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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一抹乡愁了得
□ 卢锡铭

古 巷 （组诗）

□ 罗春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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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名城，都有自己的味道。所谓千城
一面、一个味道甚或没有味道，只能是平庸城
市的共性。人们喜欢一个城市又找不到准
确的语言表达这种喜欢，就会说：“这个城市
很有味道”。凡进入澳门的人，都会强烈感受
到不同于其他地方的特殊味道。那么，这是
一种什么样的味道？

所谓“味道”，无所不在，充塞天地，又
称气味。不过就是城市的神韵、气质、特
点……我多次去澳门，惊异于澳门的特质，
却说不清楚这是什么，为什么澳门会有这
样的味道？比如：澳门是质朴的，早年躲避
战乱上岛的移民，“但求安居便死心”。安
逸、静适的老城区，是如何与外表五彩斑斓
而内里充满诱惑的现代豪华娱乐区（澳门
的定位是“世界旅游休闲中心”）谐调一致、
相辅相成？

澳门给人的第一感觉是繁忙，车快、人
快、动作快、语速快……甚至快得令人眼花
缭乱，应接不暇。但很快你又会感到澳门
安静得很，安静得让你不慎弄出点响声或
说话声音一高，自己都会不好意思。繁忙
和安静，怎么会在澳门相遇，又在澳门和
解？

澳门地域狭小，道路不宽，且起伏多
弯，两旁高楼林立，却连续60年成功举办世
界顶级大型汽车赛。最是安稳、平和的澳
门，难道还会乐和和地热爱着刺激和冒险
吗？凡此种种，看似“一览无余”的澳门岛，
却又神秘莫测。正像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
后，孙中山化妆为女人，乘小船先到澳门，
进入纵横交错、起伏细长的街巷后，便消失
得无影无踪……于是才有了后来的民国

“临时大总统”。
2019年盛夏，澳门艺文杂志社邀请近

20位作家，举办“镜海观澜”——感受澳门
的采风之旅。在近一周的时间里，作家们
每天都穿行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澳
门历史城区，抚摸澳门的肌理，体味澳门的
气蕴，寻找澳门味道的源头……这如同在
读一本“历史大书”：就是在这里，作为巡视
澳门的钦差大臣林则徐，驱逐与贩卖鸦片
有染的英国人，其中英国商人颠地，被赶回
英国后游说英国议会，随之对华发动了鸦
片战争……这成了澳门乃至中国历史的拐
点。正是这种丰富的历史档案及特殊的地
理位置所酿成的澳门味道，极大地激发了
采风者的创作热情，组织者规定三、五千字
即可交卷，作家们却大多都超额完成任务，
有的写了多篇，有的写成一万多字的长文，
有的是长诗……澳门艺文出版社在收到稿
子后，仅用了10天就编辑出版了采风文集：
《祥和之城》——这书名正契合了我对澳门
味道的感觉，这是一种在当今世界极其珍
贵的祥和的气韵。

澳门诗人、翻译家凌谷，这样解释澳门
的多元文化共存：“共存是两个平行的宇
宙，是有距离的尊重”。可以相互不理解，
但不争斗，各得其所。澳门之所以有着特
殊的气质，这特殊就体现在一个“闲”字
上。此“闲”，并非懒散，是《周易》里“闲有
家”的门闩，“是基于一种充分防御而形成
的好整以闲”。或许是澳门地域和空间有
限，人们格外注意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很在
意彼此的自由。他列举了一个很有意思的
细节，澳门商家都很热情，脸上永远挂着

“罗汉式的笑容”，但绝不拉客和主动向顾
客推销自己的产品。甚至连大型娱乐场都
是如此，高调迎客，低调做人。

“闲”——是澳门的特质，首先是闲和，
不是闲的无事生非，爱生闲气。其次是闲适，
是一种对妄想的淡漠，悠然自适。再有就是
闲逸、闲情。澳门人疏放、超脱，这便冲淡和
缓解了大街上的车水马龙所造成的紧张和
急促。还有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博物馆；花
园、路边、墙角等随处可见的雕塑；以及那“斑
驳的旧墙，曲折的巷弄，如幻的光影，如画的
青苔”……无不漫溢着一种温馨而幽远的情
致。

