怎麼就那麼隨便相信了呢？」
看着女兒女婿一本正經的樣子，老母親漸

漸相信了女兒女婿的話，沒有相信兒子家發
生了重大變故。以至一次去鄰居家吃婚宴
酒，一位老太婆問詢老母親孫兒是什麼原因
死去的，老母親火冒三丈地回敬道：「你家
孫兒才死了呢，你詛咒我家嗎？」害得那老
太婆臉上紅一陣白一陣，不敢再問一句。從
此以後，再也沒人當着老母親的面多嘴多舌
了。
但牟河壩就有那麼一些好舌之人，當面不

說，背後使勁嚼舌頭，茶餘飯後，就把金石
頭死了這件事拿出來閒擺，並作各種聯想。
為什麼是自殺，是不是謀殺？是不是金宗當
官得罪了黑社會，人家報復到他兒子頭上來
了？金石頭在學校不好好唸書，去歌舞廳嫖
妓爭風吃醋被打死，等等，什麼八卦新聞都
出來了。傳到老母親耳朵裡就一句話，自己
的孫子死了。這種話聽得多後，老母親開始
懷疑女兒女婿的話語，親自拄着木棍去屋後
山林裡看個究竟。去時，看見有兩位20歲左
右的年輕人在墳前燒紙，一見她去了，忙站
起來叫聲「奶奶」，然後繼續蹲下燒紙。
那兩位年輕人是石頭的表姐表弟，是石頭

大姨媽的女兒、小姨媽家的兒子，小時候也
去牟河壩石頭家作過客。但年輕人變化快，
加之老母親眼睛有點昏花，已認不清這兩位
年輕人是誰了，以為人家叫她「奶奶」，是
看她年紀大了呢。於是問他們在給誰燒紙？
他們說是在給親人燒。老母親問他們是哪裡
人？他們回答是某某鄉某某村的。但老母親
壓根兒不知道石頭的大姨媽、小姨媽嫁在哪
個鄉哪個村，反倒認為既然他們是外鄉人，
這裡安葬的就不是自己的孫子，心裡稍微寬
慰了一些。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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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點滴

香港很多商店被砸，有個店主真的好文采、也夠氣
量，寫下這首詩：

多謝高抬貴手，
未至片甲不留，
錢財損失難究，
信念依舊堅守。

大家理念分歧，
最後都會聚首，
原因你我所守，
都是捍衛自由。

以德服人者倡，
暴力終難長久，
呂布天下無敵，
可曾統領神州。

諸君敢作敢為，
前途本應錦繡，
勿再以身犯險，
失足難再回頭。

小店三遭破壞，
汝等氣亦出夠，
年少輕狂常有，
希望見好就收。

我也無意追究，
動手收拾殘局，
平常心去接受，
但願烏雲早散。

東方之珠除垢，
再次閃耀全球，
香港人人加油，
歷史文化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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