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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地凌空一道樑 秋來煙雨伴斜陽
遙看碧水飛橋渡 遊目高天大雁翔
但得蔭深蟬語急 不辭徑遠老茶香
問君登頂憑欄意 朗朗乾坤映海塘

這座山為什麼叫塘朗山，「塘朗」二字作何
解？我問過朋友，查過度娘，終究不得要領。
比較靠譜的解釋：塘朗是嶺南方言，「塘」指
一片靜止或緩流的水域，「朗」原為「䓣」，
指靠近水域的平緩高地，塘朗即水邊高地。
所以，塘朗山並不高，主峰海拔431米，

即使在沿海低山丘陵地帶也是不起眼的。但
它地處中心城區，一道綠色山樑，在南山、
龍華、福田三區交界處，從一片海灣湖泊和
街道樓群中拔地而起，便有了木秀於林、鶴
立雞群的感覺。
登塘朗山有多條路徑。我們選擇了從龍珠

門進山，沿登山步道，經百尺天梯，直達山
頂。一路上忙着打理腳下的石階，難以分心
周邊景色，只覺綠蔭森森，鳥語花香不絕。
待得登頂，孤峰聳峙，四周景致撲面而來，
嘆為觀止。塘朗頂上有一亭，名極目閣。由
此觀景，東西南北各有生動之處，山、水、
城融為一體。
以城而論，鳥瞰福田、南山、寶安、龍

華、龍崗、羅湖各區，新樓舊宇高低錯落，
車水馬龍遊弋其間；深圳大學城、留仙洞戰
略性新興產業總部基地、深圳灣高新技術產
業園、後海總部基地盡收眼底；遠處是蛇口
前海片區和寶安、羅湖中心區，以及香港的
流浮山、天水圍、落馬洲等地。
就山而言，目之所及除了腳下的塘朗諸峰，

近有梅林山、陽台山、筆架山、大南山，遠有
雞公山、梧桐山，還隱約可見香港的青山、大
帽山、八仙嶺，千峰爭翠，綿延起伏。
當然，塘朗山最值得稱道的，還是環繞四周

的水景。東臨梅林水庫，北依長嶺陂水庫、西
瀝水庫、鐵崗水庫，西望珠江口，南及深圳
灣。盈盈碧波萬頃，繚繚水煙一色，潑染出無
盡的浪漫。
深圳為了建設面向世界的生態家園，啟動山

海連城計劃，打造「一脊一帶十八廊」城市生
態骨架。「一脊」指貫穿深圳東西部、綿延百

餘公里的綠色山脊，通過多樣化的生態長廊，
把自然保護地、森林公園、郊野公園、湖泊水
庫等串聯起來。「一帶」是以深圳河為主脈，
從東到西連接大亞灣、大鵬灣、深圳灣、前海
灣直至珠江口，形成匯聚海灣、半島、濕地、
沙灘的濱海生活帶。「十八廊」包括八條山
廊、十條水廊，打通兩大山水主脈之外的眾多
較小山體和水體，讓市民在漫遊徑上體驗山、
水、城變幻的風景。
可以看出，塘朗山是山海連城計劃和「一

脊一帶十八廊」的一個重要節點。為此，市
政府擬建造塘朗山郊野公園城市看台，坐山
擁海，既可觀賞灣區大都市的摩天樓宇簇群
和城市天際線，又能看到山海相依風光和自
然保護區的紅樹林濕地，為深圳打造一張
「全球標杆城市」新名片。
極目遠眺，飄逸的港珠澳大橋把深圳灣變

成了內陸湖。環灣一片多姿多彩的世界，有
山嶺起伏，有公園綠道，有居民區，有寫字
樓，宛若自然和歷史的陳列館，述說着深圳
河兩岸的滄桑。前海深港合作區的商務樓
宇，香港天水圍的社區建築，連同海灣裏成
片的海水養殖漁排，一起湧到眼前。你不由
得不感慨，從當年的逃港潮到今日深港雙城
故事，生動的現實告訴我們一個常識：發展
是第一要務，萬事以民生為本。
正看得投入，想得出神，一簾煙雨在深圳

灣上空形成，由南而北朝我們飄來。眼見香
港上空已是烏雲密布，深圳這邊還是麗日朗
照。但很快，我們也感受到噼噼啪啪的雨點
落到身上。大家並不忙着避雨，反而有些興
奮，聽見有人調侃：這雨是從香港過來的
呀，需不需要21天隔離？
同一座山，有不同的上山路徑；同一條

