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童年的時候，在家鄉種有
許多樹木，但是最多的還是楝
樹，房前屋後、田間地頭、路
邊河畔，或一枝獨秀，或三五
相望，或蔚然成林，樹冠如
傘、樹葉紛披，在風中搖曳，
構成了一道道美麗的風景。

楝樹又稱作苦楝，它生長
快、材質好、用途廣，還容易
栽種。既可用種子育苗栽種，也可用
插根栽種，而且不擇土壤，不選地
形，一年四季都可以種植，而村民平
時生活用的桌椅、新人結婚時的傢具
等，相當一部分也是用楝木加工而成
的。因此，楝樹在當年是村民首選的
樹種。

楝樹四季分明，到了春天，它應
着暖暖春意，高挑着的細枝慢慢地掛
起了綠芽，在春雨春風的滋潤下，芽
兒漸漸張開，閃閃地亮出綠葉，直至
翠綠的樹葉爬滿枝頭，在高高的枝端
輕輕搖曳。

楝樹開花時已到了暮春時節，有
詩曰： 「雨過溪頭鳥篆沙，溪山深處
野人家，門前桃李都飛盡，又見春光
到楝花」 。楝花給人感覺是一個與世
無爭的 「隱者」 ，當百花爭春競相開
放時，它卻不爭不搶，悠悠然開在春
花盡落時。從遠處望去， 「楝樹層層
細著花」 ，繁密的樹葉間紫白相間的
小花，密密匝匝，滿樹可觀；近看，
紫白色的花兒，米粒般大小，花瓣粉
白，中間生出一個小圓柱般的紫色花
蕊，從翠綠叢中探出頭來。

盛夏季節，楝樹如幄如幃的濃蔭
下則成了咱們小夥伴的樂園，聽着樹
上的蟬演奏着高八度的曲調，有的小

夥伴心癢癢地，尋思着怎麼把
它捕捉下來。於是，就借助於
自製的工具，找來一根粗細適
中、長度足夠的竹竿，把鐵絲
彎成圈兒綁在竹竿頂上，在鐵
絲上繫上網袋，然後慢慢伸向
樹上的蟬，冷不丁一扣， 「知
了」 聲戛然而止，只見蟬在網
袋中掙扎。也有的小夥伴對樹

枝上掛滿的小小圓圓，硬硬實實，翠
綠油亮的楝果感興趣，不是把它作為
零嘴（都知道它的味道很苦），而是
把它採摘下來耍遊戲。中看不中吃的
楝果兒竟搖身變為了絕佳的 「子
彈」 。用彈弓也好，用手也好，打在
身上雖有些痛，但不至於皮破血流，
齜牙咧嘴一陣子便又投入到 「戰鬥」
中去了。到了夜晚，月光從樹枝的罅
隙流瀉下來，如一片碎銀匝地，搖曳
不定。我們則躺在椅子上，望浩渺的
天空、數眨眼的星星、沐涼爽的清
風，一會兒便進入了甜甜的夢鄉。

當蕭瑟的秋風打着呼哨飄過時，
黃黃的楝樹葉簌簌地飄飛下來，如鋪
滿了一地碎金。而飽滿的楝果，就像
一個個小金鈴，成串成串地掛在樹枝
上，滿樹金黃，煞是好看。

冬天來臨時，樹上樹下一切都安
靜了下來。楝樹裹着嶙峋的樹皮，樹
枝橫斜，疏影交錯，枝頭上掛着零星
乾癟的楝果，但它依然在瑟瑟寒風中
在堅守着，不畏嚴寒，默默等待着春
天的到來。

如今家鄉的楝樹已經很少了，然
而，紫色繁花結滿樹、金黃楝果掛枝
頭的場景，卻常在我夢中縈繞，凝結
成了一份沉甸甸的鄉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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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城四十
度高溫中，身處
頤和園的滿眼青
綠，心緒略靜，
忽然念及香港的
「游泳自由」 。
上一次游泳，還
在疫情之前的香

