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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語背後

深圳十峰之約
逶迤霄漢外 騰躍碧波中
青黛裁新邑 嫣紅入遠空
溪流何宛轉 草木正葱蘢
趁得三秋好 相邀上十峰
深圳有「一夜城」之稱，言其年輕，亦指
建設速度快。作為新深圳人，我希望盡快融
入其中。可沒想到的是，融入這座以高速發
展聞名的大都市，會從愛上它的山水開始。
2020年3月底，深圳市登山戶外運動協會
聯合《深圳晚報》發起「深圳十峰」投票活
動。4 月上旬結果出爐，依得票順序，梧桐
山、七娘山、陽台山、塘朗山、梅沙尖、蓮
花山、大南山、鳳凰山、大雁頂、大筆架山
入圍。打卡深圳十峰，從此受到眾多登山愛
好者推崇，並日益成為人們認識這座濱海大
邑的新名片。
我2021年7月來深圳工作後，陸續結識了
一批喜歡登山的朋友。8月7日首次行走梅林
山郊野徑，恰逢立秋，就建了一個「立秋登
山」微信群，以便溝通聯絡。此後，只要時
間允許，每個周末都會去登山，主體行程便
是打卡深圳十峰。至11月7日遊覽蓮花山公
園，深圳十峰全部走完。中間還穿插了東西
涌穿越、三水線全程等熱門驢友項目。每登
一峰，覽其自然山水形勝，同時遍查相關資
料，了解它的社會文化內涵。
南國深圳，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標誌性城
市，一直有兩個清晰意象：深圳速度與深圳
創新。在四個超大型城市中，北京、上海、
廣州各有自己的文化和腔調，深圳似乎還是
一個建設工地。然而，此次十峰之旅，卻讓
我充分領略了它山、水、城一體的鮮明特
色，感受到耀眼的 GDP 背後那別樣的歷史
文化和人文情懷。深圳不只是奮鬥之城，也
是宜居之地。
遍覽深圳十峰，無一不是山水大觀之景
象，山環水繞，城在其中。但細細品味，仍
各有特色，大致可以分為三類：一是以山水
為主，城市只是山水的點綴，七娘山、大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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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鄰

頂、梅沙尖、大筆架山都是這樣的；二是以
城市為主，山水成為城市布局的一部分，鳳
凰山、大南山、蓮花山屬於此類；三是介於
兩者之間，山水和城市均佔有較大比重，相
輔相成，包括梧桐山、陽台山、塘朗山。
除了各具形勝的自然風光，深圳十峰還蘊
藏着獨特的文史內涵。在梧桐山上，我們對
深港一帶的山海風貌以及深圳河兩岸的歷史
變遷有了真切的感悟。陽台山拔地而起，讓
我們看到了深圳這座濱海城市如何在山、
海、城一體中演繹自己的成長風格。塘朗山
至梅林山一線，作為深圳經濟特區曾經的邊
界，從中可以隱約感受到當年建設的艱辛。
梅沙尖與三洲田首義，給深圳歷史注入了磅
礡的英雄主義氣質。鳳凰山的福文化和文氏
古村的傳統，引發人們懷古之幽情。大南山
下的蛇口和前海，在中國改革開放中具有不
可取代的地位。蓮花山更是作為深圳引領改
革大潮的象徵，有着朝聖般的存在價值。至
於大鵬半島上的三座山脈，不管是七娘山的
地質遺蹟，大雁頂的山海奇觀，還是大筆架
山的原始山徑，與大鵬所城一起，在在都透
出歷史滄桑，給人以天人合一、人類與自然
和諧互動的啟示。
「立秋登山」是一個開放性群組，每次登
山者都不完全一樣。大家來自不同行業，為
了登山這個共同愛好走到一起。有的參加多
一些，有的參加少一些，都覺得頗有收穫。
聯合國世界衞生組織（WHO）對健康的定
義是：健康不僅是沒有疾病，而且包括軀體
健康、心理健康、社會關係健康和道德健
康。通過打卡深圳十峰，我們清楚地意識
到，這四個方面的健康都是可以通過登山獲
得的。
軀體健康乃題中應有。登山不比其他運
動，運動量的大小，通常不由個人自由裁
量。登山是集體行動，互相鼓勁，中途是很
難退出的。而且作為有氧運動，登山時身體
始終處於積極主動狀態。一座山爬下來，身
體訓練的強度和滿足感，綽綽有餘。