路，有不同的季節，乃至不同的心情。這便
有了一山多景，一景多面。當其時，滿城風
光盡收眼底，若就此下山，也當心滿意足
了。然而，塘朗山之妙還不止於此。從塘朗
頂往東，是一條長約十六七里的茶香徑，通
往梅林山。兩山相連，似一道綠色屏風立於
新舊城區之間。兩山銜接處稍呈凹狀，使整
個山形如大鵬展翅，氣勢龐然，動感十足。
茶香徑以石階為主，修葺得很好，標距柱指

示明晰，沿途設有休憩小亭或石台石几。漫山
油茶樹，散發出淡淡清香。雨偶爾還下，但每
次雨腳都收得很乾淨，煙雨與麗日交替，別有
一番風情。山路雖然蜿蜒起伏，但大致平緩，
宛如一個移動的觀景台。身處其間，能讓你充
分感受深圳這座獨一無二的城市，領略它青山
綠水掩映的繁華，只知其美，不覺其累。
行程的最後，是塘朗山與梅林山分界處的一

段青石路。天空又下起雨來，青石路面有些打
滑，但並沒有影響大家的興致。路旁有殘存的
鐵絲網，是當年所謂「二道關」即深圳經濟特
區與寶安縣之間長達90多公里邊防線的遺
蹟。這條青石路原本就是當年的巡邏道，以攔
截私自入關者。起步處有一面水泥斜坡，上面
凌亂地畫着幾幅塗鴉作品，行筆稚嫩，色彩斑
駁。看旁邊路牌，「塗鴉牆」已作為一個正式
地名標出，想必年頭不短了。
一路走着聊着，雨不知不覺停了。碧空新

洗，天藍雲白，一片透亮。樹的綠，花的
紅，高樓林立，甚至能看出細部的脈絡。到
了終點梅林水庫，但見艷陽高照，波平如
鏡，青山倒映。大壩上鐫刻着古今詩詞楹
聯，其中有一首清代才子袁枚的詩，倒是與
此情此景頗為吻合：

江到興安水最清 青山處處水中生
分明看見青山頂 船在青山頂上行

看着煜煜生輝的梅林水庫，我又想到塘朗山
這個名字。「塘」為聚水之地，而水為財。由
「䓣」而來的「朗」，意為月色明亮，常用來
形容光線充足，如天清氣朗、豁然開朗，又形
容聲音大，如朗讀、朗誦。如果依「朗」的本
義，把塘朗山視為深圳的象徵，觀其臨水積
壘、拔地凌空之勢，是否預示着走過40年不
平凡歲月的經濟特區，如今又迎來粵港澳大灣
區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的新定
位，三區疊加驅動，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光線
更足，聲音更大！

史景遷的歷史論著，故事迷人，文采
斐然。他這種講述歷史的方法，在西方
學界引起很大的爭議，有說他是「野路
子」。所謂「野路子」，即是「非正
統」。對這一點，史景遷也直認不諱。
他說：「我覺得自己的研究不是完全正
統的。但我不是寫小說，我所有的材料
都是有來歷的。我還是要講述一個歷史
故事。」
錢鍾書當年訪問耶魯時，曾私下戲稱

史景遷為「失敗的小說家」，換言之，
錢鍾書不承認史景遷是「正統的史學
家」，但也不是一個「成功的小說
家」。即是，史景遷什麼「家」都不是
了？這是錢鍾書的戲謔本色。余英時評
史景遷，卻頗得我心：「史景遷的著作
必須劃入《史記》的類別之內，是無可
爭議的。」
近讀史景遷的《前朝夢憶：張岱的浮

