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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物记景物记
□ 赵绪奎

风流桥边风流桥边
□ 李 静

摘核桃摘核桃
□ 何晓晴

体坛

中国网球喜讯连连

春未老，风流桥边柳色新，和风轻
拂，竹林索索作响。

春天的斗门镇是温暖的，嫩绿的，
到处散发着青草的气息。一条清澈的
小溪从黄杨山蜿蜒而来，到了这儿就
汇成了一条河流，河上的风流桥成了
两岸居民出行的交通要道。

风流桥这名字引人浮想联翩，其
实就是一座水泥桥，粗糙的水泥柱子
护栏，无法与赵州桥、卢沟桥等名桥媲
美。但它在斗门人眼里是美的，就如
它的名字一样美，桥下的流水清澈平
缓，依稀可见河床里白沙、小石头；两
岸杂树丛生，鸟儿嬉闹，风流婉转，连
桥上的天空也洋溢着春的气息。

斗门旧街倚在风流桥不远的地
方，上世纪这里不叫旧街，称为斗
门墟。别的地方都是烂泥路，这里
却是宽阔的水泥路。这儿的建筑
风格跟斗门其他地方不一样，街上
的楼房融合了西洋、岭南的建筑风
格，相传有 100 多年的历史。丁字
形的骑楼街全是密密麻麻的、带骑
楼的楼房，一间连着一间，没有一点
缝隙。

这种楼房呈长方型，从正面看是
两层，走进去别有洞天：分前后座，前

座两层，后座却有三层，甚至四层。功
能齐全：一楼前座高挑，开阔，敞亮，用
于店铺的门面；二楼前座临街光线好，
大气，典雅，一般用作主人的会客厅；
后座是多楼层，玲珑别致，一楼用作仓
库；楼上几层是日常起居的地方。布
匹店那边一排店铺都是这种长长的房
子，一直延伸到后坡的上林街，房子依
地势而建，后面有采光、通风的天井和
开放式厨房。从厨房后门出来，拾级
而上，还有小巧的后花园，挖一口水
井，种上一两棵树，大都是石榴、黄皮、
枇杷之类本地人爱吃的果树，树下安
置石凳和石桌，夏夜可纳凉。穿过门
廊，推门而出就是后街。如果说前座
像胸襟广阔的男主人，后座与小花园
则是风姿绰约而精致的女主人，完美
的组合。

街的另一侧楼房结构有点不同。
那边的地势平坦，楼房的功能也是前
铺后居，高大宽敞的前座足有两层那
么高，后座则是紧凑的货仓或居住
处。用木头、青砖与水泥混搭而成的
二楼、三楼，临街的墙面做得很考究，
窗户安装彩色的玻璃，宝蓝、深紫、墨
绿、土黄、玫红……上有雕花的圆拱洋
溢异域的风情，胜兰餐厅就是其中的

代表作，晚上的霓虹灯数他家的最绚
丽。

斗门旧街虽然小，上世纪可是斗
门的经济文化中心，人来人往，热闹非
凡。店铺林立，百货店、书店、缸瓦店、
打铁铺、照相馆、布匹店、电影院、西餐
厅……凡所应有，无所不有。而我的
小学同学大多数住在这条街上，店里
的人都是街坊邻里。放学后我跟随
着他们一间一间店铺闲逛。我们会
为一件玩具在百货店的橱窗前徘徊
半天，让售货员取出来，拿在手里把
玩，直到他说：“买回去玩吧。”才依依
不舍地放下。

有时，我们到街上阿德叔的地摊
前，为挑一个扎小辫的蝴蝶结而乱翻
一通，把所有货品都弄乱，结果被他轰
走。新华书店是我去得最多的地方，
总惦着那几本连环画，在钱没有攒够
之前看看它们还在不在。

春天的日子渐长，黄昏时分，夕阳
撒满了悠长的街道，一道道金色的光
芒在那些镶有彩色玻璃的窗格上跳
跃、闪烁，宛如一个个跳动的音符，演
绎着这里曾经动人心魄的故事。当各
家各户饭菜的香气飘出，孩子们就知
道该是回家的时候了。

一幢幢老房子走过百年沧桑，见
证了小镇上一个个孩童的成长。慢慢
的，他们都出去了，只有逢年过节才回
来。再后来，家中的老人驾鹤西去，外
出的后辈久不回乡，街上的楼房也慢
慢地老去，进入新世纪后渐渐归于沉
寂。走在旧街上，我见不到一个熟悉
的面孔，只有那些外墙斑驳的老房子、
老字号依然伫立在那儿，等待外出的
孩子归来。

