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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意爭春
洪泓

泉州因地處海偶，風氣溫融，屬亞熱

帶海洋性季風氣候，終年溫暖濕潤，四季如

春，唐詩人韓偓寓居泉州有詩《清源山南台

巖》：「四季有花長見雨，一冬無雪卻聞

雷」之俗。贊泉州一年無雪，地氣溫暖，四

季花開。

天有天氣，地有地氣，四時寒暑也各

有不同風氣。

 熱帶、亞熱帶植物在這裡自由生長，

生機勃然。四季氣候溫和溫潤，冬夏翠色不

減。

綠色是泉州這座千年名城的「城市底

色」，生態是這座名城孜孜以求的民生福

利。

春天有「綠野」、「青逵」的講法。

「綠野」出自謝靈運《入彭蠡口》詩：春晚

綠野秀，巖高白雲屯。青逵即青道。晉陳臻

的妻子《獻春頌》云：「玄陸降坎，青逵升

震。陰袛送冬，陽靈迎春。」春天是最初的

季節，拂去時間的皺紋。此刻，萬物復甦，

百花欲開。街巷裡的樹木隨著季節的到來而

展現著不同的姿態。倘若高空觀望，會使汝

看到整條西街鬱鬱蔥蔥，綠樹掩隱，一座座

大古厝在彎彎曲曲、彎來斡去的巷子裡清晰

而通暢。養目的花們，蒼翠草木，搖曳繁

華，處處皆是，人行到哪裡，彷彿都躲不過

撲面而來的驚喜。

在這個春天裡，關于種植與飼養，這

些與它們日常飲食最息息相關的事，把我們

的目光從爛漫的春花、青青的綠葉挽回到腳

底的土地，土地的溫度、濕度，以及地上正

在發芽的種子。

花貓呼喚了千萬遍的春天提前來了，

到處汁液飽滿，鵝黃嫩綠。出磚入石的牆

體上的苔蘚就會綠得生機盎然，不論春夏

秋冬。「露濕秋香滿池岸，由來不羨瓦松

高。」厝上灰瓦簡間翹起的一樅樅瓦松暗粉
帶綠。這種瓦松多瓣環聚，層層向上，上端
尖長，彎曲肉厚。瓦松一般長到三四層後，
中間會長出寶塔一樣的花莖，上面開滿淡淡
的米粒大細的白色小花。唐初崔融的《瓦松
賦》曰：「在人無用，在物無成。」

大自然中草木原本無所謂孰優孰劣，
但是經過人們的一番描繪後，形形色色的草
木貼上各種情感化的標籤。如青松象徵勇
敢、牡丹代表雍容、蓮花則是高潔的同義
詞，而隨後可見的、那些野蠻生長的雜草，
則野被美化了，被生動風趣起來了。顛覆了
人們的慣性認證，彰顯出朝氣和活力。

春風不語，春雨無聲。印象中，小時
課本裡讀到最早的唐詩應該是孟浩然的「春
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夜來風雨聲，花落
知多少。」和白居易的「離離原上草，一歲
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當春
風攜著它特有的溫煦潮水一樣湧來時，還能
讓人斷魂，萬物都在享受春天的簇新暢快。

花，華也，言榮華也。草木之生，有
實有華，旁溪山曲，野圃名園，何地無之！
花知時而開，人順勢而立，與天地唱和，與
萬物相諧。

春天，不只有賞花，還有種子正在發
芽。東風舞春袖，老樹抽新芽。當春日的暖
陽漾上窗前透過玻璃直射厝裡，春風攜來陌
上百花的愉悅色彩，這樣的時節，且坐在漫
天的花影裡，用粗糙而質樸的陶甌，徹好一
甌花茶，融入微微的清香，飄散在幽靜時
空，清雅，醉人。這樣的時節，還適宜插著
一束花，看著冬日的沉悶競相驅散，淡雅清
新，賞室裡的桌花芬郁清朗。

