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至，是值得紀念的。在家鄉，到
了夏至，幾乎每家每戶都有值得慶祝
的習俗。農曆五月間的夏至，也是全
年白晝最長的一天。周代已有祭神儀
式，認為可以消除國中的疫癘、荒年
與人民的飢餓。夏至吃涼麵的習俗如
今流行於全國大部地區。清．潘榮陛
《帝京歲時紀勝》：「是日，家家俱
食冷淘麵，即俗說過水麵是也。諺
云：『冬至餃子夏至麵』。」
在民間，凡是跟夏至節令有關的吃

食都會得到大家的一致擁戴。按照北
方的風俗習慣，每年一到夏至就可以
大啖生菜、涼麵了，因為這個時候氣
候炎熱，吃些生冷之物可以降火開
胃，又不至於因寒涼而損害健康。而
西北的吃食卻大不相同。有些地區因
夏至與端午相靠極近，因此有了夏至
吃糭子的習慣。在陝西，此日家家都
要食糭，並且取菊為灰用來防止小麥
受蟲害，來保證今年的豐收與富足。
而在南方，雖然也是吃麵食，但是和
北方又大不相同。大部分農家人都擀
麵為薄餅，烤熟夾以青菜、豆莢、豆

腐及臘肉，祭祖後食用或贈送親友。
夏季炎熱與乾燥並存，在享受夏日

美好的同時，也不可忘記自身的飲食
健康。夏至中的「至」有極點的意
思，中醫認為，夏至是陽氣最旺的時
節，養生要順應夏季陽盛於外的特
點，注意保護陽氣，着眼於一個
「長」字。在農曆夏至後第三個庚日
即進入伏天。此時天氣炎熱，人們食
慾不振，開始消瘦，即「苦夏」。而
且夏季蚊蟲繁殖，雨水多，易感染痢
疾等腸道疾病，因此在夏令飲食中有
吃大葱、大蒜習俗。
夏季氣候炎熱，人的消化功能相對

較弱，因此，飲食宜清淡不宜肥甘厚
味，要多食雜糧以寒其體，不可過食
熱性食物，以免助熱；冷食瓜果當適
可而止，不可過食，以免損傷脾胃；
厚味肥膩之品宜少勿多，以免化熱生
風，激發疔瘡之疾。
夏至這一天，空氣裏散發着微微的

熱意，柳樹上蟬開始鳴叫。傳統民諺
說：「夏至到，鹿角解，蟬始鳴，半
夏生，木槿榮。」夏至裏，鹿角成熟

了，可以讓人分解下來；蟬也開始盡
職盡責地鳴叫起來。半夏和木槿都要
開花了，這讓夏至和花木繁盛的春天
有了對比和呼應，夏天並不僅僅是豐
收的季節，也是花開的季節。夏至之
後，盛開的不僅有木槿，合歡、紫
薇、玉簪等等也都會相繼盛開。
夏至的日子裏，因為有了它們而變

得美輪美奐。你可以想像一下，當你
坐在草坪上，這時，梅花鹿搖晃着它
美麗的犄角從遠處向你奔跑而來，蟬
在樹葉間鳴叫，草地上還有那些絢爛
的夏花在爭奇鬥艷，這可謂是一副美
麗的夏至風景圖，讓每一個路過的人
都駐足不行，流連忘返。
夕陽西照，鳥雀唧唧喳喳，送走了

一天的最後一絲陽光。當新月升起，
涼爽隨之來到，這是夏至的第一嶄新
月，那麼美，讓人即使在睡夢中，也
能感受到月光的溫柔撫摸，也能想到
月亮的美輪美奐。街邊的路燈漸漸熄
滅，清風微拂過我的臉頰，在夏至的
日子裏，我們漸漸進入了一個甜甜的
夢鄉。

一座城市的坐標，往往也是一個時代的坐
標。深圳灣畔的「春筍」，被不少攝影者當
作深圳的地標式建築，置於城市風光圖片的
C位。而在我看來，這座拔地而起的銀色塔
樓，流線型直插雲天的氣勢，正是深圳這座
生機勃勃的南國新城的坐標，也是改革開放
新時代的坐標，是中華民族戮力同心共圓中
國夢的象徵。
由此想到巴黎的埃菲爾鐵塔，那是歐洲大

