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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期逛街，走入市場，被一陣「過來
看，過來揀！」的吆喝聲所吸引。
此刻，又讓我想起童年的時光。當時

有一高一矮兩個小商販「破爛王」（貨
郎擔），隔三差五在小村裏叫賣。上個
世紀八十年代以前，一些偏僻的農村都
比較貧窮，商品購銷也比較落後，很多
小自然村連一個代銷店都沒有。所以，
貨郎擔送貨上門，對居住在交通不便的
農村人來說，無疑是兩全其美的好事。
每當逢年過節，那個身材較高叫「問

仙古」的「破爛王」，肩挑貨物走村串
戶叫賣以及收購廢品。他手上搖着波浪
鼓，吆喝着：「麥芽糖，又香又甜的麥
芽糖，來！來！來！快來買！快來換
呀！」「收雞毛、鴨毛、鵝毛、爛銅、
爛鐵、牙膏皮、雞鴨內金、銅錢（古
幣）」。村子裏的大人小孩聽到那不快
不慢熟悉的聲音，都跑了出來，非常熱
鬧。貨郎肩挑扁擔的一頭是一個分幾個
抽屜的高身櫃子，另一頭則是一個大籮
筐。抽屜櫃裏面擺放着火柴、針線、髮
夾、小肥皂、鬆緊帶、雪花膏、紐扣、
頂針、小圓鏡、牙膏、牙刷、小刀、五
顏六色的塑膠線等一些常用小百貨；小
籮框上方則擺放一個大鐵皮盆，盆裏盛
放一個厚厚的、圓圓的大麥芽糖。
那時候，農民雖然缺錢，但好客的村

民，逢年過節都會殺雞、宰鴨招待客
人，雞毛、鴨毛均是收購品。一隻鴨毛
可以換二毛錢或換取一個髮夾、一條紗
巾、一支小水槍、一小塊麥芽糖，一支
牙膏皮可換2分錢。圍上來的人，大都
會拿着一些從家裏搜尋出來的廢舊物
品，如壞塑料桶、塑膠拖鞋、幾塊曬乾
了的雞、鴨內金等，買賣雙方先商討、
評估物品的價錢，然後再就想要換取的
小商品進行討價還價。幾番殺價後，以
物換物亦告成交。
當小孩用牙膏皮或廢物換取麥芽糖

時，「問仙古」使用手中的小鐵鎚有節
奏地敲打小鐵鏟，快慢重輕配合得非常
巧妙，那聲音真似美妙的旋律，吸引着
眾多小孩圍觀。孩子們嘰嘰喳喳，睜大
眼睛，定格在麥芽糖上，流着口水，期
待能分到一份。由於換購的人多，小半
天工夫，貨郎的大籮筐裏，盛滿了破銅
爛鐵、舊塑料、鴨、鵝毛等各種物品，
再集中分類，賣給廢品回收站，賺取其
中的利潤。
另一身材矮小名叫「阿周古」的「破

爛王」，是以賣時令水果為主，肩挑半
籮筐的水果，通常是柿子及柑桔。他不
用波浪鼓，一路慢條斯理、聲音有點沙
啞地叫喊：「賣柿子、賣柑子」，「收
鴨毛」。到我居住的土樓時，基本上是

下午時段。爺爺經常擺張藤椅坐在樓坪
上吹風、曬太陽。若逢假期，小孩們也
會在樓坪裏玩耍。此時，爺爺會呼喚貨
郎，數數人頭，挑好柿子或柑桔，每人
一個，然後取出銀包付錢。
現在想起，其實收購廢品的「破爛

王」有時也有可能買到值錢的「古
董」，比如遠古時期的瓷器、玉器、錢
幣、白金、白銀以及錫器等。村民對這
些古董認識不多，通常會當着多餘的廢
物，拿去換取小商品。記得爺爺曾給我
說過，有次他拿一隻玉手鐲向「問仙
古」諮詢值價。「破爛王」看到純玉手
鐲後即要求賣給他，爺爺沒有即時答
應，後來隔一兩天就來磨嘰，沒達到目
的勢不罷休。爺爺經不住他的糾纏，最
後以10元的價格賣給了他。「問仙古」
自買到玉鐲後，有很長的一段時間沒有
來村裏走動。
隨着改革開放，市場經濟的快速發

展，村裏的年輕人大部分到沿海發達城
市發展。村莊裏也有人開起了小商店，
店裏各種日常商品琳琅滿目，基本上可
以滿足村民的需求，走村串戶的貨郎擔
也開始銷聲匿跡。它留給我們的不僅僅
是童年的回憶，更重要的是時代的發展
對廣大村民從貧窮走向富裕所引發的萬
千感慨！

