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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與空間

字裏行間

■ 張桂輝

仁人不惜死 壯哉陳桂琛
歷史人物，不是在歷史發展中起過重要影
響，便是在歷史長河中留下不滅足跡。寫滿廈
門老故事的仁安社區，有不少歷史人物曾經在
這裏生活過。10月底的一天上午，我從集美學
村站乘坐地鐵前去廈門島內鎮海路，出站後急
切切直奔地處中山路商圈範圍內的仁安社區探
訪名人故居。這裏，小巷更比故居多。明明看
到一面牆上或某個路口有某故居指向與距離的
標識，可是，一問再問，七拐八拐，如同捉迷
藏一般，怎麼也找不到。一時間，我好比一隻
「無頭蒼蠅」，亂飛瞎竄。不經意間，邂逅陳
桂琛故居。
有中華十大名街之一美譽的廈門中山路，作
為全國唯一通往大海的步行街，打從開街以
來，就一直是廈門的核心街區。好似香港的中
環、北京王府井、上海南京路的中山路，是廈
門最老牌的商業街，人流旺、商品多、名氣
大，不論往昔，抑或當今，人們只要提及廈
門，就忘不了中山路。然而，很多遊客卻未必
知道，在離中山路不遠的仁安社區裏，如同珍
珠一般藏着不少名人故居。其中一部分，還有
人居住；另有一部分，則被賦予新功能、新內
涵，向世人展示，為主人宣介。比如，陳桂琛
舊居，已變身咖啡館。
陳桂琛故居，是一棟單層、磚木結構的老
宅，由 4 個廂房構成。故居門口一側牆壁上，
掛着一個木質牌匾，上面簡明扼要地寫着：陳
桂琛（1889—1944）字丹初，教育家、詩人。
1916年，在廈門獨資創辦勵志女校，開婦女接
受現代教育之先河……100 多年前，中國女性
沒有受教育的權利。通過創辦勵志女校，讓婦
女接受現代教育，並親任校長（後勵志女校改
為勵志小學，兼辦國文專修科），這是很需要
一些膽識和勇氣的。單憑這一點，就燃起我對
陳桂琛的敬佩之情。
步入老宅，觀察發現，這座建於民國時期的
舊居，由圍牆、小院和一座主體建築組成。穿
過小院大門，古厝的歷史底蘊、百年的歲月風
雲，隨着庭院上空那些作為裝飾的小旗，若即
若離、若隱若現。故居主體建築為單條燕尾
脊，面闊 3 間、進深 2 間，裝飾較為普通，屏
風上有花開富貴的木雕，牆體上有石榴等灰塑
彩繪裝飾。紅綠相襯的四扇門上，雕着四個花
瓶，配上金黃色油漆，頗為光彩奪目。兩扇朱

漆大門，沉穩厚重，古樸典雅，折射出歲月的
變遷與洗禮。左側廂房內，案台、木頭燈籠、
老式梳妝枱等，擺得滿滿當當的，給我的整體
印象是，不算巧奪天工，卻也別具特色。
陳桂琛，廈門人，號漱石，別署靖山小穩。
幼承庭訓，敏篤好學。民國元年（1912），以
優等成績畢業於官立福建師範數學科。歷任福
建省立思明中學、廈門師範甲種工業學校、廈
門同文書院等校教員、主任、教務委員和上海
泉漳中學校長等職。陳桂琛才學淵博，教學認
真，諄諄善誘，先後興學垂才40年，深受學生
的愛戴和社會的敬仰。更令人敬佩的是陳桂琛
身上的拳拳愛國心、錚錚硬骨頭。
辛亥福州光復，陳桂琛曾與黃貽果等籌辦福
建省保安公會。抗戰前，相繼出任廈門對日市
民大會、地方治安維持會、太平洋會議國民後
援會和教育經費管理處委員。1937年，前往菲
律賓教授國學。當年，中國人民抗日的氛圍，
不但感染了老百姓，而且許多文人也以筆代
槍，通過作品來記錄和吶喊。在廈門長大的陳
桂琛，對發生在廈門的浩劫，雖身在海外，卻
高度關注。抗戰時期，他堅持以詩篇抨擊日寇
暴行，反映百姓苦難，歌頌志士壯舉，揭露漢
奸嘴臉，構成一部華僑抗戰詩史。
1938 年 5 月 9 日「國恥紀念日」，為洗雪
「二十一條」之恥，廈門舉城舉行火炬遊行。
10 日凌晨 3 時許，由軍艦、戰機和 3,000 兵員
集結成的日本戰爭機器，喪心病狂地碾壓過
來。全島軍民拚死抵抗，終因兵力不濟，血戰
3 日，鷺島淪陷，廈民蒙難，和平之夢被侵略
者徹底打破。關注國內戰局、感同身受的陳桂
琛，憤憤然用抗戰組詩記錄了廈門淪陷的情
景。其中之一寫道：「故國烏衣事可哀，覆巢
轉眼化塵灰。換防妄效空城計，為鐍翻成誨盜
媒。五百士慚田氏客，八千人陋李陵台。更憐
孤壘炊煙絕，發炮猶遮敵艦來。」
廈門淪陷一年後，陳桂琛借用陸游《過野人
家有感》中的「家山萬里夢依稀」句，作「轆
轤詩」云：「家山萬里夢依稀，炮火連天血肉
飛；荊棘載途狼虎在，鷺江風景已全非。萬戶
千門掩落暉，家山萬里夢依稀；可憐舊日烏衣
燕，漂泊無家繞樹飛。離離靖山山上樹，歷歷
北溪溪畔路；家山萬里夢依稀，去國二年艱一
顧。炎荒苜蓿等珠璣，曾說道南願竟違；何日