● 黃仲鳴

司空明是什麼作家？
●登高始覺鵬城秋
登高始覺鵬城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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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健康是登山運動的特有優勢。現代人
由於工作、生活壓力大，容易滋生各種心理
疾病，不走出戶外，很難排解。而當你登高
望遠，天空地闊，綠野長風，奔來眼底，其
他再大的事都顯出它的「小」來。長此以
往，心胸為之開闊，百愁盡消。
人際關係健康在登山活動中也很容易感知
到。當你把登山作為一種社交活動，你會發
現山友之間的關係是最純粹的。不需要刻意
迎合牽就，登頂是大家的共同任務，有話則
長，無話則短。面對青山綠水，一切社會身
份都淡化了，每個人都是自然之子。這是健
康人際關係的基礎。
最值得一提的是道德健康。登山久了你會
發現，每位山友都是環保主義者和熱心人
士。沿途撿拾垃圾，互相支援物資，提點注
意事項，是理所當然的事。我們登大筆架山
時，遇到一個運水員，他背水上山，在一些
路段擺設水站，下山時則一路撿拾廢棄的礦
泉水瓶和塑料袋。水站由驢友自願刷二維碼
取水，據運水員講，行山者素質都很高，一
般不會取水不刷碼，反而會有人比標價多刷
一些錢。我對此深以為然，同行山友永升兄
就在兩個水站各刷了 500 元錢，說是為了鼓
勵他繼續做下去。這種善的傳遞，使登山別
具一種教化意義。
南國入秋晚，11月7日已立冬了，在山上
才覺出些秋涼。從立秋到立冬的三個月裏，
我們追尋着山水嶺南若有若無的秋意，用腳
步去丈量，用眼睛去發現，用心靈去感知，
以深圳十峰為窖，醞釀出詩意的瓊漿。俯首
不知深圳好，登高始覺鵬城秋。記得作家王
蒙談小說創作時說過：寫不出大時間、大空
間、大變化的小說，怎麼對得起吾國吾民？
所謂「文章是案頭之山水，山水是地上之文
章」，愛山樂水的情懷，觸入深圳這一時空
大場，十峰或許是一個好的接口。

● 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

「打油詩」之《殺野豬》﹕當冇數﹔唔撳﹔
遲早一煲﹔爽啲手﹔闊佬懶理﹔殺埋身
《殺野豬》
野豬本處山野區，橫衝直撞闖民居；
擾民已經當冇數，嚴重傷人罪惡滔。
人道殺豬不人道，應畀野豬條生路；
再唔撳遲早一煲，兩全其美難做到。
x
x
x
殺野豬說不道德，任其肆虐又點得；
唔殺野豬行不行，從長計議有可能。
專家建議嚟避孕，少生幾胎減擾民；
可行就要爽啲手，咁先至有效果收。
x
x
x
常言道天生天養，唔使好心嚟飼養；
冇咩嘢食係禍首，搞到野豬四圍走。
闊佬懶理成因由，惡果生成難逃咎；
禍患非一朝一夜，唔殺埋身唔做嘢。
廣東人說的「算數」相當於「算賬」。「當
冇數」就是指不把這看成賬；比喻即便你負
我，我也不和你計較。
「撳」讀「今 1-6/gam6」，以手按物的意
思，廣東人說的「唔撳」相當於「不按」。由
於「按」通「壓」，而「壓」又有遏制的意
思，所以廣東人說的「唔撳」就有不遏制的意
思。
廣東人叫「鍋」做「煲」，「鍋」是「禍」
的諧音，那「遲早一煲」就是指「遲早一
禍」，亦即不久的將來會有禍患到來。
「爽」有快的意思。廣東人說「爽手」就是
指快動手；「爽啲手」就是快點動手。
廣東人叫出手闊綽的人做「闊佬」。由於錢
多，所以這類人花錢時懶得理會亦即「闊佬懶
理」，比喻漠不關心。
通過以下一連串的意思轉折，廣東人所用的
「埋」字就有「靠/近/向」的意思：
埋→掩→合→合攏→靠攏→靠
如：企埋一邊（靠邊站）；行埋嚟（靠/向我這
方行）；埋身（靠近某人）。「殺埋身/殺到埋
身」即禍患近身，比喻禍患將至。
「生也何恩，殺之何咎」，出自《弔古戰場
文》，意思是讓牠們生存算是什麼恩惠；要殺
害牠們，牠們又犯了什麼罪過。就這個觀點，
筆者認為「殺之有因，行之以慎」，意思是要
殺當然有其原因，要執行就要相當謹慎。
從來官方在某個課題上的處理手法，尤其涉
及公眾利益，無論是民生或政治，多會惹來爭
議，這也很正常；如何找到一個平衡點，就得
看政府的管治智慧了。野豬滋擾市民已不是今
天的事，最近就發生了一起野豬瘋狂襲警的不
幸事件。有關方面馬上決定執行所謂「人道毀
滅野豬大行動」，實行以此一招杜絕後患。消
息在發布後，有專家及保護動物團體發聲反
對，認為此舉屬不道德，如何滅殺尚有商榷餘
地。野豬最終的命運如何，不日自有分曉！

