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韵排山古韵排山
□ 梁冬霓

08 责任编辑：刘鹏凯 美编：邱耀升 校对：董敏 组版：戴俊杰

2022年5月31日 星期二作品 投稿邮箱：zhuhaiwanyun@163.com

文体

寂寞的月亮 （童诗）

□ 崔岸儿

大同路上的烟火气
□ 李 楠

我想要寻找的诗韵就在这里：屋
舍俨然，巷道笔直，灯盏古秀，青瓦流
光……站立片刻，一念、一想、一吟、一
咏，就是光阴两百年。

这是斗门排山村，在清朝乾隆年
间建立。它像一颗珍珠，被和风细雨
滋养着，滋养出灵性、柔润；也像一具
年代久远的木雕，沧桑、古老，却气韵
流动，有淡淡木香。

两百多年前，一个姓谭的湖南衡
州人，随父到广东经商，后从今珠海前
山迁徙到黄杨山西侧丘陵地带。当他
决定在此繁衍生息时，是不是也想过

“规划”二字，要在这里建成一个状如
棋盘的村庄？后来的人，已揣摩不到
他的心思，但他们大概都知道，人生如
棋，每个人都是棋盘上的一枚棋子，所
以建造屋子时，随坡就势，从高到低，
屋子一排排，一列列，纵横交错，井然
有序，在这片斜坡上，布了一盘大大的
棋局。

立村之初，这里叫“斜排村”，民国
初期，改名为“排山村”。排山村是珠
海市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村落
之一。两百多年岁月的纹理，被村人
细细描摹，描摹出一个人才辈出、诗风

古韵、岁稔年丰的侨乡。
村中有两座宗祠，一座是“权石

谭公祠”，有木刻楹联“肇基以俭，业
广为勤”；另一座是“仁山谭公祠”，有
木刻楹联“崇敦礼让，德溥慈和”。楹
联是先祖的遗训，表达了他们勤奋创
业、待人亲和、立德修身的人生观。
矗立一旁的武帝庙，庙门的花岗岩阴
刻“志在春秋功在汉、忠同日月义同
天”，更显示了忠孝节义的传统美
德。因而，让人景仰的杰出族人，一
个个从祖训中走出：清嘉庆年间的署
巡城把总谭均生、航空飞行员谭达
光、四代从医的名医谭业建、革命烈
士谭锦超等等。他们如一颗颗星星，
在排山村的史册里，把每一砖、每一
瓦，都照耀得熠熠生辉。

东西走向的巷子呈梯级状，南北
贯通的巷子，则平坦笔直便于步行。
在里面穿梭，视线通畅，从这头可以望
尽那头。这里多是糯米夯土墙瓦房，
经历了两个世纪的风霜，大部分墙体
依然没有倒塌，墙面依然温润细腻，泥
雕、砖雕、木雕随处可见。漫步其间，
似听见黄色的夯土泥屋与墙角的蕨类
植物在私语世纪风尘，而几间古朴的

红砖青瓦屋，又有花枝从墙内伸出，低
诉着不一样的春天。

与屋子一起接受时间考验的，还
有村南的6棵数人无法合抱的古榕。
虽然它们目睹了两百年村庄的兴衰，
却依然枝叶婆娑，须发飘飘，挺立着沧
桑之躯，为后人留下浓荫。树下有安
闲乘凉的身影，有孩童的笑声，有讲述
各种传奇的声音。古榕们也一定在窃
窃私语，说着村庄无人知晓的故事，并
用庞大的根系，延伸到每一个角落，探
寻春天的气息。

村庄前，子孙塘水波盈盈。风吹
来，池中睡莲在半睡半醒间挪动了一
下身子，无意中透露出安详，与村中
飘飞的诗意相匹配。周围是白色栏
杆，下部分是石条砌的花朵，如一排
古花窗。褐色的灯杆一路沿着白色
的栏杆高高挺立，斜伸的灯臂，像铺
着青瓦的屋檐，檐下吊着一盏灯，灯
罩有浓郁的中国风。排山村改造后
的景致，细微之处，无不凸显着古色
古香的风格，暗含了修旧如旧、保护
古风貌的思想。

