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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語背後

鳳凰山懷古
洋洋珠水岸
文脈通今古
壟間培氣節
鐘磬悠悠處

鬱鬱鳳凰山
丹心映海天
樓上望炊煙
千秋喚寶安

來到山前，過一座小橋，迎面一尊巨石，上
刻「鳳凰山」三個楷書大字，通體透紅，萬綠
叢中依山而立，樸實、沉穩、厚重。像這樣用
超大字號題寫山名，在深圳還有一座陽台山。
不過陽台山題在山頂，凌空而起，飄逸瀟灑；
鳳凰山題在山腳，雄勢內斂，頂天立地卻不咄
咄逼人。
題字由南國高僧本煥大師所書，表明鳳凰山
與佛教大有淵源。深圳因其迅猛發展速度而被
稱作「一夜城」，但作為南國古邑，建城歷史
並不短。東有大鵬所城，為明清時期首屈一指
的海防重鎮，「鵬城」之名便來源於此。西有
南頭古城，是海上絲綢之路重要港口，迄今已
逾 1,700 年。佛教文化也是由來已久，賡續不
絕。由於本煥長老佛名遠播，世人只對弘法寺
的香火印象深刻。殊不知，深圳另有兩座寺廟
歷史底蘊更加深厚：一是明洪武年間與大鵬所
城同期落成的東山寺，一是建於元代初年的鳳
岩古廟。
鳳凰山位於珠江口東岸，半月形山脊呈東
北—西南走向，山勢平緩，植被豐茂，素有
「寶安第一山」之稱。最高峰大茅山海拔 376
米，其北有飛雲嶺與之遙相呼應。飛雲嶺南側
山腰上，纍纍巨石，雜然而存，中空若室，得
名鳳凰岩。鳳凰岩享譽已久，清代即被列為新
安八景之一，《新安縣志》稱其「巨石嵯
峨」，「洞澈若堂室」，「相傳有鳳凰棲於
內，故得名」。鳳岩古廟便建在鳳凰岩旁邊空
地上，為鳳凰山森林公園主體景觀。
登山徑多是石階，蜿蜒曲折，坡度不大，緩
步徐行一個小時即可登頂大茅山。行至半途，
轉過一處小山坳，進入鳳岩古廟廣場。這裏三
面環山，一面望海，視野開闊，古寺森然，是
遠近聞名的觀音道場。信眾求子嗣求姻緣，長
年遊人熙熙，香煙裊裊。
首先映入眼簾的是各種精美雕塑，石雕為
主，輔以磚雕泥塑。廣場兩側各立了四根石
柱，上有龍鳳浮雕，龍為雨，鳳為風，寓意風
調雨順。古廟廊柱亦為石柱，鏤空鳳雕。廟頂