天津作家甘以雯，则觉得“澳门人的可
爱之处在于认真”。她在埋葬着第一个把基
督教传入澳门的马礼逊、在澳门居住27年
并终老于此的英国画家钱纳利和诸多教徒
的基督教坟场，看到一女工仔仔细细地擦拭
着一块块墓碑。其实澳门多雨，墓碑原本就
不脏。坟场内草坪繁茂，也修剪得很整洁，
四周古木森森，清凉静怡，经常有孩子们在
里面踢球。生与死如此的紧密贴近，澳门人
的认真便是一种极其自然的心态。对死亡
尚且如此认真，何况对待生活？

澳门的小点心举世闻名，精致而美
味，每年数千万来澳门的游客，回家时几
乎都会大包小包地提着澳门的杏仁饼、鸡
仔饼……澳门各式各样的点心铺、饼店很
多，因此空气中总是弥散着淡淡的悠长的
清香——这还不是祥和的澳门味道吗？
也是这种“认真”，点燃了澳门人的生命热
情。

文学博士、澳门文化局局长穆欣欣，对

澳门味道概括的更为别致：“澳门人喝茶也
喝咖啡，既听西洋歌剧也看广东大戏，过洋
节的同时更重视中国传统节日，婚礼上新
娘穿婚纱也穿中式裤褂”……澳门博物馆
长期展出一件民间捐赠的旗袍和婚纱的结
合款——上身是收腰、立领、中式盘扣的旗
袍样，下身是如花朵盛开的的外散婚
纱——这就是多元共存，“不同而和，和而
不同”。

正是在这种混杂而又和谐的民间，藏
着城市的灵魂，散发出独特的澳门味道。
世界喜欢澳门的味道，但澳门是“隐形”
的。你什么时候见过澳门出风头、抢镜
头？以现代人最好显摆的人均GDP为例，
澳门早就位列世界前茅，却依旧本本分分、
默默劳作。穆欣欣在《祥和之城》序言的最
后，还讲了两句极具识见的话：“在路上的
澳门，也必将行隐致远”。

澳门确是正在路上，且行进速度很快，
前几年常住人口只有45万，却涌进了20万
务工者。用工单位不得不严格规定，每招
收两名外来工，必须吸纳一名澳门人。喜
欢澳门的人都希望、也有理由相信，澳门无
论走多快、走多远，都不会丢失独有的“祥
和之城”奇佳的味道。

蒋子龙 1941年生于沧州，曾任天津市
作家协会主席和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1962 年开始发表作品，多次获得全国短篇
小说和中篇小说奖。代表作有《乔厂长上
任记》《赤橙黄绿青蓝紫》《农民帝国》等。
201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14卷本《蒋
子龙文集》。

一个游子，最难抺的恐怕是那一缕浓
浓的乡愁，古今皆然。

我祖祖辈辈均定居于虎门，我亦生于斯
长于斯。1966年高中毕业，高考中断了，事
隔11年恢复高考，我考上了华南师范大学
才离开虎门的。那时我已过而立之年，且是
三个孩子的父亲，可以说我的前半生是在虎
门度过的。