華與蒼涼》，又有另一番體會。這部人
物傳記，史景遷少了小說筆法，多了描
述。整部書的結構，仍然可觀。
史景遷為什麼要寫張岱呢？他說，為

了思考朝代之更迭，「我需要新的着力
點，但遍尋不得。直到接觸到張岱的
《陶庵夢憶》，我明白我已找到方向，
能幫助我去思索四百年前的生活與美

學。」第一章〈人生之樂樂無窮〉所援
引的資料，多是來自《陶庵夢憶》這部
經典著作。
「夢憶」，夢的是明朝。朝代的更

迭，張岱的人生，也揭開了新頁。前文
說，史景遷的筆法，少了小說，多了描
述，且以第一章的開首為證：
「張岱居處前有廣場，入夜月出，燈

籠亮起，令他深覺住在此處真『無虛
日』，『便寓、便交際、便淫冶』。身
處如是繁華世界，實在不值得把花費掛
在心上。張岱飽覽美景，縱情弦歌，畫
船往來如織，周折於南京城內，簫鼓之
音悠揚遠傳。露台精雕細琢，若是浴罷
坐於竹簾紗幔之後，身上散發出茉莉香
氣，盈溢夏日風中。但見嫵媚歌伎，執
團扇、着輕紈，鬢髻緩傾。燈籠初燃，
蜿蜒連蜷於河道之上，朦朧如聯珠，
『士女憑欄轟笑，聲光凌亂，耳目不能
自主。』一直要到夜深，火滅燈殘，才
『星星自散』。」
他這種寫法，按他的註釋，來自《劍

橋中國史》、《明人傳記辭典》、《明
史研究》期刊、卜正民《縱樂的困
惑》、黃仁宇《萬曆十五年》、柯律格
《長物誌：早期中國的物質文化和社會
狀況》。無論小說、散文筆法，史景遷
都有堅實的史料稽證。
張岱的喜愛和癖好，史景遷除了得自

《陶庵夢憶》外，還有豐富的文獻來支
撐。如「鬥雞」段，他叫人看：高德耀
《鬥雞與中國文化》頁一二八；訓練鬥
雞，見高德耀，頁十六、九十九；重要
特質，前揭書，頁一一八；金屬刺激物
和芥末，頁一一九；賭博，頁一一八；
鬥三回合，鬥至死，頁一一九，王勃的
檄文，頁五十八、頁一七四。
史景遷的註釋，另有格局。他閱讀之

廣，鮮有同行人所及。他把沉悶的史
料，以文學筆法寫來，引人入勝。他是
深諳中國文史不分家的傳統、特質。
書寫張岱的史學專書，史景遷亦一

絕。

「道」一般有兩個層次。較淺的指方法、技
巧、方式、形式，在武術上可指招式、套路；
較深的指道理、概念、理念、思想。
按李小龍所言，「截拳道」不是什麼功夫門

派或武術流派，而是一個以「無形之形」為基
礎的武道，所以他不認為自己是「開宗立
派」。然而，世上除中國，出名的武術流派，
均以「道」命名，如：空手道，柔道，跆拳
道，合氣道等，所以只要名稱中有個「道」
字，人們基本上聯想到這是一個武術流派，根
本沒理會此「道」不同彼「道」。就此誤解，
李小龍一直耿耿於懷。
自文明開啟後，人類不斷對「宇宙」包含

「人」、「地」、「天」的本源作出探究，奈
何從已有認知都沒能找到「圓滿」答案。然而
生於三千多年前的道家始祖老子已勾勒出「世
界觀」的一個輪廓。老子在《道德經》中說：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有一種東西混然而成，在天地還沒形成以前就已經
存在。）
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
母。
（既無聲也無形；獨立存在而永恒不變；不斷運行而
永不衰竭；可以作為萬物的本源。）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
（我不知道它的名字，那麼就暫且把它叫做「道」，
再勉強點就給它起個名字叫做「大」。）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人依循地的規律性，地依循天的規律性，天依循道
的規律性，而道乃自然而然。）
從上文可看出以下幾點。其一、老子所指的

「道」不存在於人身處的空間，是故「莫能
明」也「無從知」。其二、此「道」與人所認
知的「道」只是在名稱上一致。其三、此
「道」是萬物的本源，「人」、「地」、
「天」全在其之下，所以人可想像的皆源於
「道」。其四、此「道」在於「道法自
然」——萬物均順應「自然而然」的規
律。「截拳道」正正是依循「自然性」和「無
可不包」，所以可說「截拳道」之「道」與老
子之「道」在層次上是接近的。
老子深明無論他如何努力向人們推銷他的

「道」，大部分人多不明所以，所以他就在
《道德經》劈頭第一篇的第一句就說：

道可道，非常道。
這可理解為：

「道」如「可」以「道」說，
並「非」那「常」的「道」。

「常」指「永恒」。看來，「截拳道」之
「道」已達「道家」的境界，可稱之為「非常
道」——非凡之道，而這亦間接否定了人們對
李小龍「開宗立派」的「指控」。
要對「截拳道」之「道」有概括性的理解，

讀者可看看筆者以下中英對照的一段文字：
截拳道是什麽道？

截拳道不是這種道，也不是那種道！
要知哪種道？

老子是這樣道：
道可道，非常道。

知的不是道；明的不是道。
有的不是道；無的才是道。

不知道道
就不要道道！

截拳道乃非常道！
What kind of Do is Jeet Kune Do ?
Jeet Kune Do is not this kind of Do ,

and not that kind of Do !
Want to know that kind of Do ?