粵語講呢啲

陳平原與武俠小說
■陳桂琛故居

作者提供

掉頭歸去也，家山萬里夢依稀。」陳桂琛在詩
中對家鄉充滿了深情，也表達了他希望通過奮
筆疾書宣傳全民抗戰，抵禦外侮，不當亡國奴
的雄心壯志，並希望勝利後，返回祖國效力。
遺憾的是，陳桂琛最終沒能回到他心愛的故
鄉廈門。在菲律賓期間，他先後執教與宿務華
僑中學、古達描島華僑中學。陳桂琛曾經多次
在菲律賓華文報刊上發表文章，揭露日軍侵華
的種種暴行，喚起僑胞敵愾同仇。1942年4月
28日，據菲日軍開始炮轟古達描島。菲島淪陷
後，陳桂琛仇視日寇，義不帝秦。5 月，陳桂
琛偕同幾位同事和同僑，轉入百雅淵深山，組
織僑民，抗拒暴敵，並以開荒種地為生。不曾
想 6 月 6 日，一隊荷槍實彈的日本兵突然衝進
山中，將陳桂琛等29人拘捕。儘管遭受嚴刑拷
打，他們個個忠貞不屈，次日凌晨慘遭殺害。
抗戰勝利後，1947年4月，菲律賓僑界人士
在古達磨島建立「百雅淵廿九位殉難義士紀念
碑」。《碑銘》中寫道：「古島華僑陳丹初先
生等 50 餘人，因不願與敵合作，相率入百雅
淵，以示反抗，自耕自給，備極辛苦。間曾援
助抗日游擊區，與游擊隊合作，遂為漢奸日寇
所銜，於 1944 年 6 月 7 日，派大隊日兵圍捕，
丹初先生等29人被擄，不屈受戮。忠心耿耿，
正氣磅礡，殊足以表揚我民族精神，而為華僑
後輩之楷模。」1947年7月，國民黨政府內政
部頒發旌義狀：「查福建省廈門市陳桂琛旅居
菲島，從事教育工作，不受敵威脅利誘，被敵
槍殺，殊堪矜式，應予褒揚，以資表彰。」
陳桂琛一生致力於教育事業，孝友重義、愛
國愛鄉。他治學勤謹，除精研數學外，尤致力
文史；工詩詞，擅書法。遺著有《近代七言絕
句選評（初集、續集）》、《鴻爪集》、《菲
島竹枝詞》、《漱石山房筆記》、《感時紀事
詩文集》等。1969 年 6 月 7 日，是陳桂琛犧牲
25周年忌日，旅菲華僑文教界人士出版《陳丹
初先生成仁二十五周年紀念刊》，緬懷先賢，
以彰忠烈。陳桂琛生前有「志士毋求生，仁人
不惜死」之句，不曾想這成了他的絕唱。縱觀
陳桂琛一生，他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
難能可貴，何其壯哉。