港，一晃三年半未入泳池。若按那
個說法，游泳和騎單車一旦學會就
終身不忘，那麼是香港教會我一個
終身的本領。

個人認為香港是游泳最好的地
方，沒有之一。四十四個公共泳池
遍布港九新界，其中近一半在冬季
繼續提供暖水池。僅灣仔區就有摩
理臣山、維園及灣仔（供團體用）
三家泳館，步行都不遠。管理也規
範，每天定時消毒，每年換季時進
行大換水。最讚的是票價極其親
民，收費標準統一，一般收費為平
常日港幣十七元、節假日十九元，
六十五歲以上老人、三至十三歲小
童、全日制學生、殘疾人士及一名
陪同者享受優惠收費八元（平常
日）或九元（節假日），刷八達
通。月票三百港元，不限次數。開
放時間到晚上十點，不少白領放工
後去游。香港海泳條件也極好，海
水清澈透明，看一眼就着迷。西貢
的半月灣、大嶼山的長沙泳灘都號
稱 「最美泳灘」 。可以說在香港，
具備了 「游泳自由」 。

我的游泳教練是高大哥推薦
的，姓李。港人不論男女，大多數
看起來比實際年齡要年輕，估計李
教練在三十五至五十之間（誤差有
點大）。他的本業是保險員，不用
坐班，所以大把時間用來教游泳，
最多一天帶十幾個班跑幾家泳館。
即便這般辛苦，李教練還在租房子
住，當會計師的弟弟也在租房。他
教的多是小學生，幼稚園的也有。
我不好意思跟小孩子為 「同學」 ，
也顧慮人家小朋友學會了我還學不
會留級， 「面子風險」 很大，所以
單獨跟李教練學。

初學時，一是協調性不行，顧
手顧不到腳，累得氣喘吁吁還是原
地打轉。二是怕水，一眼看不見教
練就慌；手腳抓不到東西觸不到底
就慌。漸得要領後，開始上癮。從
在一米四的淺池掙扎，到獨自在一
米九的深水池緩游；從腳一離開池

底就手忙腳亂，到享受水下過濾一
切的安靜，用了十一課時加上無數
次練習。不過時間跨度有點長：二
○一七年十月至二○一九年三月，
足足一年半。我幾次心虛地問教
練：我是不是你最笨的學生？他說
不是。我有點相信他的話，因為港
人比較實在。

曾經冒着三號風球艾雲尼在室
外泳池練習，泳池只我一位，教練
在一邊看。疾雨時驟時停，敲打在
背上。池中蛾蟲散落紛紛，救生員
都看不下去了，幾個人用篩網打
撈，於是池中一個邊撲通邊喝水的
笨笨熊，岸邊是撈蛾蟲的救生員，
場面特別好玩。教練也被逗笑：
喂，少喝水呀，你的門票不含免費
昆蟲湯。我告訴教練，不同時段、
不同泳池的水味道不一樣：這個泳
池換季後新蓄的水口感較清甜，維
園的池水口感鹹澀。教練笑得不
行。

曾經出訪期間每下榻一個酒店
都尋找泳池，終於在聖彼得堡游了
一次早泳。池子不大，是方形的，
橫豎游都可以，划幾下水就到頭
了，總算在異國體驗了一把。

曾經回老家時，問媽媽要不要
觀摩我游泳？老媽高興地帶我去體
育館。我在池裏游，母親在池邊
看，像在作彙報表演。母親說游得
真好，又擔心我體力不支，說累了
就上來。當天與妹妹通話時，又隆
重誇讚一番，鼓動妹妹也去學。

曾經在深圳開會時，趁午休到
露天泳池練習，倆同事在一旁看着
做保護。聽着同事聊天，聲音清楚

時就游得自如，一旦聲音遠了就嗆
水；聽他們聊得太熱烈也緊張，
喂，你們專注一點看我！同事笑
喊，看着呢看着呢，眼睛沒離開
你……

曾經在臘月冬日，游泳之後短
袖毛衣九分褲光腳拖鞋溜達回家，
羨煞北方親友。

一段時間，買泳衣成了逛街必
選，差點湊足泳衣九宮格。特意挑
選顏色鮮艷的，以備將來在大海中
有強烈辨識度。不知是不是泳池裏
教出來的 「學院派」 缺點：若不戴
泳鏡泳帽，發揮就大打折扣。

也曾經糾結於速度耐力，越心
急越游不快游不遠。後來，讓自己
專注於水的清涼，專注於透明的安
靜，游得心無旁騖，反倒 「寧靜致
遠」 了。

有時候，給自己的小目標也可
能是一個設限，成了前行的負重。
自己的世界，本來也是參差不齊
的。但人接受一個不完美的自己，
比接受一個不完美的世界更難。人
能接受一個馬馬虎虎的世界，卻不
能接受百分之九十九優秀的自己，
總是盯着那百分之一不依不饒。其
實自己也清楚，那完美的百分之
一，並非自己不努力，而是客觀所
限。