記得有論者說，活躍於上世紀五六十年
代的作家司空明，是個純文學者。這一說
法，一度令我懷疑，因為，我打從 1970
年代入報界起，便看了司空明不少報紙連
載小說，和他的單行本、三毫子小說。
那麼，他的作品不是純文學，就是俗文
學了？在當時，我確是認為應將他歸入通
俗作家類別。但又有論者說，指他是流行
文學作家如何？
未深入討論前，先看這一段：
「春夜的薄暮，使樹叢裏篩下來的月光
細碎而朦朧。他們在荊棘中摸索，三個人
互相以緊促的鼻息聲聯繫着，好容易才找
到一個可以掩蔽的地方。前面斜坡上不知
從何處伸展過來的一串鐵蒺藜，隔斷了那
條到公路去的小徑，遠處閃爍着幾處燈
光。」
這是司空明「三毫子小說」《情魔》的
開篇。描繪得很細膩，用詞也非粗言俗
語，一言以蔽之和問之：很「雅」了吧？
其實，司空明的小說，開首大都很
「雅」的。又如有部《無依的海鷗》：
「深夜，街上靜悄悄的，大地又回復了
寂靜，只有一家亮着燈光的酒吧，從矮腳
門裏，透出一股熱騰騰的酒肉味兒，使冷

●這是雅文學作品？

峻的空氣中有着一點兒特別的氣氛。」
書名是「文藝」的，行文也很「文
藝」，但要證明它是不是一部「純文學小
說」，那還要看內容，看它表達的是什
麼，看它是否具有深層的意義，看它是否
能振聾啟聵，影響社會人心；而要達到這
一層次，即是作品的內涵要勝過這些
「雅」文字。而通俗文學是提供消費的文
學，強調故事性、情節性，是「讀者文
學」，而純文學則是「作者文學」。
通俗文學在類型方面，多指武俠偵探、
社會言情、科幻神怪等等，這些，純文學
是鮮有接觸的。
司空明的小說，文字確是很雅的（雖有
點西化），但內容卻流於俗多；畢竟，他
寫小說是為稻粱謀，內容必須娛樂讀者，
要娛樂讀者就須「通俗」。
至於他的作品是否「流行文學」，那就
必須明白什麼是「流行」。而「流行」，
很多論者都將它和「通俗」掛上鈎。不
錯，要流行就必須迎合讀者；要「迎合」
就要「通俗」，甚至要「媚俗」，那才能
洛陽紙貴，一紙風行。
不可不知，「流行」還包括一些已被
「定」為純文學、嚴肅文學的作品，因為
這些作品都暢銷、都能「流行」不止一個
時期，如魯迅的《吶喊》、巴金的
《家》、《春》、《秋》等等。
司空明是否流行小說家，這很難證明，
很難證明他在讀者中的接受程度，銷數也
沒明文記定。
因此，司空明非「雅文學」作家，我始
終當他是「俗文學」作家。但，他生產的
作品一部又一部，多張報紙爭相連載，可
證他確受歡迎，否則，出版商也不會找他
「炮製」下去了。那麼，稱他為流行小說
家吧，亦可。
司空明，名周鼎（1921-1997），正職
報人，兼職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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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與空間