工業時代的建築坐標。2012年4月，我到巴
黎參加培訓，當時正癡迷於晨跑，每到一地
都首先去探索合適的晨跑路線。抵達巴黎翌
日，也顧不上倒時差，一早就走出酒店去街
上跑步。當我迎着晨曦，在清新的空氣中，
邊跑邊欣賞周遭漸漸甦醒的風景，想着一些
相干或不相干的事情，陣陣愜意的感覺油然
而生。
埃菲爾鐵塔就是這時候撞入眼簾的。灰黑

色的龐然大物，高高聳立在戰神廣場上，塞
納河從旁邊靜靜流過。鐵塔始建於1887年1
月，1889年3月竣工，是當時世界最高建
築。由古斯塔夫．埃菲爾團隊設計建造的這
座鐵塔，本是政府為慶祝法國大革命勝利一
百周年決定在巴黎舉行世界博覽會而招標建
設的一項臨時設施。沒曾想竟成為巴黎的象
徵，經風沐雨一個多世紀，見證了歐洲的輝
煌與衰落。有感於此，腦子裏冒出這樣幾行
詩句：

天盡頭遠遠望見
埃菲爾高聳的塔尖

彷彿一柄利劍
刺向冷漠的藍天

又如朝暉染就的金梭
執着地編織天堂夢幻

心下劃過詩人瘂弦
那一聲悠長的感嘆

在塞納河與推理之間
誰在選擇死亡

在絕望與巴黎之間
惟鐵塔支持天堂

又想到舊金山的金門大橋，那是凱恩斯主
義時代的象徵。這座誕生於20世紀三十年代
大蕭條時期的鋼鐵巨龍，造就了近代橋樑工
程的奇跡，有着巨大的歷史學、經濟學和美
學價值。大橋雄峙於聯接舊金山灣與太平洋
的金門海峽之上，兩岸陡峻，跨度1,900多
米，把浩淼的舊金山灣變成了內陸湖。正是
以金門大橋為代表的幾座跨海大橋建成後，
灣區數個相對獨立的城市中心在協同化發展
上大步邁進，經濟要素加速整合，形成統一
都會區。
2008年深秋，當我與金門大橋相遇的一瞬

間，就被它的雄姿震撼了。整個大橋造型簡
潔，通體呈朱紅色，碧海白浪之間，如巨龍
凌空，活力四射。夕陽西下時分，華燈初
上，紅霞與朱橋輝映，天高水遠之感尤其強
烈。這哪只是一座橋樑啊，它分明是一種文
化象徵：象徵凱恩斯主義時代的昂揚激情，
象徵美國取代歐洲成為世界霸主的高光歲
月，象徵以創新科技獨步天下的舊金山灣區
破繭而出。

峽高千仞一橋橫 萬里波濤鎖海門
赤練騰空吞落日 漫天血色話前塵

「春筍」的正式名稱是中國華潤大廈，
2012年10月奠基，2018年12月正式啟用，
以淨高392.5米成為深圳灣畔第一高樓。設
計理念來自春筍的自然形態，取其扎根、破
土與迅速生長之意，象徵節節攀升的無限生
命力。同時，外圓內方的形制，放射性對稱
的布局，也與中國傳統文化的「方圓規矩」
觀相脗合。啟用翌年，即獲世界高層建築與
都市人居學會頒發的「2019年度最佳高層建
築大獎」。
深圳灣北岸，橫臥着一條號稱「最美都市

海岸線」的濱海綠道。綠道全長15公里左

右，沿線分布着10餘個主題公園，串聯起歡
樂海岸、深圳灣超級總部基地、后海中心
區、深圳灣口岸、蛇口山、蛇口漁港、海上
世界等7個濱海片區。七大片區，無一不是
「深圳名片」般的存在。若把濱海綠道比作
一串珍珠項鏈，位於綠道中央的人才公園如
同吊墜懸掛，寓意大道渾然，互聯互通，人
才元素由此向深港雙城乃至整個粵港澳大灣
區延伸。坐落其間的春筍大樓，則如吊墜上
的寶石，畫龍點睛，讓一灣美景變得生動鮮
活起來。
這是一座與新時代同生共長的建築，置身