排山村是典型的侨乡，村里的祖
籍华侨多达1000人。听村中老人说，

在乱世中，华侨纷纷捐款集资，给家乡
购买枪支、建造碉楼、修建闸门，为村
人带来一方平安。从上世纪30年代
起，他们还在村中兴办小学、修筑篮球
场、成立“排山体育会”，并把排山篮球
队打造成中山八区的一支强队。

处于白蕉镇的“侨立中医院”，是
1989年由旅美乡亲谭章珍捐款所建，
经过多年的发展，现已成为广东省中
医院斗门分院，为广大群众消减了很
多疾病的痛苦。它也是排山村华侨为
人民造福一方的见证。

子孙塘北端，“扬帆起航”的雕塑，
不但代表了华侨们远赴重洋、艰苦打
拼的过去，也象征着排山村的明天。
一年四季，有水稻飘香、荔枝累累、杨
桃垂枝、草莓殷红……旅游农业经济
让我们看到排山村古老的外表下包裹
着年轻的心。

纷纷有人走出红尘的羁绊，到
此求取宁静与安详。转弯处，一处
院子里玫瑰花和蓝雪花浓郁芬芳，
篱笆、木桌与秋千，让每一颗心灵都
在此流连栖息。质朴的情怀与古老
的诗意，这样的民宿入画，也是排山
村的点睛之笔。

想象中的历史文化街区，应该
就如《声声慢》歌词所唱的“青砖伴
瓦漆，白马踏新泥……屋檐洒雨
滴，炊烟袅袅起……”那般，天光云
影之中，街上的建筑都凝固成一段
历史，而人潮涌动的面孔，恍惚穿
越到了百年老街的昨昔。一砖一
瓦，于古朴中敞露着烟火气息；一
步一履，目之所及处又填满了斑驳
的底色。

等我真正走入了大同路，扑面而
来的清新与繁华是始料未及的。崭
新的青石板街道，平整开阔；两侧匝
密的店铺，攘往熙来；通衢越巷，檐头
墙角，斑斓而又不失文艺气息，与老
建筑群的青砖灰瓦、古黄的夯土或以
方石垒就的墙体盘根交错，正诉说着

一场全新的蝶变。大同路上的街道，
如一位弄潮的老者，骨血中积淀着浑
厚朴实的文史基因，却岁老弥新，照顾
着一方街区的时代更迭，与更多的年
轻人无声无息地扎根到了一起。

这与我想象中的历史文化街区又
是迥异的！我曾在老家汕头、广西梧
州看过古埠演变，那些富有异域风情
的骑楼街区，无不寓示地区富庶的过
往以及侨胞的辉煌。而唐家历史文化
街区，这方涌现过诸如洋务运动先驱
唐廷枢、民国首任内阁总理唐绍仪、清
华大学创办人唐国安等赫赫人物的乡
土，山海文明交融、中西文化交汇，有
着先天的包容与宽厚，街区内诸多历
史遗迹，却多为岭南建筑，无论是兴
学、建祠，还是修庙，都是千古不衰的

乡情乡思。
我每到一处，对一方水土一方人

的民俗承续与发扬都会倍加关注，在
大同路的西北面，我看到了据说是珠
海现存规模最大、历史最久的庙宇建
筑——唐家三庙。

迈过几进台阶与石篱半墙，青石
板广场上，三座古庙一字并列，从左及
右分别为圣堂庙、文武帝殿与金花庙。

不同于大同路，甚至是唐家历史
文化街区中现存的名人故居、先贤宗
祠，唐家三庙从圣堂庙的四序澄明、
福寿安康，从文武帝殿的文韬武略、
各有所成，从金花庙的开枝散叶、族
祚绵长，正如这条以“大同”命名的百
年老街一般，是所有唐家人铭记乡土
根源共同的桥梁纽带！这些历经史