何时才能重见热闹的斗门墟？
让我意想不到的是，今天的斗门旧街
竟成了斗门镇的旅游名片。近十年
来，经过政府不懈的努力，旧街那坑
坑洼洼的水泥路成了石板路，斑驳已
久的老房子已翻新，连那些彩色玻璃
也刷得晶亮，犹如老人穿上了新衣
裳，一座座精神抖擞地接待四方游
客。胜兰餐厅、顺天隆、广英祥……
这些熟悉的老字号重新开业，热情的
店主为你讲述老斗门的故事，你可以
尝试做手工艺品，感受老斗门百年的
传统工艺。

咸鱼街小食店散发着诱人的香
气，吃上一碗秘制的叉烧河粉，食物的
美味又把我带回风流桥边那个车水马
龙、人声鼎沸的斗门墟。

霜风起来的时候，秋就披着多彩
的外衣，驾着北风，追着雁声，翻越远
水千山，从北往南赶。

在秋到来前，果实自觉地一颗一
颗饱满起来。她们背负着一年的风霜
玉露，也承载着命运无数次的垂青和
搓揉，在逐日成长和日月流变中，她们
就变得无比坚强有骨气，也圆润可人
玲珑有致，更会变得包容大气，色泽鲜
艳，甚至会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秋日
的原野里，因为一树一树的果实，风里
都浸满了丰收的滋味。

果实心里清楚，秋是带着霜给她
们来点卤，给她们最幸福的奖掖，让她
们去慰劳一年辛勤劳作的人们。惟其
如此，她们才能够完成各自的使命。
如果自己不努力饱满成熟，不努力挣
扎向阳，不全力成长，错过成为珍馐的
良机，那命运完全不一样，或被弃之荒
野，成为鸟雀蚕食之物；或被侥幸收获
又因干瘪丑陋无用被弃之如敝履，自
生自灭，无人问津。不是所有经过命
运宽窄巷子的果实都能变成美味，也
不是所有容颜漂亮的果子一定会有幸
福的一生。

核桃无疑是一个特殊的果实，她

没有华丽的外衣，没有漂亮的外形，却
有着人人向往的内涵。因而在秋天
里，她是人们争相宠爱的美味之一。

站在秋日的渡口，核桃开始不停
追忆一生走过的路，她多么怀念花开
时，弥漫在春日气息里的氤氲和温柔，
多么怀念烈日当头时，立于夏的怀抱
里拔节舒放时的缠绵。当秋悄悄爬上
眉梢眼角时，空空的怀抱里盛满了沉
甸甸的回忆。核桃的一生虽只有仓促
的三季，但是她细细密密地经历了风，
体会了雨，拥有热烈、舒展、绽放，收获
了秋阳的朗照，醉过了红尘烟火，聆听
了虫鸣蛩声，看遍了日月流转潮汐起
落，懂得了驳霞残红，流烟堕雾。

唯有这样她才以貌不惊人的形象
赢得了万千宠爱。

昨日，秋色横空，枝叶舞风。每日
上班途经的步道上，一树一树的黄叶
散发着迷人的色泽，让人的心里泛起
一阵阵醉意的涟漪，眼睛一霎一霎眩
晕。有那么一刹那，世界似乎脱离了
固有的真相，飘落在金色营造的缭乱
视角里。不料秋雨潇潇而至，阴云遮
去所有的光亮，寒雨霎时落下，一夕间
剥落了秋日的美好情绪。

天放晴了，秋老了，叶片尽落，枝
丫裸露。

原以为核桃林藏在村子深处，庄
户人家的青墙院落和红砖屋脊会把肃
杀秋风挡在山外，秋风秋雨会手下留
情，让树叶留在枝头，延续秋日最后的
恋歌。然而，岁月风雨对任何事物都
一样无情冷酷，一夜间200亩核桃园
中无数株核桃片叶不留，核桃也被击
落殆尽。一地的枯叶仍然簇拥着同样
被命运捶打着从高枝跌落的核桃，有
种同甘苦共命运的厚道和好德，让人
心生无限遐思。有的核桃在跌落中从
厚厚的包衣中破壳而出，有的还藏在
包衣里，享受在它们最后的保护和疼
惜，休戚与共。满地的核桃像一颗颗
珠圆玉润的珠子，虽躺在伤心伤感的
落叶中，仍然难掩其光华和玉貌。