Lao Tzu said like this :
"Tao" that can be told is not the eternal "Tao" .

Knowing it is not "Tao" ,
understanding it is not "Tao" .

Existing is not "Tao"; Non-existing is "Tao" .
Not knowing "Tao" , no talk about "Tao" !

Jeet Kune Do is not an usual Do!
常人對「截拳道」的創建理念有所誤解只是他
們未到那個層次去理解；小龍，你可釋懷了。

●黃仲鳴

史景遷「復活」了張岱

悼李小龍﹕截拳道之「道」﹔道
法自然﹐道可道﹐非常道

閱讀和遺忘

●江 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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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朗山記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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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鴻

豆棚閒話

聽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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纏綿的秋雨伴我讀書，讓我安謐的心
靈沐浴秋雨的洗禮。靜坐書齋一隅，從
晨曦初露到夜闌人靜，泛舟書海。讀余
秋雨、巴金、馬斯洛，讀雪萊和尼采；
仰慕大師人格的魅力，細品大師之作的
意蘊，遙望窗外秋雨飄逸的蒼穹，遨遊
於大師深邃的思想之海，聆聽長天秋雨
與書海之音匯成的一首首曼妙的交響。
撐傘漫步於午後的雨中街市，抬頭

仰望秋雨淺唱的蒼穹，目力所及，視
野便又觸摸漫天陰霾之下被秋雨淋濕
的那片片花瓣。在秋雨中與摩肩接踵
的遊人一起欣賞這盛世太平之景。
徒步走進「圓夢書屋」，便與書屋

結下了「假日之緣」。琳琅滿目的各
類讀物擺放得井然有序，大人們便停
留在各自心儀的書櫃前，而孩子們則
有他們喜愛的讀物。忽而從書屋的左
側傳來一個孩童的讀書聲：「床前明
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
頭思故鄉……」這是一個小手緊牽着
母親的男孩子，「孩子今年8歲，在南
苑小學讀書。」此時孩子的母親正與
一位同鄉在輕聲說話。書屋很靜，任
何一丁點兒的聲音都會傳入讀者的耳
中；孩子很有靈氣，剛朗讀完李白的
《靜夜思》，又輕吟杜甫的《茅屋為

秋風所破歌》。書店的服務員輕步走
到孩子身旁，以友善的目光制止着孩
子的喧嘩。母親嗔怪着孩子的頑皮。
秋雨好像比剛進書屋時大了些許，書
屋裏充斥着潮濕的書香味；孩子穿着
短袖衣，此刻依偎在母親的身旁出奇
地安靜。走出書屋已是暮色蒼茫時
分，秋夜的港城在霓虹彩燈的輝映之
中盡顯華麗芳姿，而秋雨絲毫沒有停
歇的意思。
秋雨變得細密，綠樹成了黑色，天

空灰暗起來，小巷的秋花在華燈與秋
雨的折射中泛出黯淡的光澤；偶爾從
夜幕中飛過的鳥兒似乎連聲音也變得
嘶啞。離家近在咫尺的地方，一群躲
在社區廣場簷廊上的人們在等待秋雨
的停歇，顧盼雨霽氣爽的寧靜之夜的
來臨。走進家門，庭院內那株桔樹上
流淌着晶瑩的雨珠，彷彿似片片沉重
的羽翎，紛紛墜入地面。庭院前那片
桂花林也被這冰涼的秋雨摧折得體無
完膚，才幾天，桂樹的花兒就沒了蹤
影，剩下了一個空空的秋。
此刻，我的眼前便浮現出那個微寒