大学毕业后我留在省城，不久，便把爱
人和小孩亦迁来广州，可我跟虎门的联系
从来没中断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初，
我跟省作协的陈庆祥兄回乡组织了文学
会。八十年代末一些传媒对虎门的改革开
放浪潮有点非议，我当即回虎门进行调研，
写了两篇长篇报告文学《虎门涛声》《虎跃
龙腾》刊登在当时月发行量一百四十万册
的《黄金时代》上，为虎门的改革开放鼓与
呼。九十年代我与时任镇长的钟凎泉和文
化站站长的邓慕尧策划并主编了《虎门风》
一书，既研究了历史，亦叙述了现实，意在
让世人认识虎门。虎门掀起引资高潮，我
曾通过《新疆青年》小马从新疆引进近二百
万的资金，在虎门办起了大富豪宾馆。虎
门搞国际时装节，我找来的美国时装设计
师罗发展，当了他们首席设计师，他不仅为
时装节弄了很多花样，还把虎门的时装带
到美国三藩市展示。跨进新世纪虎门要创
历史名镇，我受聘当了两年顾问组的组长，
在此期间，我曾偕省参事室黄树森一道通
过充分的调查研究，策划在威远岛建一个
《虎门近代史公园》，方案几易其稿，由于种
种原因没实施。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
际，我亦受镇委之邀，带了省一批名作家在
虎门进行为期近半月的采访，撰写了一部
报告文学集《潮立江湖》，先在《作品》出了
一期专刊，然后由省人民出版社出版。

虎门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我是那么
熟悉。虎门，不仅有小桥、流水、人家那种
江南水乡意韵；亦有小艇、渔火、吊脚寮的
岭南水乡风情；而且有大江东去，涛涌浪
飞，白帆追着落霞齐飞的那种江山大气。
她位于珠江口东岸，是咸淡水交汇之地，海

洋文化与珠江文化在这里碰撞，不仅演绎
出与众不同的万种风情，而且雕塑出敢为
天下先的虎门人的性格特质，历朝历代惊
动江湖与庙堂的动人故事实在可大书特
书。

那些历史与现实的人或事，那些历史
进程嬗变的喜或悲，仿如一股股浪潮不断
拍击我的心弦，引起我写作的冲动，我也忙
中抽闲断断续续写了点以故乡为背景的散
文刊登在《南方日报》《羊城晚报》《花城》
《随笔》《作品》等报刊上。后来编作一辑收
在我的第三本散文集《带走一盏渔火》上。

记得这集子的首发式与研讨会也是在
故乡虎门召开的。那次研讨会可谓阵容鼎
盛，群贤毕至。

首先，研讨会上专家们评价都很高。
其中著名的散文评论家陈剑晖说：“这是我
这几年读过最具岭南散文味的散文”，他的
评论文章《羊城晚报》全文给予转载。

其次，媒体反映很热切。《南方日报·海
风》作了报道，《羊城晚报·花地》登了一整
版，当地《虎门报》推出两版评论文章。东
莞市电视台花了不少时间，专门录制了一
部专题片《岁月的渔火》，在省电视台播出。

随后，《带走一盏渔火》获得了全国第
四届冰心散文奖。

《带走一盏渔火》获冰心散文奖后，其
中一评委对我说，您写岭南的文章特别引
评委注目。

《岭南现当代散文史》用一节篇幅介绍
了我的散文创作，文中把我的散文定位为：

“他的散文创作师承了秦牧等老一辈岭南
散文家的传统，而又有所突破”。

《带走一盏渔火》这集主要写了岭南，
而“一方水土”这一辑主要写了岭南的我的
故土，但我深深觉得，它远远没有写尽我想
写的东西。要写一本故土的散文集，真有
点让我魂牵梦绕。那次虎门研讨会结束，
当即有不少与会者动议我写这么一本散
文，亦有不少乡亲与笔友催促我早点动笔。

一晃十余年，为何我一直没有动笔？
有三件事一直困扰着我。

其一，写了《带走一盏渔火》之后，我继
续担任广东省期刊协会会长，2010年还被
聘为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当的是闲职，干
的却是实活，要抽一整段时间静下心来写
作，实在是难。

其二，忙于写《水云问渡》，这本散文集
子多年前应的约，出版社催得急，忙中偷闲
也只好把时间花在写这本集子上。

其三，怎么写？一直在我脑际打转，尤
其是在省政府参事室十来年的磨炼，让我
站得高了，视野广了，看问题深刻了，觉得
写这本书绝非吐一吐一抺乡愁了得，乡愁
只是一种催化剂、一种心绪、一种情结。要
写好它则要从更高的角度，花点时间去认
真思考一下，花点心神去好好梳理一番。