● 黃仲鳴

武俠小說的重典

為琉璃瓦，正脊中央塑有蓮座寶葫蘆，兩側各
有一隻大鳳凰帶着兩隻小鳳凰翩翩飛舞。古廟
四周景點密布，頗帶詩情畫意：左有煙樓晚
望、雞心修竹、石乳清湖，右有鶯石點頭、淨
瓶灑露、長壽仙井，前有松徑風琴，後有雲頂
參天。此所謂「鳳岩八景」，眾星拱月一般，
演繹着古廟景區的豐富內涵。山岩上刻着文人
墨客的詩詞，樹林間掛滿祈福的許願牌，新築
的望海樓上秋風爽朗，天遠海闊……
在深圳十峰中，有三座山峰以人文見長，自
然風光倒在其次。位於市中心的蓮花山，眾所
周知，是改革開放的象徵。此外，因大南山有
南頭古城，鳳凰山有鳳凰古村，雙雙成為歷史
悠久的文化名山。大南山的壽文化，鳳凰山的
福文化，在嶺南名頭不小。鳳凰山被譽為「鳳
山福水福盈地」，沿途石階上刻有大大小小的
福字，各景點或以其名或以其形或以其勢，多
多少少都含有祈福的寓意。
鳳岩古廟亦因祭祖祈福而生。南宋末年，文
天祥胞弟、惠州知府文天璧降元，其長孫文應
麟不滿祖父所為，攜二子輾轉來到鳳凰山腳下
隱居。文應麟感慕伯祖父文天祥的氣節，誓不
與元朝官府來往，從此閒雲野鶴，再沒踏進縣
城一步。當其時，兵荒馬亂，百廢待興。文應
麟憐百姓困苦，在山頂建一小樓，夕陽西下，
憑樓遠眺，凡家無炊煙者，便送糧米賑濟。百
姓感其恩德，咸稱望煙樓。一日，文應麟經過
鳳凰岩，只見岩石奇特，山嶺俊秀，林木葱
鬱，祥雲環繞。觀此地勢，後倚雲頂鰲峰，前
擁珠水龍穴，好一處風水寶地。他決定在這裏
建一座觀音廟，紀念伯祖父文天祥。為避免官
府找麻煩，對外稱自己受觀音菩薩託夢，結下
「紫竹林中觀自在，白蓮座上現如來」佛緣，
遂發願造廟，為蒼生祈福。一俟廟成，盡收山
海之趣、林泉之妙、佛禪之境，數百年來，香
火不斷。
山中的鳳岩古廟，與山下的文氏古村和山頂
的落霞古韻一起，構成了鳳凰山儒釋道共融的
立體景觀。文氏古村原名嶺下村，亦名鳳凰
村。文氏子孫從這裏開枝散葉，繁衍生息七百
餘年，耕讀傳家，成為寶安望族。這是一座典
型的嶺南古村落，保存有大量廣府古建築。佔
地5.2萬平方米，尚存69座明清民居、5座私塾
書室、12座公祠、12口古井、12棵古樹……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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凰古村因其獨特的歷史文化價值，被深圳市列
入六大重點古村落，成為研究廣府文化的重要
載體。在古村西面路口，聳立着一座高約20米
的六角青磚古塔，始建於清嘉慶年間，是深圳
市現存最高古塔。塔高六層，每層塔門均有石
匾：第一層「鳳閣朝陽」，第二層「開文
運」，第三層「經緯樓」，第四層「獨佔」，
第五層「直上」，第六層「綺漢」。字體為楷
書陽文，風骨遒勁，氣脈僨張。此塔名文昌
塔，文氏族人捐資修建，既為教化，亦表祝
願。塔邊一股溪流，繞塔而去，穿過森森綠
榕，匯入滔滔珠江。
鳳凰山因山體不高，山路平緩，離市區近，
不少市民作為健身之所。而朝暉夕陰，氣象萬
千，信步登臨，憑欄懷古，念天地之悠悠，亦
為文人墨客所鍾愛。落霞時分，尤是風光旖
旎，蒼山如海，殘陽如血，浮嵐如縷，洋洋珠
水盈波，勃勃鵬城張翼，一種天造地化世事滄
桑之感撲面而來。此時此刻，臨虛而立，極目
鳥瞰，深圳城市重心西移跡象赫然可見。隨着
前海合作區大擴容，順珠江而上，航空新城、
會展新城、海洋新城幾大片區依次呈現。大潮
浩浩湯湯，逝者如斯，不捨晝夜！耳邊隱約響
起網絡歌手飛鴻演唱的《鳳凰山之歌》：

● 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

悼李我（11）﹕一雞三味/大雞三味﹐一魚多
吃/一魚幾吃﹔豬籠入水﹔山大斬埋有柴
後挑往「墟」（市場）販賣；人們叫這些籠子做
「豬籠」。為了讓擔挑穿過和豬隻呼吸，「豬
籠」不是密封而是有多個大孔。就是因這個「設
計」，當「豬籠」浸沒在水裏，水便從四方八面
湧進；無怪廣東人以「豬籠入水」比喻財源廣進
了。
示例1：
你十個仔女，個個都攞家用返嚟，「豬籠入水」喇！

「山大」指山的範圍很大；如是者，就算情况
並不理想——「樹少」且分布廣，只要砍柴的人
多走幾處，最終仍是有「一定」收穫的。廣東人
會用以下的一句話去概括上述狀況：
山大斬埋有柴

指把從每處斬得不多的柴聚集起來，也會有一定
數量的。比喻不要對預期進賬不多的事情卻步，
因從不同渠道所獲得的微薄金錢積聚起來也可以
很可觀的。後用以鼓勵人們不要因環境惡劣而放
棄；也暗喻天大地大，天無絕人之路。
示例2：
市況唔好，長工難搵，散工都仲係有嘅；走多幾度，搵
多幾份，「山大斬埋有柴」，都會搵到食嘅！

