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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塘人家莲塘人家
□ 孙仁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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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溪八景 （组诗）

□ 李春鹏

投稿邮箱：zhuhaiwanyun@163.com

刚步入黄埔九龙镇九佛街莲塘村
的村口，就见荷塘一字鉴开，犹如走入
一幅美丽的荷花画卷。荷塘对面，就
是坐北朝南的陈时四公祠，远见满目
苍翠，祠堂前后左右被大面积的绿色
掩映着。

初夏，赏荷其实还不是盛景，但在
莲塘，荷花盛放已经相当有激情。莲
塘，就像是大自然的宠赐，花粉叶绿，
摇曳生姿，早早有骨朵小苞，温雅地探
出头来，哈——这不算抢跑吧？它们
只是充满仙气地伫立！莲塘的荷花似
乎被精灵庇护着，初生的荷是清淡、是
内敛的，一路浅白向粉。在你以为，也
就这样清浅了，却忽然又给你一份惊
喜，于花尖摇曳出艳丽的深粉，悠悠起
舞。

天光、村落、碌筒瓦、灰脊、青砖
墙……沉入水中，浮萍点点，那是一些
些记忆、一些些热闹、一些些私塾里朗
朗的书声，一些些巷口门楼的雕花檐
板，它们一起流淌着时光的故事。

据说陈时四是陈祗的五世孙，七
百年前赶着鸭子到莲塘，望见这里好
山好水，又有田田的荷叶、亭亭的荷
花，陈时四不禁心驰神往。于是，挈妇
将雏，举家从凤翔社重岗村迁居莲
塘。陈氏家族为纪念唐朝时的家族盛
势，感念唐王朝的恩惠。外迁时，有

“逢塘而居”的传统。而这地亦如时四
公所愿，莲塘四季不同景，一年里的枯
与荣，完美诠释中国水墨画里的诗意
美。

沿着塘边往左走，莲塘的荷叶茂
密喜兴，绿盖擎天。莲塘的荷花粉扑
卷放，而卷放之间，定然有荷的清香。
在你走近时，荷的清香忽然都飘起来
了，飘在你的身边，飘在身旁的兰花草
里，飘在莲塘清透的空气和犀利的阳
光中，飘在清濯石桥里。

莲塘村至今保存南向、塘西两条
街和十一条巷道肌理，街巷格局清晰，
呈“梳式”布局，每条街巷有青石板路、
青砖墙、灰碌筒瓦、人字山墙，檐下墙

顶有花鸟灰塑、精美壁绘。其中，秀昌
书室、鸿祐家塾、罗祖家塾、友恭塾舍
等被合誉为“广州市传统风貌建筑”。
这些书塾结构灵活，在乾隆年间，朝廷
下令取缔“合族祠”。乡民不敢违反朝
廷律令，就把祠堂易名为“书塾”。因
此，这些见证历史的书塾在当时不仅
用于承载传道授业解惑，也用于祭拜
先人。

而今日的莲塘村，在保持原有人
文环境的基础上又形成具有岭南特色
的多元文化，民间民俗文艺活动丰富，
有舞狮、粤剧等。每临喜庆节日，莲塘
村一派热闹繁忙景象。青莲戏台上，
原味粤剧增添节日气氛，台下锣鼓喧
天，大狮头憨态可掬，人们喜气洋洋。
每年正月初四，莲塘村有“添丁摆灯”
的习俗，添丁生子的人家用竹子、纸张
特制“灯仔”，在祠堂、罗祖书室、鸿祐
家塾、古榕树、社公等五处挂灯，并且
在祠堂设酒宴，宴请父老乡亲。让大
家知道村里哪家哪户又添了男丁。