● 盧業樑

英華尋根﹕華人在海外的求存與傳承（下）
（接上文）我回顧這段華人越洋謀
生的血淚史，當年腐敗無能的清朝變
成百廢待舉的中華民國，紮着「豬尾
巴」小辮子的中國人「賣豬仔」漂洋
過海謀生存，而今時今日，穿戴光鮮
的中國人以管理層身份為南洋諸國輸
出高鐵技術，前後對比之強烈堪稱脫
胎換骨。國家站起來了，當年地位卑
微的華人也不再是任人魚肉的東亞病
夫。身在馬六甲這遍布華人足跡的小
巷，腦海中這時空交錯之景，教人感
觸，眼眶在不覺間有點潤濕了。
在文化和教育的傳承上，馬來西亞
華人表現出令人驚歎的堅持，他們不
忘根本，堅持把下一代送到當地的華
文獨立學校，接受正統的華文教育，
修習中文和文學。除了兩岸三地以
外，馬來西亞是唯一擁有小學、中
學、大專完整中文教育體制的國家。
不過，基於歷史與民族因素，馬來西
亞政府一向對華文教育態度保守，採
取限制的政策，因此華文教育在該國
終究是敏感的議題。
1955 年，馬來西亞政府發布了《拉薩
報告書》（其後還陸續推行一些法
令），規定馬來西亞要實行「一種語
文，一種源流」，原則上只教馬來文，
教中文的就不能得到補助。這對華文教
育當然是很大的挑戰。當時，以林連玉
為代表的一些馬來西亞華僑，決定無論
怎樣，都要把華語教育辦下去，就算政

生活點滴
秋收冬藏，在我記憶中，鄉下人家
土窖裏儲存得最多的莫過於土豆。
土豆胖墩墩的身材，灰土土的外
衣，給人憨頭土腦的感覺。它表面敦
厚，內裏實在。
冬天，土豆是鄉下人家過日子的看
家菜，一個個其貌不揚的土豆在巧婦
們的巧手下化成一盤盤色香味俱全的
佳餚，可樸實，可唯美。整個冬天，
清冷的日子在一盤盤土豆菜的轉變中
過得有滋有味、有聲有色、暖意融
融。
個大腰圓的土豆在切刀的「嚓嚓」
聲中被切成薄片切成絲，入鍋炒成或
酸辣的，或醋溜的，脆生生的土豆絲
一上桌，大人小孩大快朵頤，風捲殘
雲。
個小的土豆被攔腰切開，切成片，
經主人恣意加工：孜然土豆片、麻辣

府不給一分錢。華僑自己也會出錢辦。
1956 年，林連玉爭取到了讓所有的華人
子弟能夠登記入籍到華語學校讀書，這
奠定了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的重要基石。
時至今天，華文學校沒有獲得政府資
助，仍是獨立、由華僑開辦的，不過，
修讀人數沒有因為時代變遷而減少，相
反，隨着中國在馬來西亞加大投資，協
助發展，預期華文將會更受重視，有更
多人修讀。
在家庭方面，華語仍是成員交談的
慣用語言，普通話固然是主流，而閩
南話、客家話、廣東話等都隨處聽
到。因此，在馬六甲逛街、乘車、購
物期間，我毫不猶豫地用華語跟他們
談話，而他們也不會用英語應對。
「同氣連枝」的感覺並不陌生。
是次馬六甲之旅，確實見識到中華
傳統美德，無論是會館或祠廟，楹額
上的聯語牌匾，標示着儒釋道的勸世
格言，導人向善，尤其難得者，在有
限的接觸中，我見識到華人傳統的溫
柔敦厚，無論男女，沒有奸猾狡獪的
行為，默默地謹守工作崗位，不厭其
煩地為我們作介紹。不敢說「禮失求
諸野」，但從他們身上，尋找到久違
了傳統的厚實樸素氣息和修養。
當地的華僑，一直保留華人的族群身
份認同，完整保留華人的文化、母語、
傳統習俗，同時，也能以英語和馬來語
與其他族群溝通，彼此和平相處，足見