遙望鳳岩古廟
茂林深處喲綠水潺潺
晶瑩的玉露
鶯石點頭花草比嬌艷
遙望珠江碧水
江流滔滔喲天地浩然
松徑的風琴
文山詩篇滄海氣非凡
鳳凰山啊
往事如煙一去不復返
半山亭裏的美麗姑娘
深情為我撐起了花紙傘
煙樓晚望我們一起手挽手
看那鳳舞春花飛滿天

●這書「腹笥充盈，用宏取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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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武俠小說的時間甚至還早於梁羽生
和金庸。」
這話不錯，有將新派武俠的鼻祖指
為梁羽生，金庸再而發揚光大，實有
商榷的必要。據我的閱讀經驗，未看
金梁，已看了蹄風，對他的清宮演
義，早已愛不釋手，與舊派武俠如白
羽、還珠樓主等人的作品大大不同，
林遙說：「有曲折離奇的故事情節和
緊張熱鬧的武打場面，堪比金庸、梁
羽生的早期作品，大有平分秋色的光
景。」但，林遙續說：「令人遺憾的
是，其新文學技巧有所欠缺，與武俠
大家相比還有一段的距離。」或是此
因，「新派武俠」的始創者、發揚光
大者，還數梁金吧。不過，研究新派
的起源，還須深入發掘鑽研，絕不能
人云亦云。除蹄風外，牟松庭的作
品，亦值得一提、大提。只可惜，這
些幾已湮沒的作家作品，已經沒人記
得了。
在梁羽生、金庸崛起前，上世紀四
十年代時粵港一帶流行的是「廣派武
俠小說」，赫赫有名的是朱愚齋、我
是山人、念佛山人諸輩，他們的作
品，對南派少林人物，都有傳奇的書
寫；而且，他們都是或多或少「吃過
夜粥」者，對功夫技擊都有探討，一
拳一腳，都有所本，故亦流行一時。
林遙說新派武俠「在表現和手法和
創作技巧上，作家們將傳統的技巧，
手法與西方文學的心理描寫相結合，
獨闢蹊徑，在繼承傳統的同時加入偵
探推理小說的優點，重視對江湖人物
鬥智、鬥勇和鬥力的刻畫，為小說構
出曲折有致的情節。」這番話是不錯
的。
「廣派武俠小說」是葉洪生的命
名，我則呼為「粵港派」；這可說是
香港武俠小說的「舊派」，其中有何
可觀可賞之處，料葉洪生和林遙等亦
缺深入研究。對這一門類，作品已散
佚，首要任務者，應是搜集、保存這
些「瀕危物」，再而深入探討也。

生活點滴

●蒲 飛

泉水叮咚
在 2016 年 10 月中旬，我調到四川
洪雅縣花溪電力有限公司工作。一天
晚上，我加完班回宿舍時，被一首悠
揚的《泉水叮咚》笛子獨奏曲吸引了
過去。在那婉轉清脆的笛聲中，我聽
到了一種對幸福生活的歡愉之情。尋
聲過去，發現一個中年男子正背對着
窗戶，在電子和音裏忘情地演奏……
我站在窗邊靜靜地欣賞。一曲終了，
他回頭調整音箱時發現了我，立即放
下笛子，和我攀談起來。
中年男子名叫楊洪， 51 歲，在花
溪公司高廟電站負責渠道管理工作。
因山高人少，工作任務完成之後，閒
來無事，就對着空曠的山谷吹奏笛
子。起初水平很差，自己聽着都覺得
噪耳，後來利用節假日專程到洪雅縣
城拜民間藝術家為師，又買回許多有
關樂理和笛子演奏技巧之類的書，日
夜練習。四五年後被師傅通知去參加
洪雅青羌民間藝術團一場演出的伴奏
時，既欣喜又激動，覺得自己辛苦的
努力沒有白費。
楊洪起初在高廟電站的工作主要是
巡查渠道，保證水路暢通，維護啟閉
設備，保證開停水順利，保障機組的
發電量。他每日巡查渠道時，給啟閉
設備上油、擦灰，把渠道的巡查清污
以及設備的維護搞得如同五線譜一樣
清晰別致。記得有年冬天，山上一棵
大樹倒在了渠道裏，嚴重影響了水渠
的流量。楊洪拿着一把砍刀，冒着刺
骨的河水，將那棵樹砍斷為若干節，
然後一節一節地將它們撈出水渠，保
證水路暢通。楊洪在高廟電站工作的