人這一輩子，就是不停教育開
導自己的過程。

一直有個願望：暢游香港大
海。但只有一次在香港仔艇邊游了
幾分鐘，只能算體驗。那片湛藍清
澈的香海，成了心裏芬芳的詩意遠
方。

君子玉言
小 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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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井萬象

仲夏夜的愉景灣，一波波外
國面孔的男女老少在海濱長廊上
散步，跑步，遛狗，聊天，襯以
周圍規劃有致的歐式建築、鐘
樓、餐廳、教堂，仿佛身處歐
洲。

被稱為 「小歐洲」 的愉景
灣，是大嶼山風景區的最濃處，
是香港的 「海岸消閒新地標」 ，
開發十多年來，為華洋結合的香港又
添一景，島上住着不少在港工作的外
籍高管和家人。

Staycation愉景灣，酒店旁邊的
「愉景灣海濱白教堂」 是目的地之
一。等腰三角體的教堂，蜂巢狀的外
牆，落地窗大大的，內外純白。建築
簡單利落，裏外上下通體透明，極強
的立體感、層次感、現代感。旁邊的
水池連接着海與天，海天互動，海池
互動，把教堂倒映在水中央，當海風
吹拂，景物活泛地擺動，是優雅的動
態美。

因其小巧，教堂的英語名是
White Chapel而不是White Church，
為滿足對浪漫婚姻的追求，不少本地
新人跨海來此舉辦婚禮。駐足觀賞，
潛意識裏出現台灣東海大學教堂的影
子，那是貝聿銘的佳作之一，也是很
多台灣新人的婚禮場所；又憶起倫敦
的一個區Whitechapel，只是一個用
了合成詞，另一個將合成詞分開罷
了。

給 「小歐洲」 添色的，還有高桅
仿古帆船 「濟民號」 和歐式觀光馬
車。 「濟民號」 是一七八四年歐洲商

船Bounty的再版，映襯歐洲
當年發達的航海業。觀光馬
車由兩匹歐洲純種馬拉動，
是香港唯一能坐馬車的地
方。

碼頭的藝術角 「The
Art of Discovery Bay」 ，
介紹長住香港的英國畫家
Richard Marc Crosbie的作

品。畫家以鋼筆畫為主，配合水墨
畫、粉彩畫、水彩畫、熒光筆畫，繪
出愉景灣的主要觀光點。一幅名為
North Plaza的鋼筆畫，很眼熟，描繪
的是我們走過看過的愉景灣露天音樂
廣場。

以欣賞的目光，畫家Richard為疫
情下的香港人畫出家鄉的嫵媚，是對
「小歐洲」精華處的概括，非常切合市
民時下的心境。鋼筆起源於西方，傳
播於東方和全世界；鋼筆畫是藝術家
最方便的創作形式，在有點歲月的電
影裏，不難發現這樣的鏡頭：西裝革
履的紳士，優雅地把鋼筆從上衣袋取
出，隨意勾勒幾筆，一幅風景畫或人
物肖像便躍然紙上。

教堂、鐘樓、高桅帆船、歐洲馬
車、海濱走廊、沙灘浴場、高爾夫球
場、藝術園地，構成一系列歐風。
「小歐洲」 是香港回歸後的新作，給

中西合璧的本土特色錦上添花。
疫情兩三年不便出境，但是我們

不缺本地遊。以為自己都成一個香港
通了，冷不防驚喜再現，還沒有走
完！是走得不多？還是香港的美景不
少？

柳絮紛飛
小 冰

故鄉的楝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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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的經歷，一個家庭的變遷，也反
映着香港翻天覆地的變化。

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我和初婚的妻子攜
手走過羅湖橋，來到人生地疏的香港，那時香
港經濟蕭條，還遭受金融風暴襲擊，工作特別
難找。我們租下佐敦道碼頭附近一棟 「文」 字
頭大廈的一間小梗房。包租婆是潮州人，胖胖
的，雖然面容慈祥，但依照香港當時流行的規
矩： 「有孩免問，不允煮炊」 。我們除了早
餐，午晚餐只好都在外面餐廳吃。那時的揚州
炒飯一碟港幣兩塊八，那也不算便宜，我們到
玩具廠做裝配工，日薪也不過十三到十五元。
房租佔去三百元，兩個人打工所剩就無幾了。
後來，經朋友介紹，我到葵涌一家印染廠做印
染工，三班倒，清晨路過廟街，就常看到一些
扯皮條的老鴇站在殘破的唐樓下。