走过石桥，村头老榕树依旧枝繁
叶茂。传说中，未集资筹建祠堂前，宗
族长老就在榕树下议事。老榕至今仍
被视为莲塘村的风水树，有守住村的

“人气”和“财气”之说。
在村中漫步，回味久远的历史，多

少个春夏秋冬，南迁的黄埔先民们勤
劳智慧地打造出具有岭南风格的村
落、庭院、祠堂、书塾。从遗落的书香
似乎感受到，兵荒马乱的时代，先人如
何舟车劳顿，一路向南，流离颠沛，为
的无非是辟一方安静处，可以昼耕夜
读，承载传道，繁衍生息。先人的勤劳
勇敢和吃苦耐劳精神，终让荒山野岭
变成富饶之地。

五月的莲塘，是温情的，一会儿是
花生糖一样的阳光，一会儿是软细沙
一样的雨。没有风，水面纹丝不动，水
下也没有任何使劲的东西，莲塘一切
都是温婉的，是的，这是莲塘人家温婉
的时光，温婉如荷，如池塘里一朵朵称
心的荷。

我是“外来妹”。珠海是“经济特
区”。“外来妹”和“经济特区”都是改革
开放的产物。

坐轮船转火车换中巴的我，终于
在1992年3月1日凌晨两点，踏上了
珠海这片热土。

我吸到了可以灌装出口的新鲜空
气，闻到了绿植和鲜花的芬芳，嗅到了
海风的腥味，感受到了霓虹的缤纷。
我激动，我也迷茫。

我是跟着回家探亲的两姐妹同来
珠海的。同来的还有一个男孩子，他
姐在珠海工作。我们在吉大市场那里
下了中巴，走路到了信海大厦前面。
两姐妹回了她们公司宿舍，叫来了我
的表姑月。月比我大两岁。和月一起
来的还有那个男孩的姐姐。

月不停地打着哈欠，我表示着歉
意。我们交流了几句。她帮我把行李
拿回了宿舍，回去睡觉了。男孩的姐
姐带我和男孩进了路边的君悦来酒店
的院子。

我们坐在君悦来酒店院子的凉亭
里等天亮。我靠着石柱迷糊着迎来了
珠海送给我的第一缕晨曦。因好长时
间滴水未进，我口渴难忍，心里有火在
烧。信海大厦前面小店冰凉的雪糕解
救了我。这是我到珠海吃的第一样东
西，我一直记得那种感觉，凉到了心

底，却不解渴。
月的公司这天刚好休息，她带我

去了拱北。在她姐乔的宿舍里，我抛
开一切，迷迷糊糊睡了一觉。傍晚，月
和我站在她的宿舍门口，想着怎样偷
偷把我带进去。

突然，我看到了我的初中学姐
杏。他乡遇故知，我喜极而泣。

杏惊讶地问：你怎么来了？你不
是应该在题海中翻滚备战高考吗？我
告诉她原因。她一声叹息。杏真诚善
良，问我晚上如何安身？

我摇头月皱眉。
去我那睡，我那里查得不严。杏

主动说。杏和月同公司，宿舍不同。
月的宿舍条件好管理严。月如释重
负。我混进了杏的宿舍。高高的八
楼，徒步上下。

从此，我和杏同进同出她的宿舍，
提心吊胆在她的宿舍里睡了好几天。
碰到宿管查房，我缩在被窝里不敢
动。我怕被赶出去，更怕连累杏。好
在运气好，我没有被查到过。

那几天的三餐，杏从她的饭堂偷
偷带饭菜给我吃。如果被保安查到，
杏一脸歉意，好像欠了我的东西似
的。我笑说没事，再去买过期的面包
充饥。

后来我进了这个公司，在一条生

产线上当组长助理。每天工作十五六
个小时。珠海阳光灿烂，但我见得最
多的是月亮和星星。整天在生产线
上，在日光灯下拼命地干活，换取一点
微薄的报酬。我好困，只要站在某个
地方靠着墙柱子或是货架子，闭上眼，
我就能睡着。

我每天能听到组长趾高气扬骂组
员。我在心里无数次发出呐喊：我不
要过这样的生活。我要有自己的时
间，能读书、学习。可我不过这样的生
活，我明天的面包钱在哪里？妈妈的
医药费谁寄？我告诉自己忍一忍，忍
一忍！