那幾年，電站的發電量總是居高不
下。
因為工作需要，楊洪後來被調到公
司伙食團擔任團長。到伙食團工作
後，楊洪虛心接受職工提出的意見，
利用工作之餘到高廟去向他的大廚親
戚學習。年底鄉鎮酒席較多，楊洪主
動去當學徒，端茶遞水、洗菜切肉，
忙得不亦樂乎。一來二去，掌握了一
些大眾口味菜品的做法技巧。其中一
道叫「香碗」的菜品，工藝複雜，味
香清純，很受歡迎。為了學習這個技
術，他和大廚在廚房裏熬了一個通
宵，這才完全掌握。回來後，他在公
司食堂裏大膽改革，開闢了蒸菜、火
鍋、燒菜、煎、炸、炒等多種做法，
每天換着菜式花樣給職工改善生活，
受到職工歡迎。特別是那道「香碗」
菜品，不少職工即使出差在外，返回
時都要打電話回來，要求伙食團預留
一碗。伙食團每天流動着大量現金，
可三年下來，每季度的盤點賬目都清
清楚楚，一毛錢都不差，還為單位節
省不少。
2013 年，花溪公司開啟轉型發展，
收回了洪雅縣南部的供電經營權，成
立了瓦屋山供電所、七里坪供電所和
南部電網調控中心；吳河變電站匯集
了洪雅縣南部 90 多家電站的上網負
荷，需要輸出到夾江電網。迅速建成
110KV 吳三輸電線路的任務迫在眉
睫。高壓線路的建設，地方協調工作
必須走在前面，也是決定線路建設是
否成功的關鍵因素。
這時候楊洪被調整到了辦公室，主

要負責吳三線建設的地方協調工作。
任務雖然艱巨，他沒有叫苦，背着一
個帆布口袋，裝上一個水壺和書寫工
具，扛着鋪蓋卷，上車出發了。在桃
源鄉、高廟鎮，他和施工的工人一道
頭頂烈日、腳踏泥濘，睡工地、喝泉
水。幾個月下來，吳三線經過的兩鎮
六村四十八社兩百三十七戶村民全部
密密麻麻地記在了楊洪的小本子上。
就在吳三線村民不理解建設工作，楊
洪正費力地做解釋協調工作時，兒子
打來電話，告知「奶奶病危，希望盡
快趕回」，楊洪這才想起已經三個多
月沒有回過縣城了。聽到此消息，兩
行酸楚的淚水沿着他那刻滿滄桑的臉
龐蜿蜒流下，可工程戰鬥正緊張而焦
灼地進行着。片刻過後，他拿起手
機，給兒子發過去一句話「你替我照
顧好奶奶」……
八個月後，吳三線變電工程圓滿完
工，洪雅縣南部山區的涓涓流水化成
清潔的電能沿着這條高壓線路源源不
斷地輸送到了夾江縣；又將大把大把
的鈔票送回到了洪雅，換成了一條蜿
蜒而上直達瓦屋山的「洪雅天路」。
楊洪沒有歇着，他又挎上帆布口
袋，奔上了瓦屋山大熊貓保護公園，
踏上了為了保證瓦屋山景區電力供應
而建設的 35KV 瓦屋山輸變電工程的
協調工作前線。去年下半年，楊洪又
回到了渠道管理工作崗位。臨行前，
我彷彿又聽到了那首熟悉的《泉水叮
咚》笛子曲。是的，一滴泉水只能叮
咚一次，可無數的叮咚之響，將譜寫
出壯麗的旋律。