方過小台又大台 無邊秀色倚天開
濃蔭蔽日秋風起 疏影弄溪蛺蝶徊
九曲探幽緣石上 千層疊翠出雲來
回看煙水蜿蜒去 一片新城任爾裁

這是我來深圳後登臨的第三座山。如果說
梧桐山是欣賞深圳河沿岸雙城風光的好去
處，七娘山是遠眺香港群山起伏的觀景台，
陽台山舉目四望，最適宜鳥瞰深圳全景。
深圳市為了打造城市形象，2004年評選

「深圳八景」，分別是大鵬所城、蓮山春
早、僑城錦繡、深南溢彩、梧桐煙雲、梅沙
踏浪、一街兩制、陽台疊翠。八景中有三處
是以山入選的，而蓮花山、梧桐山更看重的
是內涵，惟陽台山以景色取勝。
陽台山位於龍華、寶安、南山三區交界，

主峰分大陽台和小陽台。人們通常理解的陽
台山是小陽台，因為山裏的主要景點，如花
溪廊、明月廊、夏荷亭、秋菊亭、七星伴
月、臥龍遺蛋等，都在小陽台周邊。特別是
山頂有龐然巨石，上刻「羊台疊翠」四個草
體大字，為鄒家華所書，向來是陽台山的標
誌景觀和網紅打卡點。
我們大多是第一次登陽台山，不熟悉路，

請了當地導遊。導遊對我等業餘登山者的實
力和興致有些低估，原本只準備上小陽台。
誰知到了小陽台峰頂，大家都覺得不過癮，
沒有人願意打道回府。待走下花溪廊，只見
濃蔭蔽日，溪流潺潺，蛺蝶盤旋，一陣陣微
風吹過，勞乏盡去，大夥兒更不想回家了，
紛紛要求「加餐」。
導遊只好帶我們重新上山，目標是比小陽台

海拔略高的停機坪。陽台山是有名的「石階狂
魔」，我們沿着曲折蜿蜒的石階一路向上，到
了停機坪已是氣喘吁吁，準備稍事休整再下
山。這時，有從山上下來的驢友介紹說，最美
的風光在大陽台，不上去看看很可惜。望着遠
處山峰雲穿霧繞，我們半是嚮往，半是猶豫。
最後咬咬牙，既來之則安之，又爬了將近一個
小時，終於登上了大陽台。
真應了那句「腳力盡處，風光正好」的古

話。首先映入眼簾的，是大陽台峰頂亦有一
巨石，比小陽台巨石略小。不過，小陽台巨
石上「羊台疊翠」四字是橫排草書，大陽台
巨石上「陽臺山」三字卻是豎排隸書，別有
氣勢。秋風送爽，倚石而立，俯瞰千峰疊
翠，百水環繞，山海煙火，盡收眼底。近則
盈盈湖泊穿行於樓廈之間，遠則繚繚霧嵐縈
繞於群山之上。東有梧桐層巒，西有珠江碧
波，南有深灣橋，北有科學城，各以其勝，
把這座南國新城的魅力淋漓盡致地展現出
來。此時大家才感到慶幸，小陽台固然美景
處處，但只有上了大陽台，才能完全領略陽
台疊翠的真諦。
陽台山景致絕佳，擁有豐富自然生態資

源，文化歷史內涵亦十分深厚。單說山名，
就饒有趣味。據明代修纂的《廣東通志》記
載：「陽台山，山巔之南稍平，形若几
案」。在中國陰陽學說裏，山南水北謂之
陽，「山巔之南」是陽，「形若几案」是
台，故名陽台山。因了如此山形地勢，陽台
山一向被視為新安縣（縣治南頭，轄今深圳
市及香港）的風水山。清代修纂的《廣東通
志》、《新安縣志》明確指出：「陽台
山……高約二百丈，橫亙五十里，山巔平
衍，形若几案，為邑治後山」，「頂有龍
潭，祈雨即應」。上世紀六十年代初，風水
之說不時興了，陽台山遂改名羊台山。直到
2020年，深圳市政府在廣泛徵求意見的基礎
上，決定恢復陽台山的舊稱。
陽台山一帶，峰壑綿延，湖汊縱橫，還留

下諸多革命鬥爭遺蹟。早在1898年，歸國華
僑鍾水養就在陽台山腳下發動了反抗滿清統
治的烏石崗起義，成為辛亥革命的先聲。抗
日戰爭時期，東江游擊隊在這裏建立根據
地。1941年夏季，日軍對陽台山根據地進行
了8次掃蕩，均告失敗。在震驚中外的「中國
文化名人大營救」事件中，陽台山是重要中
轉站，茅盾、鄒韜奮、夏衍等數百位文化名
人都從這裏輾轉北上。
如今，陽台山舊貌換新顏，山徑綠道四通