终于在某天我忍不住了，决定去
找新工作。新工作找到了，我自动离
职旧公司，为他人免费工作了半个
月。我在一家小公司上班，环境好加
班少。我报了课程学习。杏和月后来
也换了工作。

那时广东女生和外省女生有矛盾
会吵架。广东女生会说：你们外省人
不要脸，跑到我们广东来赚钱。外省
女孩不示弱：你们广东人没用，要我们
帮忙建设广东。我们外省人不来，你
们广东有这么好吗？我们外省人不
来，你们广东就是遍地有金子也没人
捡起来。呵呵，听着这样的骂架，很好
笑，也很无奈。

有人忍受不了打工的艰辛，想
家的夜晚，选择了打道回府。我坚
持了下来。我和珠海同呼吸齐欢乐
同克难。1993 年的首届国际汽车
赛，1996年的首届中国航展，九洲城
庆祝香港回归，迎宾路欢送驻澳部队
等欢乐激动的时刻永远不会忘记。
同抗“天鸽”守家园，同抗“新冠”保平
安。我尽心尽力做好自己该做的，
做好自己能做的。

来珠海后，我一直在珠海生活、
工作，去过其他很多城市旅游，但最
喜欢的最爱的还是珠海。无论去了
哪里回来，只要踏上珠海的土地，心
就安宁了踏实了。珠海有家有亲人
有朋友，是我流汗流泪流血、奋斗拼
搏的地方。

30 年，珠海翻天覆地，日新月
异，成为了一颗灿烂明珠，令世界瞩
目，但珠海的空气仍是那么清新，花
儿比以前更美更香。珠海仍是青山
绿水，碧空澄净。道路宽了美丽了，
房子高了多了。有很多像我这样的

“外来人”，现在，我们的身份也变成
了“新珠海人”。当年，珠海以饱满
的热情欢迎我们，以博大的胸怀包
容我们的不足，鼓励我们成长，而我
们回报珠海以青春和热血，还有满
满的爱。

□ 陆 飚

其实你
就是一个普通的名字
却代表着人们对人世间
所有美好的向往

有时候感觉你无处不在
就像窗外的一幅画
有时候你又很远
是一种不能重复的体验
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