「一魚兩吃」比喻以一樣的事物，獲取雙重的利益。

孟冬
︵外一首︶

蟬脫去金色的羽衣
泥牛成蛹
溪水涼涼
蟈蟈探聽
紅梅花開的消息
山茶花萬紫千紅
村莊果實豐盈
絢爛的冬陽
高高懸掛
藍藍的蒼穹
照亮農家每一個
姹紫嫣紅的日子

俞
●慧軍

如「雞」要做上三味，重量一般都在兩斤或以
上，有這個重量的雞叫「大雞」。無論是「雞」
是「魚」，要做哪幾味或哪幾吃是沒有硬性規定
的，通常也得看手頭上的配料和烹調工具。
舊時豬農會把豬隻放進用竹篾紮做的籠子，然

冬夜

一雞三味/大雞三味（「味」口語讀「未6-2」）
一魚多吃/一魚幾吃

恬靜的月光
點燃農家溫馨的燈盞
清芬的思戀
在冬花爛漫中徘徊
靜謐的曠野
瀰漫金橘的郁馨
鶯啼花語
穿越夜的柵欄
藏匿的鴿子
亭亭玉立於庭園
靜靜守望一輪
心中的圓月亮

「食在廣州」是對舊日廣州人做菜的味道、款
式、技巧的一種稱譽，大抵是「同一種食材也有
很多不同款式的烹調方法」又或更高層次的「用
不同方法去烹調同一種食材的不同部位」罷。就
後者而言，花款有大家或有聽聞的：

然而，從「一雞三味/大雞三味」、「一魚多吃/
一魚幾吃」的本義出發，筆者幾可肯定「辭典」
中的講法並不成立；如要套用此等講法，情況就
變成把一部《天空小說》中的內容分拆作不同用
途，而意思分明是「一劇多用」——沿用已有劇
本透過不同名義出現，所以較接近的講法是「一
石多鳥」、「一箭多鵰」、「一舉幾得」了。
有人用「山大斬埋有柴」來形容李我之所以財
源滾滾來。其實，這講法並不成立——雖然他講
了很多部《天空小說》，但收入不全是靠多講幾
部而獲取尚算可觀的利益，而是靠其含金量以及
從每部《天空小說》所獲取的「多重」利益。就
此狀況，說他「豬籠入水」才最恰當。

詩詞偶拾

李我在其全盛時期的可觀進賬表現，至今仍為
人津津樂道。他曾公開表示他當年所賺得的足夠
去「買十條街」。原來一切都歸功於他擁有一隻
如同懂生金蛋的雞——一系列《天空小說》。收
入來源可分六大範疇，其一、底薪；其二、廣播
期間的廣告費分成；其三、小說內容按日在報章
上刊登的稿費；其四、廣播完畢後整部小說分冊
印製單行本的版稅；其五、片商所付的版權費；
其六、粵劇團所付的版權費。由於李我憑藉其
《天空小說》在不同領域上獲利，有人就以「一
雞三味/大雞三味」、「一魚多吃/一魚幾吃」的
講法來形容他用「單一」部《天空小說》獲取
「多重」利益的手法。這個講法原來可從台灣的
《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載有的一個詞條
「一魚兩吃」得以參照：

在舊書店買了林遙的《挑燈看劍：
武俠小說史話》上下冊，甚喜。林遙
者，北京作家協會會員、中國武俠文
學會會員。自小就喜讀武俠小說。這
厚厚的兩冊，是他耗費了 16 年的產
品。上冊〈從《刺客列傳》到《蜀山
劍俠》〉，下冊〈從台港諸大師到當
代新高手〉，這簡直是將武俠小說從
古至今來個大論述，台灣武俠研究者
林保淳說這書「腹笥充盈，用宏取
精」，一點不錯。
當然，最為我關注的是下冊，蓋乃
論說梁羽生、金庸、古龍等大師也。
1949 年後，武俠小說在香港仍現。
1954 年，梁羽生在《新晚報》主編
羅孚的半慫恿半脅迫下，在報端寫
《龍虎鬥京華》；一年後，金庸出
山，連載《書劍恩仇錄》，大受好
評，為沉寂的武俠文壇，掀起一股熱
潮，跟隨大寫特寫的為文者，大不乏
人。這班寫作人的作品後來被譽為
「新派武俠小說」。
林遙說：
「除了梁羽生、金庸，香港還湧現
蹄風、金鋒、張夢還和牟松庭等一批
武俠小說作家，牟松庭和蹄風初次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