其間，浮想聯翩，勃然奮勵之情頓生。登高
遠眺，對岸天水圍流浮山在碧水清波映襯下
彷彿海市蜃樓，左前方紅樹林妝點深圳河谷
消失在城市深處，右前方深圳灣大橋蜿蜒起
伏聯通深港兩岸風物。環顧四周，山海連城
魅力盡顯。腳下成片草坪緣水而棲，「深圳
人才公園」幾個紅彤彤的大字隱約可見。如
果說，埃菲爾鐵塔演繹的是產業資本神話，
金門大橋彰顯出政府積極作為的強勢，這座
形如春筍的塔樓，則代表了人才至上的時代
精神。
眼見春筍大樓踏浪御波，會讓你想到一些

詞彙：改革開放，深圳速度，「一國兩
制」，新時代，大灣區……我卻從大樓沉
穩、瀟灑、昂揚的姿態裏，聯想到嶺南地區
常見的兩個場景，一個是榕樹牆的堅韌，一
個是水浮蓮的輕盈，詩以記之：

（一）題榕樹牆
錯節盤根一樹牆 龍軀鳳羽喚榕王
破岩入土深深去 任爾風吹雨打狂

（二）詠水浮蓮
浮紅托綠水留紋 蛺蝶輕飛款款尋
不問滿園春色好 含苞一朵已銷魂

舊時讀詩詞，當讀到這一首：「死去元
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北定中
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便深深感受到
這位詩翁的愛國情懷。他是誰？
南宋的陸游、放翁是也。
以前常將他與蘇軾混淆，這當是學藝不

精的原故。尤其是他的《老學庵筆記》，
輒誤為東坡之作，遂取《庵》苦讀，終領
悟陸游與蘇軾各有勝場，豈可混淆哉？
陸游被譽為「愛國志士」，在《老學

庵》中，更見他取材的本心，卷二中有
記：「趙廣，合淝人，本李伯時家小史。
伯時作畫，每使侍左右，久之遂喜畫，尤
工作馬，幾能亂真。建炎中陷賊。賊聞其
善畫，使圖所擄婦人，廣毅然辭以實不能
畫，脇以白刃，不從，遂斷右手拇指遣
去。」
如此剛烈，浩然之氣躍然紙上。而結局

卻來個大逆轉，「而廣平生實用左手」，
賊甚至斷其整隻右手，也不礙他再繪畫。
而所謂「賊」，實為金人。陸游所處乃是
飽受金人鐵蹄蹂躪的時世。所以陸游臨死
《示兒》詩有「北定中原」之句。
近年有為秦檜翻案之說，但在《老學

庵》中，如卷一記秦檜「殺岳飛於臨安獄
中，都人皆泣」，又記秦檜「數以言罪
人，勢焰可畏」；此後，還將秦檜之惡分
記各卷，讀之憤然。如卷二：「秦會之當
國，有殿前司軍人施全者，伺其入朝，持
斬馬刀，邀於望仙橋下，斫之，斷橋子一
柱而不能傷，誅死。其後秦每出，輒以親
兵五十人持挺衛之。初，斬全於市，觀者
甚眾，中有一人，朗言曰：『此不了事
漢，不斬何為！』聞者皆笑。」
這都是珍貴的史料。
或曰：何謂「老學庵」？
南宋淳熙末（1190年），陸游當時退

居山陰鏡湖，閉門讀書。所謂「庵」，實
為茅屋兩間，建於湖邊，背依青山，面臨
碧水，此實為讀書勝所。屋名「老學
庵」，據陸游在《老學庵》一詩中自注
云：「取師曠『老而學如秉燭夜行』之
語。」《老學庵筆記》中的文字，當是這
一時期的集成。
《老學庵筆記》敘事記人，簡潔生動，

深得筆記文之妙。可惜在陸游有生之年，
並未刊行面世，未睹《庵》之盛譽。而歷
代文人學者，亦備極重視。若以之視為陸
游的抱負，和詩學主張，實是研究陸游不
可或缺的資料。
對靖康之恥，他與岳飛都是心懷激憤。