八達，是市民登山健身、親近自然的重要場

所。始於1997年的陽台山登山節，更是將山
水風光、歷史人文與文體活動融為一體，每
年吸引眾多登山愛好者參加，其影響力已從
深圳周邊輻射到整個珠三角地區。
我們此次行山，沒有直接登頂，而是先到小

陽台，繼而停機坪，再到大陽台，上上下下多
走了不少路，但陰差陽錯，觀景之全出人意
料。下得山來，都覺意猶未盡，又開始設計下
一次登山活動。同行山友余海先生收集整理沿
途所拍圖片，選取9張放到微信朋友圈，請大
家各抒己見評出前3名。次日公布結果，並逐
一點評。現照錄如下，為本文作結。
第一名作品拍攝的是攀登停機坪的一坡石

階，宛若天梯直上，行山者居高臨下回望鏡
頭，腳踏蒼蒼苔痕，綠蔭相伴，倚天而立。
評語：有人的風景最美，人在景中，人也成
了風景。圖中人物形象自然、健康、充滿活
力，每個人面前都有一道坡，積極面對、樂
觀向前是最好的狀態。
第二名作品拍攝的是小陽台巨石，雨後初

晴，天空格外乾淨，灰黑色巨石彷彿天外飛
來，四個紅彤彤的草體大字飄逸瀟灑，英氣
逼人。評語：主題鮮明，畫面純淨，構圖優
美。藍天白雲下，山頂巨石渾然天成，既頂
天立地，又厚德載物。
第三名作品拍攝的是從大陽台鳥瞰西麗湖

周邊城區，直至前海深圳灣，高樓林立，綠
樹掩映，山脊蜿蜒，碧水依依，煙雲繚繞。
評語：圖中有山有水有大海，一片新城融於
自然中。生態文明是最大的民生福祉，正應
了那句詩「回看煙水蜿蜒去，一片新城任爾
裁」，堪稱絕美。

日前在書局看到一部書：《乾隆下江
南》（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21年
1月），著者署「不題撰人」。一翻這
書，我頓恍然，這書原型來自清末一部
小說：《聖朝鼎盛萬年青》，著者「佚
名」，凡七十六回，坊間所刊多用《萬
年青》或《乾隆遊江南》的書名。
《萬年青》是部奇怪的小說。全書分

兩條主線，一是乾隆周遊江南，體察民
情，懲治貪官；另一是以少林人物為骨
幹，和武當派的恩恩怨怨為主。兩條主
線涇渭分明。民初時，上海有江喋喋
者，砍掉乾隆那段，純取少林武當技擊
那部分，發展成《少林小英雄》一書。
此後，粵港派作家如鄧羽公、我是山
人、念佛山人等，亦從《乾隆遊江南》
中吸取養料，大寫少林故事。
佚名的《萬年青》，以武當白眉道人

剿滅少林至善禪師師徒作終，是部傾向
清廷為正統的小說。
江喋喋的《少林小英雄》，完全一反

這「正統」，「扶正」少林人物。在當
年名響一時，引出一班粵港派作家，大
振至善、方世玉、洪熙官、三德和尚等
的威風；一些影視作品，都以此演繹，

於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風行一時。
這部《乾隆下江南》與江喋喋書不

同，刪掉了少林部分，只剩乾隆這一專
線，僅四十回。《萬年青》第四回「區
家村智退莊客 金平城密斬奸官」後半
段：「……天子隨即起程，又往別處遊
玩不提。且說廣東省肇慶府高要縣孝悌
村，有一富翁，姓方名德，表字濟亨，
娶妻李氏，自少離鄉做湖絲生意……家
鄉有兩個兒子，長名孝玉，次名美
玉……」
少林故事就此展開，下文是方德娶妾

苗翠花，生子世玉。方世玉自小在母親
栽培下，年紀輕輕已成武術高手。《乾
隆下江南》由這開始即砍掉少林部分。
論者謂，這「是現存最早記載方世玉故
事的小說創作」。
其實，在乾隆那部分，作者也將乾隆

描繪成武功高手，而且還大開殺戒，英
雄了得：「……又有數人撲上來，多被
打得東倒西歪，不敢上前。知府見勢不
好正欲逃走，早被天子將知府一把拖了
下來，按倒在地。胡知府大呼救命，但
眾人誰敢上前？天子打得性起，用腳在
他背上一踏，用力過猛，只見胡知府七
孔流血嗚呼哀哉！」
其後，「天子走入二堂，尋到一把大