要写好这本散文，归纳起来应有四个
着力点。

其一，着力写得深厚点。
参加省文艺创作轻骑队下乡讲课，我

讲的主题就是《谈乡愁散文的创作》，在谈
到乡愁散文写作的体会时，我归纳了四点：
一是要捕捉独特体验的情绪；二是要找到
与情绪相对应的美的意象来表现；三是要
调动与之相对应的艺术手法（那怕是跨界
的手法）来书写；四是在精妙的意象基础上
提炼相应的哲思。我想，我写这本散文集
应在这个基础上有所突破。虎门，这个千
年古镇在全国的地位有点独特，她既有厚
重的历史，亦有辉煌的现实。历史，她掀开
中国近代史的第一页；现实，她在改革开放
大潮中成了全国综合实力第一镇。她是中
国近代史的一个缩影，是农耕文明向工业
文明嬗变的一个活的标本。所以我要着力
把它当部史诗来写。这并非用点美学的意
念，用点散文的笔触所能奏效的，它得动用
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哲学，乃至全部学
养来审视，甚至剖析，而且要不着痕迹，这
就有点考人了。

其二，着力写得温润点。
这本集子有两样东西是不能回避的：

一是历史；二是改革开放的成果。前者，不
能演绎，它有点硬邦邦的；后者，不能虚化，

一串串数字有点枯燥无味。对于历史我有
两招：其一我用前言作个高度的概括；其二
把一些历史事件及人物融进具体篇目中穿
插着写。对改革成果：其一选择最典型的
来写；其二尽量把其数字具像化。总体来
说，我要用岭南散文温润的笔触说好虎门
的故事。

其三，着力写得真实点。
虎门，是富饶的鱼米之乡，但绝非是世

外桃源，在历史的嬗变中亦有它的阵痛，有
它的教训，甚至有它的血与泪，历次运动我
都经历过，对此有深切的体会。所以，写这
本集子绝不能只用田园牧笛，也要用匕首
与解剖刀，直面历史与现实，只有这样，才
能认识到今天的日子得来不易，才能吸取
历史教训，才能更好传承与发展，而少走点
弯路，才能对得起一个作家的良知，才能对
得起故园的父老乡亲。

其四，着力写得辩证点。
虎门，在历史嬗变过程中虽摔过跤，其

可贵之处就是能迅速爬起来，拍掉身上的
灰尘，揩干泪血，抚平伤痕，勇敢而又智慧
地突破难关，继续前进，迈向辉煌。所以，
我们在叙述这种嬗变中要用历史辩证法来
审视，在揭示其问题时并不是仇视，而是正
视；在赞扬其辉煌时不是虚饰而是求真。
这就需来个科学的审视，提炼出理性的升
华，用虎门的故事，去透视整个社会前进的
足迹，去触摸时代跳动的脉搏，从而增强制
度的自信。

虎门，最能拔动我的心弦是什么？是
水声！

它既有高山清泉涓涓细流叮咚的低吟，
亦有平原河叉波澜不惊的浅唱，更有大江大
海浪飞涛涌的激越高歌。这是一首既悠扬
又雄壮的交响曲，自然环境如此，人文环境亦
如此，历史如此，现实也如此。

卢锡铭 编审，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享
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曾任广东教育出
版社社长、省出版集团副总经理、省期刊协
会会长、省人民政府参事。

李建束 从事新闻摄影二十
余年，现任珠海传媒集团融媒采
访中心摄影摄像部部长，中国摄
影家协会会员，中国新闻摄影学
会会员，广东省新闻摄影学会理
事，珠海市摄影家协会副主席，
曾获中国新闻奖，中国新闻摄影
年度最佳照片（金镜头）奖。