現在到廟街，經歷整頓，夜街固然整
齊，白天也少見這類奇景了，還在街口豎起了
高大壯觀的廟街唐式牌坊。

七十年代末，我在北角馬寶道一家唐樓
樓下的小小老牌出版社做 「行街」 ，每天拎着
一個○○七式公事包到港島各大小書店推銷

新書，從北角乘電車，沿着英皇道、經過軒尼
詩道、莊士敦道、德輔道中及西，一直到那家
老牌的上海書局寫字樓所在大廈。因為電車慢
行，我又得與書店負責人交談有關事宜，單是
這條路線的推銷，往往就得兩天；現在有港
鐵，效率加倍。那座我工作的唐樓早就夷為平
地，碼頭的巴士總站，也變成了漂亮的休憩花
園。

我們住所從佐敦道搬到土瓜灣，和朋友
共租一層六百呎的樓宇，我的工作也由於多次
參賽獲獎，助我突破困境，八十年代，我在中
環找到了喜歡的編輯工作，一雙兒女也在這時
期陸續出生了。有八年時間每天從土瓜灣乘渡
輪到中環碼頭，在街市附近的寫字樓上班。那
時中環碼頭岸上兩邊食攤林立，熙熙攘攘，後
來，中環碼頭遷移，建成目前的復古式大碼
頭，成為中環重要的一景。偶爾到中環走走，
當年打工午餐時喜歡去大廈後巷吃魚蛋米粉、
奶茶的眾多大牌檔也消失了影蹤，不留一點昔
日舊痕。

八十年代末期失業兩年，妻子照顧一雙
小兒女，我呢，人棄我時勿自棄，恰遇紙質報

業的黃金時期，我到處寫稿，至少每天寫五個
文體不同的報紙固定專欄，領取數額不少的稿
酬，維持一家的生活，渡過難關。我們的居屋
也從土瓜灣搬到紅磡舊碼頭附近，樓下就是維
港。後來那塊土地填海建樓宇，舊碼頭搬遷到
現在的黃埔花園海濱花園紅磡段，我們與碼頭
似乎有緣，也再度搬家，那是二○○四年的
事了，一直到現在。屋子約一百平米，不大，
窗外是無敵海景，也算不容易了。

九十年代，雖然媒體因為網絡、電腦和
手機的出現令社會和生活開始發生變化，但香
港地鐵陸續通車了，也帶動香港經濟的飛越。
我們因為憑天時、地利與人和之助，在 「有人
辭官歸故里」 的時候，居然敢於 「有人連夜趕
科場」 ，但趕的不是科場，是文化出版的場。
小小公司幾個人在十幾年的打拚期間，流汗勞
累，幾乎走遍港九新界的中小學，一間間賣
書，甚至 「遠征」 到離島。一晃就是三十年，
許多同業結業了，我們貨倉也從大的搬遷到小
的。香港發生了滄海桑田般的變化。寫稿的紙
質報紙少了，微信成了人們生活的主要通訊工
具之一，網絡替代了不少紙質報刊。

母親在我初到香港和失業時期，曾經鼓
勵我 「大丈夫何患無職」 。 「東家不打打西
家」 在這幾十年一直鼓勵我。雖然她去世很多
年了，在我失落時，這位只有小四文化程度的
家庭婦女抓住我這老兒子手時發出的鼓勵會一
直回響在耳畔。這和香港那種充滿淚笑的獅子
山拚搏精神是一致的，而我們一家走過的半世
紀征程，實在也和香港的變化、無數家家戶戶
的進步息息相關。

香港游泳自由

由福建省文學藝術界
聯合會、福建省對外文化
交流協會等主辦的 「一帶
一路」 沿線華人藝術家書
畫邀請展在福州開幕，共
展出五十個 「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和十七個 「一帶
一路」 相關國家華人藝術
家書畫、漆畫精品一百六
十五幅。

中新社

▲大嶼山長沙泳灘被譽為 「最美泳灘」 之一。 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