海淘沙积淀下来的民俗信仰，与亘古
不灭对生活生命的美好憧憬，是写在
古今中外唐家人心魂深处隽永的共
同符号。

庙中现存的9块古碑，也从不同
方面记述了三庙历年来乡民募捐修缮
的事宜，甚至还有当年旧金山、檀香山
等地海外华侨集资修建的记录。这方
地灵人杰的山海之境，有渔樵耕读传
统的劳作乡人，也有漂洋过海谋生的
早年华侨，更有开眼看世界的诸多近
代先驱，固有的辉煌凝铸成大同路上
的街与庙，烟与火，流芳的过往却在一
代又一代唐家人的记忆中口口传颂，
相信这抹荣光，不会永驻于历史的长
河，也不停滞于现在，还会在往后的日
子中继续跨越续写！

端午，又见端午，
年年花相似，年年人不同。
年年端午，年年有艾草的香味。

锣鼓响起。
此时的锣鼓，就是龙舟鼓。
为一个人响起，为更多人响起。

纪念一个人，一个诗人。
这是多么隆重的执念。
两千多年风雨，抵不过文化的坚持。

这是最南方的节日，
湿湿的记忆，湿湿的怀念。
兰草里有粽子的芬芳。

一卷《离骚》，一份情怀，
从历史散漫走来，
走进我们心里。

一个故事，一个传说，
一个人，一个传统节日，
更是一种伟岸精神。

那个人走了，他还在。
走得沉重，背影里的黑，
如山压在每个人心上。

坐在窗边，望着窗外。
遥远的背影，
坚挺着铮铮的脊梁。

从屈原到鲁迅，
浓墨写就的爱国，
刻进了一个民族的灵魂。

高亢的鼓点，奋进的健儿，
吟哦的骚人，礼赞的诗篇，
唱响着这勇往向前的壮歌。

散墨端午
□ 林伟光

夜凉了，
月亮寂寞得像个傻瓜；

他跳到池塘上，
自己和自己玩耍；

他住在枝丫上，
像回到了自己的家；

他一句话也不说，
呆呆地像个哑巴；

他爬回天上去，关心地看着我
真像傻傻的老爸。

躺在草丛上看星星

我看着星星，
星星看着我。

我看星星时，
星星好寂寞。

星星看我时，
我在草上卧。

又是端午
又是粽子飘香的季节
青艾和菖蒲，插上五月五的门楣
故乡青石板的街道，浸透了
捧着红鸭蛋绿鸭蛋的孩子开心的笑

涨水的河面
氤氲着一份酽酽的情感
谁家的精壮后生，傲立舟头

在两岸此伏彼起的呐喊声里
鼓槌擂响了世界上最宏亮的音符

于是，一个盛大的仪式
开始了，一个民族伟大的图腾
开始了，几千年了
这个民族的这一天，一直保持着
这样一种，温馨而又坚强的表达方式

端 午
□ 李春鹏

本报讯 记者杨金行报道：5月27
日，《珠海特区报》首次“湾韵”文学笔
会在珠海泰坦软件园举行，“湾韵”编
辑团队与本地文艺界共30余人出席
笔会，以文会友，就进一步擦亮“湾韵”
品牌、展示人文珠海展开讨论。

会上，“湾韵”副刊责任编辑介绍
了“湾韵”副刊的创办经过。今年3月
28日，在市委宣传部的指导下，《珠海
特区报》文艺副刊“湾韵”正式创刊。

“湾韵”整合珠海本土文化文艺资源，
精心设置名家佳作“大家”、文化随笔

“现场”、本土新作“作品”、文艺评论
“阅读”、摄影作品“看见”等栏目，以每
天半版至一版的密度，积极展示推介
湾区本土佳作，吸引一批国内知名作
家、文艺家撰写原创精品。创刊至今，