刀，復出大堂將胡知府一刀斬為兩段，
隨即出了府衙，行未數步，只見街上兵
馬圍攏來。天子心中一急，就奮勇殺將
上去，連殺十餘人，手中大刀已不堪用
了，並且越殺越多，不能突圍……」這
場面十分血腥；但無可否認，描述甚有
現代電影感，甚為可觀。
《乾隆下江南》書前書後俱沒點出這

書的原型，也無敘述刪書情況，而只以
「新書」臉孔面世，如此行徑，實在要
不得。
這書和《少林小英雄》俱來自《萬年

青》，而究竟《萬年青》所云，取自何
處資料？作者何許人？待證。

「撩」，指惹弄，有挑釁的意味；口語讀
「留4-3」。「揪/抽」有打的含義。用言語或
行為去刺激對方以促成一場毆鬥，廣東人會這
樣說：

撩揪/撩抽；撩打/撩交打（挑機）
簡單來說就是「找架打」。
舊時，豬欄的環境雖不言惡劣，但衞生情

況應好不到哪裏，所以若然有人走進豬欄還跪
在地上「喂豬/餵豬」，那就肯定是有其苦衷
了。豬農養豬當然想多賣幾隻小豬，那就得看
「豬乸」（母豬）可否好好配合了。理論上，
「豬乸」吃至肥肥大大，多生幾胎的可能性會
相應提升，所以有豬農在「豬乸」吃飽後或感
不適時會想法子「哀求」牠進食。為顯誠意，
人們在「哀求」時多會「跪地」，就有了「跪
地喂豬乸」這個既諧趣又誇張的講法；後以此
話比喻有人為了生計或獲取更大利益，會甘心

情願或忍氣吞聲的去接受一些不公平或嚴苛的
待遇。
「餼」，讀「氣」，原指贈送食物，廣東

人將之引申為「喂飼/餵飼」。舊時鄉下人喂
飼雞、豬，多會說成「餼雞」、「餼豬」。豬
農「跪地餼豬乸」，無非希望牠能吃多點，最
終生多點，然後賺多點，亦即是「看在錢的份
兒上」，於是就有了以下一個歇後語：

跪地餼豬乸——睇錢份上
如明知某人的行為是荒誕的，還是跟他一

起荒誕下去，廣東人會這樣說：
陪佢癲

現實中，這個行為有時是「自願被迫」的。比
方，你的上司鍾情流連夜場；由於投其所好或
會換來良好的待遇甚或晉升機會，你不得不捨
命「陪佢癲」。有所謂「老人成細蚊」，不少
老人家的喜好會返回幼年時代。比方，你90
多歲的「嫲嫲」（祖母）正是此類人，她最近
突然愛上了玩「公仔」（洋娃娃）；為了討她
的歡心，30多歲的你絕對樂意「陪佢癲」。
「新聞」者，就是指新近聽來的事、社會

上新近發生的事情。「一百歲唔死」算少有，
但不足以成為「新聞」，所以如出現以下情
況：

一百歲唔死都有新聞聽
就是指為何一件那麼無聊或荒誕的事情也可成
為傳聞或作廣泛報道，這不是有點兒荒謬嗎？
如某一個舉措對雙方都有「着數」（得

益），廣東人會這樣說：
一家便宜兩家着

今年2月，城中一名富三代因不滿一名素來
「惹火」的前大律師「抄我一百萬」的留言而
「撩揪 」——打一場正式拳賽，並承諾贏輸
都付對方一百萬 。二人隨後召開於9月中舉
行的「百萬擂台生死戰」記者招待會；會上除
火藥味濃外，「撩揪」的一方多番出言不遜、
百般羞辱對方，「被撩」的一方人前人後坦然
承認接受「挑機」無非「跪地餼豬乸——睇
錢份上」。
對「撩揪」的一方，自事件曝光後，各大

傳媒爭相「陪佢癲」——大肆報道該起「無
聊」或「近乎瘋狂」的事件的發展，一時間這
個之前不見經傳的富三代全城無人不識，真個
是「一百歲唔死都有新聞聽」；所帶來的「自
我宣傳」良效，該一百萬算是超值了。
對「被撩」的一方，或許在「表演賽」

（細則中隱約表示有「表演」成分）中有所損
傷，可所收取的一百萬除卻湯藥費後淨收也不
少哩。其實大家也不難看出他「醉翁之意不在
酒」，而是在乎知名度的提升所帶來無盡的機
遇罷了。
這場賽事無論勝負誰屬，雙方都有相當可