■ 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

等到頸都長埋

與「等到頸都長埋」如出一轍的講法有：
等到眼眉毛長/等到眼眉毛都長埋

及/kap6；變調→給/kap1；變聲母→急/gap1

當然，無論是鮑寧亭，還是老襯
亭，都只是低矮的雙層建築，其外
形與今天的凌霄閣可謂大相逕庭。
真正具備凌霄閣氣勢的，是 1972 年
在原址重建的第三代建築——爐峰
塔。
爐峰塔外形仿照古城門城樓，當
你由市區仰望太平山，但見七層高
塔聳峙雲端，既像香爐又像鼎。在
嶺南文化中，「香爐躉」代表子嗣
繁衍；而在中國傳統文化裏，「鼎
器」代表權力和財富。就在爐峰塔
落成當年，香港發生了幾件意義深
遠的事：
7 月 11 日，港府撥款 150 萬元，動
員 10 餘萬人，發起清潔香港運動，
長達 10 年的「麥理浩之治」從此開
始。
8 月 2 日，香港海底隧道（因隧道
九龍一端的出入口位於紅磡灣，故
多稱紅磡海底隧道）正式通車。這
是首條連接香港島和九龍半島的海
底隧道，迄今仍是全香港乃至全世
界最繁忙的行車隧道之一。
9 月 23 日，《鹿鼎記》在《明報》
連載完畢。同年 12 月，金庸宣布封
筆，標誌着香港新派武俠時代終
結。
麥理浩是香港歷史上任職時間最
長的總督，「麥理浩之治」則是香
港從傳統社會邁入現代社會的產
婆。在「清潔香港」名義下，麥理
浩鐵碗肅貪，創立廉政公署，並實
施 10 年建屋計劃，九年免費教育，
開發新市鎮，興建地下鐵路，推行

■江 鄰

地方行政改革，使經歷上世紀六十
年代動亂後的香港社會重拾信心，
市民生活大幅改善。麥理浩 10 年任
內，香港經濟增長之強勁為開埠以
來所僅有，一躍而入亞洲四小龍之
列，港英的管治威信得到提升，香
港人的歸屬感明顯增強。
在這樣的背景下，紅磡海底隧道
建成通車，促進了維港兩岸經濟發
展和社會融合，進一步喚醒了香港
人的共同體意識。金庸也許正是有
感於香港本土意識的覺醒，中止了
他馳騁 20 年的武俠江湖。他深知，
武俠世界的江湖豪傑，馳騁南嶺北
漠，縱橫西域東海，天下之大，不
可能是香港這區區邊島容得下的。
或者說，武俠小說更適合動盪漂泊
的難民社會，而不適合趨於穩定搵
生計的香港人。
香港再不是移民海外的中轉站，
不是顛沛流離中的暫時棲息地，它
已經成為一個有着雄厚經濟實力、
管治良好的社會。一個立足東南
亞，交匯中西方文化，連通海內外
市場，融國際金融中心、航運中
心、物流中心為一體的超級都市，
呼之欲出。
這是一個獨特的社會存在，亦是
獨特的文化存在。它崇尚自由，卻
也尊崇法治；它堅持原則，卻也靈
活變通；它意氣風發，卻也小心翼
翼；它結富攀貴，卻也勤勉進取；
它精於算計，卻也守望仗義；它爭
強好勝，卻也樂天安命；它崇洋媚
外，卻也對鄉土文化滿是癡迷……

這時候，再來領會當初爐峰塔的
設計理念，尤見其妙：從維多利亞
海灣凝視爐峰塔，宛如一個人站在
高高的山頭上，風雨無阻，向四面
八方拱手示禮。這分明是香港這座
孤島，置身於南中國海的波翻浪湧
之中，希望多方幫襯、求財求福的
寓意啊！這個理念和寓意，使爐峰
塔成了香港經濟騰飛和文化認同的
建築符號。
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
隨着香港旅遊業模式改變，外地遊
客大增。除了銅鑼灣購物，山頂廣
場是遊客必去的打卡地。1989 年山
頂纜車進行了現代化改造，運載能
力大幅提升。這種情況下，爐峰塔
作為纜車的山頂總站和山頂廣場的
標誌性景點，接待能力就顯得不足
了。不斷有遊客投訴山頂站設備老
化，令山頂纜車有限公司及其母公
司香港大酒店倍感壓力。公司經過
多輪股東會議，決定重建爐峰塔，
以適應新的時代需要。
1993 年 7 月，爐峰塔重建工程正式
啟動。經過 3 年多緊鑼密鼓的施工，
第 4 代建築——凌霄閣橫空出世，於
香港回歸祖國前夕正式對外開放。
這是一個比爐峰塔更霸氣的名字，
也更有現代感。據凌霄閣的設計師
特里法雷爾（Terry Farrell）說，他
的改建方案除了着眼於擴大容量、
增加功能外，還特意將上半部設計
成半圓形，並用全玻璃的中空部分
托起，使之看起來像一艘飄浮的飛
船。