古 巷
石街依旧
骑楼修葺如初
门店拂动着黄旗
商贩一摊一摊
溢出斗酒艾饼的香气

细雨蒙蒙处
仿佛飘过
那把久违的油纸伞
和那袭红裙
丁香一样的芬芳

霏霏雨丝
传颂着戴翁的诗
过客从容
不知晨光还是暮色
鸽子飞落又飞起

叫卖声一阵一阵
演绎当年风韵
我还听见
深处传来一曲
平沙落雁

前山河
将军山下流淌着
灌绿万顷禾苗
荡起了濠江的风
年复一年传唱
金斗湾的咸水歌
水上梁祝的喟叹
催落多少泪
湿了疍家晾晒的衣服
艇上阿妹的蓝裙
每天洗浴落日
把自己的影子和悲喜
藏入夜的深处

岁月流水远去
一艘木船带走往事
山和阳光依旧
波浪闪烁着楼群
缤纷的霓虹灯映照
渐渐变黄的芦苇
却拂不去一片阴云
白鹭就要离去了
一次次飞落又飞起
谁在岸边倘佯
起伏远去的涟漪
晃动着一方
孰喜孰忧的碑文

大 海
浩浩渺渺
从眼前漫向天边
放大无边苍茫
缩小生命的图腾

一袭袭帆影飘过
若隐若现
是闪动的密码
还是天降的信息

你说是古老的易书
包罗天地万象
有谁能读尽
其中的博大精深

我却说是狂草
怀素的大笔
挥写着每一个
黎明和黄昏

午后茶聚
红泥小炉
煮一壶紫砂的温情
拂动一庭春风
关住窗外的浮尘

时光的流水慢了
收起思绪垂帘
陆羽的汤色
亮了满席素颜

天南地北
春夏与秋冬
青花小盏一仰
平生的苦涩回甘

轻烟绕着房梁
不问晨钟和暮鼓
任心中的马
在绿野上漫步

夕阳西下
夕阳西下
彩霞挂在远山
坐在窗前的人沉默不语
谁在回家的路上
把一首老歌轻唱

我在渐凉的风中漫步
不知道弯曲的小径
尽头在何方
采撷路菊的金黄
召唤心空那轮艳阳

岁月的故事
在暮色中闪烁
记忆的云帆
拂动朦胧的星光

风尘洗去了
背影渐渐隐退
而那曲清脆的笛音
还在耳际飘扬

梦里梦外
天际的浓墨
浸染着大地
万物匍匐
城乡一片沉寂

沉雷声声
硝烟漫入人心
风沾着沉重的血
鸽子飞向哪里

村口街头的每一站
是防洪的堤吗
谁划来方舟
传递一枚橄榄枝

可怜人间
梦里梦外又见
老树昏鸦
古道西风瘦马

白 露
冥冥中
乘轻轻的风
潜入夜的深处
曙色渐明
眨动闪亮的眼睛

一野的轻纱
含情脉脉
留不住南飞的雁
透彻的清凉
注释秋的密码

那只翠鸟远去了
留一声叹息
皱了满池西风
滑落的每一滴晶莹
都是枯荷的泪

秋水长天的路口
谁拾起前贤的秋歌
路人走湿的步履
没有远上寒山
已经过了昨天的长安

枕着涛声

每一条江河
穿行弥漫的雾霾
为了柳暗花明
千迴百转中
不分昼夜地哭泣

只有大海接纳
所有的流水
洗彻苦涩的泪
以无边的湛蓝
慰藉不尽的哀伤

我枕着涛声
任起起伏伏的浪
漫上沉默的岸
潮起潮落
有谁怕湿了衣裳

罗春柏 中国作家协会会
员，中国诗歌学会第三届理事。
诗歌作品见于国家多种名刊。
有作品入选多种中国年度诗歌
选本。诗集《枝头的绿羽》获广
东省第九届鲁迅文学奖。

晨曦中的港珠澳大桥（摄影） 李建束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