觀的得着，真個是「一家便宜兩家着」哩。

●黃仲鳴

乾隆武功了得

撩揪．跪地餼豬乸—睇錢份上．陪佢癲．
一百歲唔死都有新聞聽．一家便宜兩家着

鄉村「破爛王」

●江 鄰

●梁振輝香港資深出版人

●張武昌

粵語講呢啲

詩語背後

陽台疊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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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點滴

來鴻

又到中秋，喜慶的人們在節日裏除了
賞月、吃月餅，各地還有不同的食俗。
食藕盒。中秋食藕，也是寄團圓之

意，尤其是吃藕盒子。江浙人多將藕切
片，兩片間夾肉餡等，外掛麵漿煎至金
黃，此藕盒又稱藕餅，與月餅有異曲同
工之妙。江浙一帶多種七孔藕，品質優
良，鮮脆細嫩，中秋製作藕盒甚妙。
吃糍粑。在廣西，八月中秋吃糍粑賞

月，寓意家家團圓幸福、吉祥如意。糍
粑黏結成團，寓意全家和睦團結。糍粑
的香甜，寓意生活甜蜜幸福。糍粑成大
小圓形，寓意喜慶、有緣、吉祥和團
圓。中秋節吃圓圓的糍粑，自然象徵全
家和和氣氣、團團圓圓、平平安安。民
間一些地方，在糍粑中加入桂花，搗製
成月桂糍粑，蘸上炒黃豆麵和白糖吃，
甘香爽口，別有風味。
吃毛豆。在江浙一帶，中秋節還會特

地蒸些毛豆。毛豆在當地又稱毛豆莢，
而莢與佳、吉諧音，所以中秋節吃毛
豆，是希望萬事順心，吉祥如意。

吃石榴。中秋正是石榴成熟時，因其
紅似瑪瑙，白若水晶，入口如晶粒玉
漿，石榴便成為桌上供品之一，象徵長
壽、團圓和吉祥。
吃南瓜。江南各地過中秋節，沿襲吃

南瓜習俗。以前有錢人家吃月餅，窮苦
人家就吃南瓜。傳說很久以前，南山腳
下住着一戶窮苦人家，這戶人家有一女
孩。那時連年災荒，女孩的父母病倒在
床，八月十五那天，女孩在南山雜草叢
中，發現兩隻扁圓形野瓜。她採回來煮
給父母吃，兩老吃後食欲大增，病竟好
了。女孩把瓜子種在地裏，第二年長出
許多圓圓的瓜來，因來自南山，就稱為
南瓜。從此，江南家家戶戶流傳着八月
半吃南瓜燒糯米飯習俗。
吃桂花鴨。南京人閤家賞月稱「慶團

圓」，團坐聚飲叫「圓月」，出遊街市
稱「走月」。在這樣富有詩意的中秋
夜，南京人除吃月餅，還必吃金陵名菜
桂花鴨。桂花鴨於桂子飄香之時應市，
肥而不膩，可口味美，是中秋節佳品。

吃番薯、吃芋頭。閩南地區，中秋節
民間還有吃番薯、吃芋頭習俗。吃番
薯、吃芋頭，看似簡單，含義卻很深，
很有地方特色。中秋節這天，家家戶戶
把番薯、芋頭洗乾淨，放在鍋裏清水煮
熟就可剝着吃。在閩南農村，芋頭有又
鬆又香的檳榔芋，還有紅芋、赤嘴芋、
竹根芋等。無論哪一品種，都有同一種
含意，因為小芋頭種下去，到中秋節收
成時，一窩裏不但有大芋，還有一個個
小芋，番薯也一樣。中秋團圓之時吃番
薯、吃芋頭，廈門話叫抱子抱孫全家人
丁興旺大團圓。
飲桂花酒。桂花不僅可供觀賞，還有

食用價值。每逢中秋之夜，人們仰望着
明月，聞着陣陣桂香，遙想吳剛砍桂，
喝一杯桂花蜜酒，閤家甜甜蜜蜜，歡聚
一堂，已成為節日的一種享受。
中秋節是一個盛大的節日，中華民族

民風淳厚，在這個千古流傳的節日裏，
人們吃着月餅和不同的吃食遙望明月，
舉家共慶，笑語相歡。

中秋食俗 寄圓月
●董 寧

●●有人的風景最美有人的風景最美，，人在景中人在景中，，人也成了人也成了
風景風景。。 作者供圖作者供圖

●這書擷自晚清小說《萬年
青》。 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