所以梁啟超指他：「中國詩家無不言從軍
者，惟放翁則慕為國殤，至老不衰。」好
個「至老不衰」，甚至是「至死猶記」
也，故梁啟超有詩讚之：「詩界千年靡靡
音，兵魂銷盡國魂空；集中什九從軍樂，
亘古男兒一放翁。」讀其書，誦其詩，胸
中塊壘，可一噴而出。有學生研究古詩
人，我每曰：「陸放翁。」真的，書坊
上，研究蘇東坡的著作，多矣；獨鮮見陸
游，真奇哉怪也。不過，陸游與表妹唐婉
的愛情故事，卻是千古傳說；他那首「紅
酥手」，更是千古名篇，讀者勝秦檜諸文
多、多、多矣。

筆者作為「粵語保育及傳承」的中堅分子，
對粵語一直被視為「不能登大雅之堂」，心中
當然不快，但我們又確實有點「不爭氣」。

什麼叫「粵語保育及傳承」？狹義來說，唱
粵曲，唱粵語流行曲都算。曾接觸粵曲的人，
即便不懂粵語的外省人，在看到曲詞中敘事調
理、言之有物、詞藻秀麗，均留下一個美好的
印象。反觀香港樂壇中這幾十年來所交出的粵
語流行曲歌詞，就算是那些被公認為大師級的
填詞人，都不時有「貨不對辦」的情況出現；
看來上述所說的「不爭氣」言論是有其理據
的。
1976年，許氏兄弟推出喜劇《半斤八両》，

其主題曲《半斤八両》由許冠傑主唱、黎彼得
填詞，以下一句歌詞更成為香港人的口頭禪：

做到隻積咁嘅樣
正確的講法應是「做到隻『屐』咁嘅樣」。事
有湊巧，「積」、「屐」的普通話讀音都是
「jī」！
1977年，由薰妮主唱、盧國沾填詞的《每當

變幻時》中頭幾句：
懷緬過去常陶醉，一半樂事，一半令人流淚

當中的「懷緬」把「緬懷」一詞不按本意的倒
裝了。這以詞遷就音韻的做法非刻意地生成了
一個使用度其高的錯誤四字詞「懷緬過去」。
1980年，由顧嘉輝作曲、黃霑填詞的電視劇

《風雲》主題曲中有兩句歌詞：
是誰令青山也變，變了俗氣的咀臉

當中的誤點是把「嘴臉」寫作「咀臉」，還有
唱者仙杜拉在把「臉（lim5）」誤唱成
「lim6」而沒被糾正過來，導致及後有不少人
誤以為「臉」可以有「lim6」這個異讀。無可
否認，唱成「lim6」切合了曲中音韻，但不可
能用誤音去遷就，唱得上口就算；出現了這類
問題，填詞人須與作曲人商討以作調整。
1987年，由達明一派主唱、邁克/陳少琪/進

念二十面體填詞的《石頭記》中有兩句歌詞：
一心把生關死劫與酒同飲，焉知那笑靨藏淚印

歌者把「靨」字看成「雁」字唱出，此後
「雁」這個讀音便深入民心了！其實「靨」應
讀成「jip3」（「醃鹹蛋」的「醃」的口語讀
音）。究其原因，填詞組中應有人誤以為「笑
靨」是「笑贗」，當中的「贗」（簡體
「赝」），音「雁」，指假的、偽造的，如：
「贗品」。其實誤寫誤讀不應大驚小怪，筆者
感奇怪的還是為何組中其他成員竟沒有察覺到
這個天大誤點。
1989年，由陳慧嫻主唱、林振強填詞的《千

千闕歌》，曲名還有另一個較少出現的版本
《千千闋歌》：「闋」，音「缺」，是計算
歌、詞、曲的單位。「宮闕」指建築富麗堂皇
的宮殿。應是「闋」屬冷僻，所以不少人把此
字與其較人所熟悉的近形同音字「闕」混淆
了。
回看內地與台灣的作品，好像從來沒有上述

這種現象，這似乎是近年香港人的文化水平普
遍出現了問題罷。

◆黃仲鳴

亘古男兒一放翁

談談香港這幾十年來
粵語流行曲的填詞水平

夏至絮語

◆木 木

◆梁振輝香港資深出版人
◆管淑平粵語講呢啲

詩語背後

時代的城市坐標
◆◆春筍大樓踏浪御波春筍大樓踏浪御波，，直插雲天直插雲天。。作者供圖作者供圖

◆這是筆記中的精品。 作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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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張岳悅