“湾韵”已累计推出逾50期，引起良好
的社会反响。

与会文艺家在会上畅所欲言，认

为“湾韵”为珠海的文艺工作者提供了
非常好的舞台，并逐渐发挥出展示城
市人文风采的功能，以文艺为纽带
拉近了人与人的距离，加强了人与城
市的联系。同时期待“湾韵”能充分发
挥地缘优势，在挖掘本土特色的同时，
紧紧把握时代脉搏，做好“四区叠加”
文章，扶持本土作者、鼓励年轻作者。

“湾韵”编辑团队表示，将认真总
结吸收与会文艺家的意见建议，进一
步完善副刊编辑出版方案，打造一个
兼收并蓄、弘扬主流价值观的文艺平
台，充分发挥文艺工作者凝聚思想、温
润心灵、春风化雨的社会价值。将以
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定期举办读书
会、发布会、分享活动等，进一步聚合
广大读者，厚植文化艺术土壤；将以全
媒体融合传播方式，探索让文艺作品

“活”起来，全面提升副刊影响力，为湾
区文化繁荣发展聚力助力。

发掘本土文化 繁荣本地创作
《珠海特区报》首次“湾韵”文学笔会召开

笔会现场。 本报记者 杨金行 摄

新华社吉隆坡5月29日电 由
中国郑和研究会、马六甲历史城区
（鸡场街）工委会和郑和朵云轩（马六
甲）艺术馆联合创立的国际郑和文史
馆 29 日在马来西亚古城马六甲开
馆。

据介绍，国际郑和文史馆内设八

大主题，结合文字图片、雕塑、船舰模
型和油画等多种媒介重现郑和当年扬
帆远航的历史壮举。

馆内展示作品包括中国艺术家林
春的郑和系列雕塑作品、王新循的水
墨百米长卷《郑和下西洋》，以及马来
西亚华人文化协会、马来西亚华人公

会中央文化局、马中友好协会等机构
提供的各类文史资料等。

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欧阳玉靖表
示，文史馆的设立将推动郑和精神在
海外传播，助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的友好交流。

中国郑和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

长孙治国致信表示，国际郑和文史馆
的设立缘起于2018年国际郑和大会
在马六甲召开，此后各相关部门进行
了长期的准备工作。文史馆设立的
宗旨是推广郑和“和谐、和平和友好”
精神，推动涉及的历史、考古和文化
研究。

国际郑和文史馆在马来西亚成立

本报讯 记者康振华报道：5月29
日，2022“遇见你·香洲”第三届城市骑
行活动举行。活动由香洲区文化广电
旅游体育局和香洲区体育总会主办，全
程骑行35公里，途经拱北情侣路、港珠
澳大桥桥头、名亭牌坊、海天驿站、石溪
公园。沿途风景囊括了城市景观、前山
河畔、海滩。

记者获悉，此次“遇见你·香洲”
活动首次引入共享单车，美团小黄车
成为此次活动官方指定出行合作伙
伴，投放于香山湖公园、前山河滨河
公园、爱情邮局 3个出发点，保障活

动期间参赛选手和广大市民的出行
需求。这次活动共吸引沿途各打卡
点近千名骑行爱好者参加，旨在让更
多市民走到户外参与到“健身战疫、
体育强国”的队伍中来，感受香洲全
域旅游示范区新形象，打造“体育+旅
游”城市新名片。

值得一提的是，活动期间，美团小
黄车还派出志愿者，升级运维保障措
施，加派运维员专人专区对比赛区域进
行车辆网格化管理，高效调度车辆、平
衡供需，及时处置乱停乱放等情况，保
障赛道周边共享单车秩序。

第三届“遇见你·香洲”城市骑行活动举行

骑共享单车感受香洲风光

活动吸引不少骑行爱好者。 本报记者 吴长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