冬吃土豆
土豆片、醋溜土豆片……土豆片和青
椒搭配簡直是絕配，無論色相還是吃
相都令人歎為觀止。
巧婦們對待冬日的主菜土豆，可謂
十八般廚藝淬煉得爐火純青。熗炒、
醋溜、涼拌、油炸、紅燒、水煮……
土豆不挑不揀、樸實無華，甘願當配
角，也能頂得起主角的架子。土豆燉
牛肉也可以牛肉燉土豆，土豆燒排骨
也可排骨燒土豆。土豆百搭，和雞肉
搭配，大盤雞裏的土豆一入味，土豆
的吸粉率遠遠超過雞肉的；和番茄作
伴，色澤鮮艷，酸爽可口。
煮一鍋土豆，撒一點鹽。一家人圍
在桌前，各拿一個土豆，剝去土豆細
薄的皮，輕輕咬一口，鹹香味瀰散而
來。老人小孩獨愛吃土豆泥，賢惠的
媳婦在熱氣騰騰的土豆中挑最沙的，
把已煮得四分五裂的土豆的皮掀掉，

文化共融的影響力。一代代海外華人精
心培植文化沃土，自發建立起從小學到
大學完備的華文教育體系，許多華人家
庭始終延承中國傳統習俗和家風，這些
都為華裔新生代的成長提供了豐富養
料，也讓中華文化的種子在他們心中悄
然扎根，代代相傳。
人民的命運往往與國家的命運息息
相關，如今，海外華人得到所在國的
尊重，處境早已大大改善。近日加拿
大溫哥華市長羅品信（Gregor Robertson）向華人社區正式道歉，承認華人
過往受到剝削和歧視，並承諾缺乏公
平和公義的歷史不再發生。十九世紀
末至二十世紀初，除了下南洋，亦有
數以十萬計華人遠赴加拿大卑詩省，
成為修建太平洋鐵路的苦工。溫哥華
政府資料顯示，修建鐵路的 15,000 名
華工之中，超過 4,000 人客死異鄉。
1972 年，電影《精武門》裏，李小
龍憤而撕爛「東亞病夫」的牌匾，那
刻，全院觀眾起身拍掌。今天，中國
真的站起來了！對民族歷史的自信，
對中華文化的不離不棄，令海外華人
在國家幾度沉淪又幾度崛起的歷史進
程中，始終打不垮，始終堅強，始終
生命力永恒。
是次旅程，雖然只是驚鴻一瞥，但
綜合大小歷史發展，以及我個人的經
歷，感受殊深。謹借蕪文，跟大家分
享。
（全文完）

● 田雪梅

用勺壓成泥，依老人小孩的口味，撒
一些白糖或鹽末，拌勻即可吃，開胃
助消化。
圍爐烤土豆是冬趣之一。爐膛周圍
塞幾個土豆，烤一會，用火鉗撥轉一
下，夾出來，磕磕爐灰，剝掉皮，外
脆內綿，焦香誘人。爐圈上面放一圈
圈土豆片，「滋滋」聲不絕於耳，兩
面烤得黃燦燦，吃起來香噴噴。
土豆可蒸可煮可炸可煎，可做土豆餅
可做包土豆餡的餃子包子，總之土豆變
着花樣上飯桌。下麵條土豆切條，下麵
片土豆切片，它與鍋裏的麵食相得益
彰。過年時團的土豆丸子象徵團團圓
圓，澆上糖汁，寓意甜甜美美。
普普通通的土豆，母親們精心把它
們烹製成最美的佳餚，給普普通通的
日子增色添香，這緣於對生活的愛，
對家人的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