的秋，與幾位學友相約來到寒山寺外
的楓橋邊。也是這樣一個秋雨綿綿的
周日，正在修繕之中的寒山寺正門前

有兩位石匠在雕鑿一塊碑刻，錘起錘
落，「叮叮噹噹」的聲音彷彿敲擊着
我的心扉；兩位雨水淋淋的石匠全然
不顧這霏霏的秋雨，一個勁兒幹着手
中的活兒……淅瀝的秋雨下個不停，
突如其來的秋雨，讓工匠們措手不
及，儘管出門的行囊那麼重，但足以
禦寒的衣物卻沒有幾件。曾經去過工
匠們的住宿處，看着空空的行囊和床
鋪，就像那年我扶貧跋涉在雪域高
原，在荒無人煙的雪原踽踽而行，那
裏沒有帳篷和暖房，惟有飄動於雪域
的經幡和堅定的信念指點征途。
是夜，洋洋灑灑的秋雨從邈遠的天

際飄落，深秋的夜晚顯得清冷。而我
心靈的翼翅卻像遼闊的海洋，情感恰
如奔湧的潮汐激盪起藍色的交響：秋
雨成了我的知音，屬於靈魂的歌吟，
屬於生命的輕唱，那一縷縷雨絲，牽
掛着你我。聆聽秋雨，彷彿在聆聽秋
雨中每一片搖曳的秋葉，每一枝流淚
的花朵，聆聽雨霽後劃過藍天的每一
聲蕩人心弦的鴿音。或許那秋雨吟唱
之中蘊藏着浪漫而溫馨的故事，或許
那秋雨中正走過疲憊的身影，祈禱充
滿靈性的秋雨賜給芸芸眾生平安與吉
祥。

平時從不同的場合，常看到有人抱怨
看書怎麼也記不住，一放下書，就不記
得具體的情節了，也就是「看了個寂
寞」。但也有一些人，卻有着過目不忘
的本領，腦子就像一個分類有序的圖書
館，能隨時調取各種看過的信息知識。
於是就有人陷入自我懷疑，是不是閱讀
也講究資質和天賦？
有一個博聞強記的故事最為人們津津

樂道：錢鍾書在書店與一個學生偶遇，
聲稱書架上的每一本書他都讀過。學生
不信，專挑那些生僻冷門的書來考老
師。錢鍾書對答如流，哪一本書是哪個
朝代何人所作，書裏說的是什麼內容，
絕無舛錯。看過這一掌故的人，無不嘆
服。其實，錢鍾書具有如此驚人的知識
記憶，是勤於閱讀且又得法的結果。
德國心理學家艾賓浩斯有一個「遺忘

曲線」理論：人在學習後24小時內，
記憶會出現急劇升降起伏，剛開始遺忘
速度很快，其後逐漸放緩下來。換句話

說，閱讀的人很難繞過這一規律，想要
提升自我記憶能力，就必須及時回顧和
重溫學習過的內容。即使像錢鍾書這樣
的大家，也必定是經過多次閱讀，加深
記憶並咀嚼消化吸收，才能做到腦子裏
的信息存放如此牢靠，而非像旁人想像
的那樣一覽成誦、過目不忘。
當今網絡時代，每天各種信息如潮水

般湧來，人們有時候還沒意識到，腦子
的內存空間就已經滿負荷了。有統計數
字，2009年，美國人平均每天從不同場
合要看到10萬個字，但大多數只是被
動瀏覽，人們並不是真的在閱讀這些文
字。這一現象，也加大了文字與人的記
憶、思想、情感產生融合反應的難度。
因為人的大腦在信息源源不斷流入、

被過分填充的狀態下，會呈現出局限
性，除非過後又再次閱讀增強記憶，不
然大部分信息就像流水一樣，最終消失
無痕。即使勉強記下來的一些內容，也
經常是處於潛伏狀態下，無法隨時取

用——很多人都有過類似的經歷，有時
想要調用某個信息，卻死活想不起來，
過後又像惡作劇一樣出現在腦子裏。
應對這一症狀的辦法，是閱讀時不

要貪圖痛快一口氣把書讀完，須保留
有間隔，讓這部分閱讀記憶從信息洪
流中分出，得到強化。澳洲墨爾本大
學做過一個實驗，發現同樣一部劇
集，每天瘋狂刷劇的人，比一周只看
一集的人會更快忘記劇情內容，從觀
劇獲得的享受，也比一天看一次或一
周看一次的人要小得多。即記憶處在
滿負荷狀態下，大部分信息會沿着
「遺忘曲線」逐漸淡化消失，並且會
對人的觀閱感受產生負面影響，把閱
讀興趣和品位也敗壞了。
現代閱讀，對讀者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除了須遵循現代信息傳播的規律，
在保持專注度上也須付出更大的努力。
這既是涵養心性的過程，也是一種良性
的生活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