凡陪同外地朋友來無錫遊覽觀光，
寄暢園是必去的風景名勝。這個坐落
於號稱江南第一山——惠山腳下的小
園林實在精緻耐看，真山和假山花團
錦簇，迴廊與水榭倒影碧波，美人石
婀娜多姿，八音澗幽深覓趣，九獅台
玲瓏有致……移步換景，處處有景。
朋友每蒞此園，總是讚美不絕，說是
這個江南的小園林的格局堪與相鄰的
園林名城蘇州每一園林媲美。其實江
南園林各有各的特色，很難一言以蔽
其優劣，不過寄暢園在江南諸多園林
中的特色是頗顯著的，那就是城郭園
林融入了山林野趣，這個小小的園林
借取了山野的景致，把無錫著名的錫
山和惠山都搬取到了園林之內，用時
行的說法，就是兩座山與寄暢園的風
景無縫對接，實現了「同框」。
謂予不信，且到寄暢園漫步小行，

觀賞着亭台樓閣、曲水迴廊和壘疊得
峰迴路轉的假山，正遊興濃郁時，只
要偶一抬頭或略一回首，不是錫山秀
挺在園內，就是惠山聳峙在框中，成
了整個園子既大氣亦精美的背景，尤
其那座精緻清秀的錫山，分明就成了
園中的景物，蒼翠欲滴的山麓和山頂
那座古樸而靈秀的龍光寶塔夢境般顯

現在你的眼前，你不能不眼前突兀一
亮，由衷撫掌叫絕。我陪同朋友遊覽
寄暢園時，只待走出八音澗的假山
洞，緩步到嘉樹堂前，你會自然而然
回首觀賞園子的全景，那座清新的錫
山如一個絕世佳人款款步入了你的眼
簾，你會瞬間屏息靜氣，既而一吐深
長的讚嘆：「妙哉，真是天下難得的
好風景啊！」至此，任何蒞此的朋友
都會在嘉樹堂前流連忘返，對着眼前
的美景觀賞良久，而後舉起相機，多
個角度將此美景攝入鏡頭之中。我相
信，這幅山水圖軸再不會在你的記憶
裏抹去，會隨時隨地感染你，讓你感
到天下風景之美，江南園林之絕，那
才是名副其實的嘆為觀止。
寄暢園是江南園林成功借景的典

範，無錫因山輝川媚，大多風景都借
山水而成，比如蠡園借蠡湖之水漸見
開闊，晴紅煙綠如妙境天成；黿頭渚
借太湖之波頓見浩淼，一碧萬頃勝蓬
萊仙境；還有靈山大佛「前有照，後
有靠，青龍白虎兩邊抱」……果然，
借得山水好風景，原來的風景就更勝
一籌。怪不得人們是這樣評價江南園
林：「明清看蘇州，民國看無錫。」
作為後起之秀的無錫，在民國年間大

肆興建園林，確實因借景成功而有其
獨到之處。當然，寄暢園興建於明
代，該是無錫園林借景成功的先驅。
說到善於借景，無錫何止於園林？

就說近代無錫民族工商業的崛起，大
抵借取了上海成功的先例，是上海開
埠後先借得了西洋發展工商經濟的成
功，而後無錫老一輩工商家從上海借
景，發展自己的民族工商經濟，也不
盡然如此，其實無錫有見識的先輩已
經關注到了西洋發達的風景，從而在
家鄉蓬勃發展自身，學習上海，搶灘
上海，反哺上海，從而使小小無錫城
躋身全國六大工商城市之列，贏得了
「小上海」的美譽。這「小上海」就
是借景的成功。再說上世紀七十年代
時，無錫和蘇南的鄉鎮工業異軍突
起，其實也是借景的成功，那時在蘇
南流行「星期日工程師」，無錫和蘇
南的鄉鎮企業前輩就是到上海聘請了
「星期日工程師」，借得人才、科學
技術，漸漸發展起來，無錫和蘇南終
於成了長三角乃至全國經濟最活躍和
發達的區域。這就是無錫及蘇南「借
景」的成功。無錫借景的故事還有很
多，寄暢園的成功對今人和後人難道
不是一個很好的啟示麼？

善於借景
◆吳翼民

◆逢每周二、六刊出，投稿請至：feature@wenweipo.com

浮城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