詩詞偶拾

冬天從樹上落下

郜辰辰
■

鄉村從老柿子樹上發芽
樹下坐着朝土地生長的祖母
他們都被推遠又長高
挪一下身體
便縮短了土地和天空的距離

醞釀已久的雪帶來故事和酒
拾起寄往下一站的郵票
拖長一個人
抖落新長出的影子

在天空拋下一枚雪花的同時
握緊另一枚雪花宣誓
在搖搖欲墜的天平上
冬天也匆忙落下

殘紅倒長着秋天，盡頭
落葉已經雕琢起雪花

拂去塵埃和綠意
一身素衣也可鋪開山河
暈染季節的摺痕
讓大雁填滿心口
築起長長的堤
時光還在詩上漫步

望到眼都穿埋

廣東人在口語上一向愛有自己一套，有人就把
「引頸」一詞的意義加以延伸——頸伸長久了，
頸也隨之而長了，再套上「望到眼都穿埋」的句
式，便走出了形容「等得太久了」的「生鬼/盞
鬼」（生動有趣）用語來：

敘事模式的轉變》赫赫有名；這部
《俠客夢》，並非他的本行。他本不
愛讀武俠小說，奈何旁邊友人每眉飛
色舞，談論某部是如何精彩，或某位
武藝超群的大俠時，他無從置喙，
「總有一種茫然的感覺」，「不知道
是別人瘋了還是我讀書讀歪了。」
1989 年夏秋之際，他鎮日無事，隨
意翻閱了好些金庸等人作品。這一
翻，正如很多人說，那就放不下了。
他的感覺竟是「不看不知道，武俠真
奇妙」。由看到生出將這「奇妙」當
作學術研究時，長輩勸阻，朋輩中也
有欣賞他的「灑脫」。這是陳平原另
類的學術著作，並非一些武評者的散
章可比。
陳平原一直從事中國小說史的研
究，先是小說敘事方式的轉變，後是
小說史意識與小說史體例，接下來便
是小說類型的進展。他說：
「在眾多小說類型中選中武俠小說
作為試點，除了其演變軌跡比較容易
把握外，更重要的是我對通俗文學研
究的興趣。」
而最重要的還是，他認為：「雅俗
對峙構成了二十世紀中國文化發展的
一種重要動力。」他引華萊士．馬丁
的話說：
「文學批評家很少屈尊去研究的流
行的、公式化的敘事類型，如偵探小
說、現代羅曼史、西部小說、連續廣
播劇等，如果它們的無意識內容能夠
被發現的話，它們也許會提供一些有
關我們社會的有趣信息。」
要研究者去探討「無意識內容」，
是苦差，是要在「無意識」中找出
「有意識」，是在「公式化」中尋找
特出之處，所以研究通俗小說而研究
出成果和真知灼見的，很少。這些研
究者不是「屈尊」，而是要研究根本
也研究不出什麼。
寫完《俠客夢》，也沒成武俠小說
迷。平原君這興趣只是為了學術而
已。

凌霄閣上一輪孤（中）

落在生命裏的雪
長出白髮、炊煙和一個雪人
勾勒着黃昏的線條
握緊遠去的承諾

引頸、引頸翹望；望穿秋水、望眼將穿/望眼欲穿

「引頸」指「伸長條頸」（伸長脖子），「翹
望」指向遠方眺望。秋天的水明淨澄澈，可用以
比喻眼睛，「望穿秋水、望眼將穿/望眼欲穿」就
是說「眼睛都要望穿了」；用廣東話來說，這就
是：

《疫情第四波》
疫情來到第四波，旅遊氣泡又再拖；
本地確診何其多，應有地方把忽疏。
聚衆歌舞身搖曳，漠視禁令好曳曳；
搞到病毒四圍播，四波元兇賴你囉。
卸下口罩來歌舞，立衍生感染群組；
點解仲冥頑不靈，係咪要搞到封城。
生意本已好難撈，限聚加辣況更糟；
唔想見到咁糟糕，嚴正守法咪亂蒲。
防疫措施有法度，執法檢舉欠力度；
若然唔汲取教訓，通關褪完又再褪。
疫情反覆難預料，各地通關離遠了；
踎響屋企續無聊，唔中招已慶幸了。
藥廠傳來好消息，疫苗開發有成績；
成效雖則見曙光，幾時接種問上蒼。
接種疫苗好迫切，疫情嚴峻等唔切；
正是等到眉毛長，自欺欺人當如常。
一波未平又一波，想知幾時可收科；
等疫苗頸都長埋，輪到時或單已埋。
新冠肺炎版《虞美人》
新冠肺炎何時了？銀行存款剩多少。通關一直在吹風，
各界不堪回首苦其中。隱形傳播應猶在，社距怎得改。
問君儲埋幾多愁？恰似兩幢鼻涕係咁流。
股民自嘆版《虞美人》
成籮蟹貨何時了？手頭現金得多少。經濟復甦在吹風，
股民不堪回首悲忡忡。雄心壯志應猶在，股性冇得改。
問君可有乜籌謀？恰似諸葛孔明就冇愁。