我们一行应朋友之邀来摘核桃，
出发前，想象爬满了思维：一颗颗核桃
高挂枝头，树枝高大，需用长杆击落，
或攀爬于枝干高处大费周折的才能获
得一鳞半爪，这样的劳作多少带有挑
战性，一次采摘，一定让我们能重温到
挥汗如雨后满载而归的快乐。

到了核桃园后，昨天还枝繁叶

茂的桃枝桃叶，经寒霜一夜敲击，核
桃和叶片一起掉落，季节真有惊人
的规律，霜凋秋叶尽，让任何人力都
无法撼动。在一阵阵唏嘘感叹声
中，我们开始毫不费力地捡拾起核
桃，此时每个人都难掩内心的欢喜，
俯首于松软的厚厚的落叶间捡拾，
采摘的艰辛瞬间换成不劳而获的快
乐，但是心底不时会涌起丝丝遗憾，
毕竟采摘与捡拾不一样，想象与现
实往往大相径庭。

面对蓝天，她想遨游太空；耳听风
啸，她想御风而行；看见花开，她想灿
若云锦。总之，成长就是不断试着成
为各种可能、不断做梦的过程。在岁
月风雨中，人多像草木，又大多不如草
木。

乘着夜色归家，一种意犹未尽的
情素萦绕于胸，只好填词一阙，略记采
摘之趣。

《西江月·采摘核桃》
雨霁鸿催秋熟，桃园尚有云珠。
霜风频敲古林疏，凝目垂情宝树。

俯首躬身捡拾，笑声掠过裙裾。
斑斓染暮醉归途，姊妹提篮微步。

橘子洲
几百上千年的等
只为那个人的到来

陪你的
有鸟有鱼
有过往的船只
飘飘的，聚拢又散的云烟

那些戏沙击水的游客
那些伴侣、同学
直至一个人
从冲里走来

听恩爱的鸟语
看相拥的浪花
沙，也不知不觉抱在一起
只是，一洲的板仓橘
该选哪一颗甜

小东江读鱼
我一筷子就夹疼了小东江

认识小东江
得从一条鱼开始
喜欢它的白
它的欢
它灵动的妩媚

你的理解
你的注目
是风的花 雨的瓣
当然，一步一回头的
不只是鱼
还有台阶上的你

你走后
它习惯了看云
也看橘

柳叶湖
长成一片柳叶
并不是你的初衷
乳名 朗州，字 西洞庭
该是会忧的荷花
操心的莲藕

怪二月的风
怪燕子时不时捎信

你不得不长在堤上
卧在水里

刘司马来过
但不是为了《陋室铭》的腹稿
范公未至
却描了你的堂亲
离汩罗不远的是泪是酒吗
离春天很近的
是长柳叶眉的你

停弦渡
不去修梅
也不去杉板杨板
只选择停弦渡
站在你的面前

此刻，吸引司马相如的
还是卓文君的衣衫
你两岸的风情
犹如佳人的款款
于是琴也顾不上弹了
只注目橘花里制陶的岸

心真想静如止水
然陶里满是鱼虾雀跃
莲荷 翠柳 花枝
是那么的活灵活现
且，陶里大珠小珠的私语
老萦绕在人的耳边

桃花源
弄不清你为啥种那么多桃林
食之不竭
赏之不尽

几千年走来
你继续笑着春风
我还是书生举子的模样
望一眼长安
嗅一嗅你
梦中的花仙
扯着我，不肯醒来

陶翁不在
菊也少来
只剩泛滥的桃红
悄悄递给我
千年的花讯和
救命的药丸

（（组诗组诗））

新华社北京6月13日电 当地时
间12日，中国球员在国际网球赛场捷
报频传，男单吴易昺再夺挑战赛冠军，

“金花”郑钦文首进世界排名前50，张
帅在双打赛场也斩获桂冠。

在男子职业网球选手协会（ATP）
挑战赛奥兰多站上，吴易昺以6:7(5)、
6:4和3:1领先对手时，澳大利亚选
手库伯勒中途退赛，这样吴易昺继
2017年上海站后，时隔5年再夺挑战
赛冠军。

吴易昺在本次夺冠道路上，先后

击败了四位排名在200以内的球员，
本周他的单打世界排名也上升了285
位，目前位居第332位。

职业女子网球协会WTA125巴
伦西亚站决赛上演“中国德比”，3号
种子郑钦文经过三盘激战以6:4、4:6
和6:3击败同胞王曦雨，夺得个人职
业生涯迄今最高级别单打冠军。