就像一条绝缘的线路
不再灵敏和触动
我已不能和你融为一体
包括你的气味
和你的声音

但这并不妨碍你的表演
剧情早已设定
无论悲欢离合
都已和我没有关系
因为主角和观众都已替换

没有了你
以后的日子都没有了意义
因为有些人永远停留在昨天
而另外一些人无论怎样努力
终究走不出某种禁锢

春天春天

坐对川流
停下匆忙的脚步
向一条溪流学习生存的智慧

跌跌撞撞而来，跌跌不休而去
而幸运在我面前，安放一汪
小小的宁静，让我窥见一群蝌蚪
对蓝天白云的亲昵

暂坐，对话无声的涟漪
心底波澜，尽与流水

石龙溅雪
从陡峭山崖上
慷慨跃下的，瀑布之外
还有活生生的中国文字

石龙溅雪
这个比喻多么生动
水流刹那间粉身碎骨
文字熠然生辉长留世间

面对浩淼的水
我们渴望纯净的雪

石燕迎风
一只燕子
从远方衔来春天
她热切的歌声，响亮清幽山谷

自由的风来自海上
来自宽广与无垠
来自你我心间，起伏的波澜

静立，或者飞翔
天空是云朵的故乡，也是燕子的家园

溪池映月
水亲近我
或者，我亲近水
都是很惬意的事

何况溪流淙淙
何况，有荷，有月
一方小小水面
容纳我关于天空的所有想象

静坐亦兰亭，在向晚的风中
在水墨画的意境里，斟酌诗意

兰亭觞咏
一丛翠竹，掩映亦兰亭
溪水绕亭而过，潺潺有声
不远处，溪池映月

携三五知己
煮酒，烹茶，伴长笛古筝
琴棋书画，诗词歌赋
日月星辰，江河湖海
花草树木，鸟兽虫鱼
古今中外，春夏秋冬……
都是酌饮好料

一杯在手
窥谷忘返，望峰息心
乐在其中也不在其中

蕉石鸣琴
再累，也要带一把琴上山
坐于石上，在芭蕉背影里
在燕子呢喃和溪流潺湲里
弹奏《高山流水》，或者《十面埋伏》

高处蓝天白云，低处芳菲花草
远处海涛帆影，近处蓊郁树木嶙峋怪石
渐次走入指尖
成为旋律的组成部分

最好遇上风雨，最好披上蓑衣
最好沿石溪而行，驻足摩崖石刻
把自己，遗忘在水墨兰亭间
只剩下云山诗意

凤凰云台
凤凰山风起云涌
香炉湾潮起潮落
林涛阵阵，溪流淙淙
鸟鸣清脆，虫吟悦耳

不过，登临凤凰云台
最美的风景还在于想象
在想象中弹奏，这流水就是琴弦
在想象中对弈，这云台便是棋盘

旷石观莲
逆流而上，沿石溪攀援
遇见陡坡，巨石，荆棘

旷石观莲处，险象环生
而我疲惫不堪，胆战心惊
视野之内，不见莲花
溪流湍急，猛浪若奔
有人掬水而歌，濯足而笑
石壁之上，小花绽放绿意盎然
更高处，蓝天白云云卷云舒

保持宁静心境
或许，就可以看见莲花
看见幸福在不远处微笑

夜深了，但心里怀着事，也许仅仅
是一件小事，就这样困扰着我们的睡
眠。长夜漫漫，翻来覆去，愈发觉得这
件事比天都大了。早上，顶着一双黑眼
圈起来，打开窗户，天光大亮，窗台绿意
萦绕，外面一阵微风吹来，新的一天开
始了。

看着充满生机勃勃的一切，忽然觉
得，小事一桩，何必耿耿于怀。夜不能
寐，浪费了一夜好梦。

我们的情绪，在黑夜中总是那么容
易被发酵成灾。黑夜里的情绪，犹如红
药水一样，越积越多，塞满心头，让我们
感到全身心的不适，压抑、无措。

为什么在白天里快要忘掉的小事，
在夜里又会如猛兽般奔涌而来呢？也
许正是黑夜静默，我们的内心更为敏感
脆弱。一点小事情，到了夜里，就成了
不能逾越的高山。好像有人拿着小锥
子，不停地锤击自己的心，若隐若疼，辗
转难眠。

在一本书上看过，人到了深夜，眼
睛迷离，所思所想都偏向于梦境了。
有时我们很难分辨自己究竟是已然入
睡，还是清醒着。只是一切又那么的
虚无，缥缈。那细微的情绪就像一个

梦境，若即若离，抓不住，我们偏想要
去抓到，折腾啊，翻滚啊。当察觉到窗
外已透出亮白，才恍然，又错过了一个
好梦。

我们的情绪总在深夜里被泡发，被
夸张得以为天都要塌下来了。失眠，其
实只是我们太习惯在寂静的夜晚清点
一天的得失罢了。

深夜时分，我们会因为白天别人的
一句话而耿耿于怀，会因为自己的一个
小失误而不能原谅自己，会因为偶尔看
到的一丝悲伤而痛苦不已……被情绪
裹挟的黑夜，相当于我们拿着一个放大
镜来审视自己的一天。

为何我们不能在入睡之前，完全把
自己的内心放空，什么都不想，把一天
清空，只管给自己一个安眠的好时光。
当我们完全放松的时候，就没那么容易
被情绪缠绕不安了。

黎明的光线驱赶了黑暗，也把深
夜里种种小情绪从身体里驱逐出去。
当我们看到一缕阳光徐徐升起的时
候，才明白过来，世界很大，自己的事
情不过很小。有新的一天，就有新的
希望。迎来新一天的开始，这是最美
好的事情。

被情绪裹挟的夜
□ 黄少明

我和我的珠海我和我的珠海
□ 吴燕婷

新区的奠基人
（油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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