■陳平原看武俠小說，看出了這
部學術著作。
作者提供

一片雪

由於「急」與「切」義同，「急」可換成
「切」，那就是「及」也可換成「切」了。
對某事情的發生有深切期盼，以下相類的成語
可用來形容之：

這不難理解，事關人老了眉毛多會長長，而老是
要經歷一段頗長的時間。
在「市民抗疫疲勞」，「老闆追回生意」以及
「執法力度不足」的幾重夾擊下，所有應具抗疫
力及阻嚇力的措施，如「限聚令」和「口罩令」
等均變得脆弱。執筆時，與「跳舞群組」相關的
確診數字爆升，不明源頭個案無日無之，比「第
三波」疫情來得更兇狠的「第四波」疫情已宣告
成形。什麼「旅遊氣泡」，什麼「健康碼互
換」，不是立刻煞停就是暫時擱置，本以為可逐
步走出陰霾的想法再一次落空了。就在同一時
間，各國研發新冠肺炎疫苗的藥廠傳來好消
息——疫苗的成效高達九成多，且預算今年年底
可推出作緊急使用，消息着實振奮人心。由於市
場憧憬經濟很快可復甦，股票市場隨即亢奮，但
「蟹貨成籮」的股民只能說聲「仍難返家鄉」。
目前全球最關注的還是何時可「普及」接種絕對
有效的疫苗，如未能做到此步，世界秩序則難言
恢復。畢竟遠水不能救近火，返回正常應有好一
段日子，大家須看着辦。
對自私的人們，筆者有點「憤」怒；對疫苗的
面世，筆者有點興「奮」。對寫作人來說，上述
中單一個情況出現已大大激起文思，更何況「兩
者」並肩而上，讀者且看如下：

1990 年初，廣州火車站。北大教授
陳平原拿着的皮箱，突然被一條惡漢
搶去。陳教授有沒有大喊捉賊呀，那
就不得而知。
據說，那賊是坐計程車而來的，一
下車就搶箱。陳大教授請那計程車司
機載他跟蹤出擊，得到的回覆是：
「別找死！」到警察局報案，公安一
聽說他皮箱沒有「上萬美金，主要是
書畫和文稿」時，警員也毫無興趣。
聽說以前有賊常把錢拿走，將銀包或
皮箱丟在公共場合或把證件寄還。陳
教授說裝文稿的紙袋上有他的姓名地
址，或許還能「魂兮歸來」，可惜半
年過去，得個望字。
皮箱裝的是什麼文稿？陳教授說：
「裝有我撰寫武俠小說論著準備的資
料，和部分草稿。」他悔恨自己讀的
武俠小說不夠多，未有「英風俠
氣」，致為賊欺。資料與草稿既失，
陳教授唯有重拾「舊歡」，重新收集
資料。
這故事實在有趣。見諸平原君寫的
《千古文人俠客夢》。日昨搬遷重看
到這部書，登時想起他在廣州火車站
的遭遇。
平原君研究中國小說，《中國小說

詩語背後

等得切﹑等唔切﹑等唔得切．等到頸都長埋﹑等到眼眉毛長

「等唔切」中的「唔切」指因時間急切而做不
到，相對的書面語是「不及」；那「等唔切」就
是指「等不及」，與之相對的是「等得切」，所
以也有人會把「等唔切」說成「等唔得切」。
「等唔切」有迫不及待、等不住、等不來的意
思，意味着有些事情因時間急迫而發生了。
大家有否想過「唔切」中的「切」為何有
「及」的意思呢？據筆者的考究，出現「不及」
是基於「急」，由此便聯想到「及」、「急」的
近音關係（「及」、「急」的普通話讀音同為
「ji2」）。通過以下的「音義轉移」，謎團馬上
解開：

■ 黃仲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