19岁的郑钦文最近势头很猛，在
刚刚结束的法国网球公开赛中打进
16强，在最新一期的世界排名中，她
的世界排名上升8位来到第46位，超

越张帅，成为本周唯一进入女单前50
的中国球员。

虽然在单打赛场的世界排名下降
13位来到第54位，但张帅在双打赛场
颇有斩获。在WTA250诺丁汉网球
赛上，双打头号种子中国球员张帅与
巴西姑娘哈达德·玛雅搭档，以7:6(2)
和 6:3击败多勒希德/尼库莱斯库组
合，获得女双桂冠。

“非常开心能够再次回到诺丁汉
并在这里拿到冠军。这里有很多非
常好的回忆，能够取得冠军对我来说

很有意义。今天的比赛打得非常精
彩，对手也是非常好的双打选手，但
是我有一个非常强的搭档，她今天又
赢了单打的冠军，非常替她高兴。”张
帅说。

这是张帅职业生涯的第12个巡
回赛双打头衔，也是第一个草地双打
冠军。在作为温网热身赛的这一草场
赛事中，张帅去年曾打入女单决赛。
今年她以4号种子身份出战单打止步
八强，不过在女双赛场笑到最后，拿下
本赛季双打第一冠。

新华社伦敦6月13日电 英超冠
军曼城俱乐部13日官方宣布，欧洲新
一代“金童”哈兰德与球队正式签下五
年合约，这位21岁的挪威前锋表示，
加盟曼城是他实现人生抱负的正确选
择。

曼城在一个多月前就确认与德甲
多特蒙德俱乐部就哈兰德的转会原则
上达成了协议。如今，哈兰德终于做

了和他父亲22年前一样的事——在
与曼城的合同上签下自己的名字。

“这是让我和家人都感到骄傲的
一天，”哈兰德在完成转会后对曼城官
网表示，“我一直都关注着曼城，近几
个赛季更是十分热爱观看他们的比
赛。你不可能不欣赏他们赏心悦目的
打法，而且他们总能创造出许多机会，
这对像我一样的球员而言堪称完美。”

作为前锋哈兰德虽然人高马大，
但不失灵巧和速度。代表多特蒙德出
战的两个半赛季中，他在89场比赛中
攻入86球，让皇家马德里、巴塞罗那
等多家欧洲豪门垂涎。

哈兰德认为，曼城阵容中有许多
世界一流的球员，而瓜迪奥拉更是世
界足坛历史上最成功的主教练之一。

“我相信为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我找

到了正确的地方。我想要进球，赢得
奖杯，并且不断提升自己。我有信心
在这里实现这些目标。”

英国媒体称，曼城为得到哈兰德
激活了他与多特蒙德合同中6000万
欧元（约合 5100 万英镑）的解约条
款。再加上经纪人费用和其他附加条
款，曼城大约要为引进哈兰德付出
8550万英镑。

哈兰德：加盟曼城是正确选择 新华社伦敦6月12日电 欧国联
足球赛12日开始第四轮对决，瑞士队
凭借开场不到一分钟时的进球1:0小
胜葡萄牙队，结束三连败。西班牙队主
场2:0击败捷克队，2胜2平积8分领
跑A级联赛第二小组。

当日在日内瓦展开的较量刚进行
了57秒，效力于葡萄牙本菲卡队的瑞士
前锋塞费罗维奇就近距离头球破门，帮
助主队取得领先的同时创造了欧国联
最快进球纪录。葡萄牙队此后20次攻
门未果，贝·席尔瓦的劲射和若塔的强力

头球都被瑞士门将奥姆林拒之门外。
凭借1:0的比分保住胜果之后，瑞

士队4场比赛终于拿到3分，但依然只
能在第二小组垫底。葡萄牙队则被同
日得胜的西班牙队以1分优势抢走小
组头名。在马拉加，西班牙队大部分时
间牢牢控制着球权，但创造出的进攻机
会并不算多。不过，凭借索莱尔第24
分钟的捅射入网和萨拉比亚第75分钟
的垫射破门，“斗牛士”最终2:0胜出。

欧国联第五轮和第六轮小组赛将
在9月下旬上演。

欧国联综合：

瑞士力压葡萄牙 西班牙送走捷克

6月12日，
瑞士队球员塞
费罗维奇（中）
攻入球队首球
后 与 队 友 庆
祝。当日，在瑞
士日内瓦举行
的欧洲国家足
球联赛 A 级小
组赛中，瑞士队
主场以 1∶0 战
胜葡萄牙队。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