春分是比較重要的節氣，「春分者，
陰陽相伴也。故晝夜均而寒暑平」，指在春
季的三個月之中，春分節氣既平分了春季，

還平分了晝夜。歐陽修對春分有一段精彩的

描述：「南園春半踏青時，風和聞馬嘶；青

梅如豆柳如眉，目長蝴蝶飛。」寫盡了春分

節氣裡的春意融融。最著名的要數王安石先

生的《泊船瓜洲》：「京口瓜洲一水間，鍾

山只隔數重山。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

照我還。」這首詩平頭百姓都會吟誦，一句

「綠」字，還是寫作上選詞煉句的經典佳

話。

階前桃李杏；窗外松竹梅。埕上砛石

邊的兩株含羞草，已長到近一尺高，全株都

是刺，若再長高些，頭部的刺就開始脫落，

此時全無落手處。又一季花開，動一動雙

手，讓阮們的生活，即使在水淋天時節，野

分外晴朗。

農諺有「春雨貴如油」的講法。雨是

一種恩養，因為雨，巷子立即立體起來了，

生動且細膩。俗講：「春寒雨偌濺，冬寒雨

四散。」故人惜字如金，不愛廢話。古話

講，「月暈而風，礎潤而雨」。月圓暈就會

起風，抱祧的石柱溫潤出水淋就會落雨。月

呀圓圓光光，就末半點起風落雨的跡象。如

有忽起「西北雨」時陣，行人可竄進隨時為

你準備的雨腳架，避避雨，俗語講「中山路

落雨——好避。」又繼續優哉游哉看看逛逛

顧衣店。

好雨知時節。古城的雨，微微總在不

經意飄來。晚上，行于逼仄的巷子，雨絲不

絕，它以各種不同的姿態輪番出場，撲向巷

裡。雨點敲打著雨點，簷泉流水像一幕透明

的簾子，撩灑落來。窗外的雨兀自地落，窗

內的人兀自地沉默。

迎面而來的阿嬤們一手櫸傘，一手拎

著新鮮菜蔬，卻打著赤腳，像觀音般靜靜側

身而過。不經意的樣子，格外惹人注目，是

謂風情。那時陣，古城的生活簡單有序，在

這裡生活，做事情卻跟星辰日月、風霜雷雨

都有關聯。景物依舊，年事已非，不由地猛

記起小時候的情景。街巷變得絢麗多彩了，

櫸起的傘，像盛開的花蕊在游移，一會兒，

雨倏去了，紛至沓來的遊客，又攪勢了老街

的吆喝聲。此時此刻，一隻狗從深巷竄出，

風忽而搖落一蓬大而密的屋簷的水，砸得它

一溜煙跑開，晃晃狗身坯上的雨水，巷石上

留落長串水汪汪的花瓣狀爪印。春深花淺

笑，秋濃葉漸傷。還有一句農諺：立春落雨

到清明。今日立春落了透雨，那麼就會延續

落雨到清明，兆示今春的雨水充沛，經常能

聽到雨聲了，在簷滴則淅瀝分明。

足音颯然，雨聲洒然。推開二月的門

檻，街巷深處，空氣裡總有一種青草和綠葉

混合的氣息在飄逸，滿巷花蕊，比春天還

早。此刻巷子裡飄出一首歌「滴答滴答滴答

滴答，小雨它拍打著水花，滴答滴答滴答滴

答，是不是也會牽掛他……」這讓我們的心

被一種久違的感動所擊中，那歌聲像似開在

聲波裡的花蕊，在花底融化軟掉了。

樹其疏雨巷外煙。雨還總是在此時應

景到來，行在巷郊的菜地裡，耳邊嗡嗡，鼻

子吸吸，是油菜花的清香，放目望去，一片

黃得燦爛的油菜花，還有那嗡嗡的蜜蜂。

此刻，想起《莊子》裡的蜩與學鳩，

在蓬草間漫遊小江湖，自得不已。在它們濃

烈的香氣裡徜徉的，不僅是蜜蜂，不僅是蝴

蝶，還有一顆顆乾淨的童心。它們不知從何

處而來，油菜花一開，一棒棒，一簇簇，竟

一下子蜂擁而至。甜甜絲絲地花香在整條巷

子裡瀰漫著，惹得蜜蜂嚶嚶嗡嗡地唱著，蝴

蝶且君子般無聲無息地翻飛著。囿于一種奇

異的花香盅惑，迷失了方向，一遍又一遍，

探相似的小徑，轉了一圈又一圈。興高采烈

的小孩們拿著竹竿採摘玩玩。侖無人看管，

竟然如此和諧、寧靜和安逸，一如王維筆

下：「無心，無目的，無意識」的境界。

牆根、厝角，草蟲啾唧，吟唱助興，

一波又一波地盈耳激盪。春天的溫柔，終究

抵擋不住夏天的熱烈，鮮艷的花蕊，最終誘

惑不綠色的葉子，當鳥兒飛劍一般掠過厝

角，當天空脫去所有雲裳，當瓦藍瓦藍的天

穹屋上似地罩在我的頭上，它們發現，春天

真的遠去，夏日悄悄來臨。

初夏羞怯地來到世間，像小孩一樣。

見到生人會不好意思，面紅、羞怯。是的，

夏日永遠的快節奏，風雨雷電，雲蒸霞蔚，

潮漲潮落，花發花謝，大開大合，大捨大

得。一切都在成長，一切都在爭鳴，一切都

有可能！

「東邊日出西邊雨」，夏天的雨，如

同小孩臉變化莫測，來去匆忙。它有時瓢

潑、有時柔錦，有時高亢、有時低吟，小雨

輕柔溫順，大雨甘暢淋漓，總是，「嘈嘈切

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這夏的雨滴掠

過天際，浸染了千年古街，原來的青草石，

敲打著錯落的窗沿，演奏著歲月恆古的長

歌，細細碎碎的聲音皆落入人的心裡，生動

而淳樸，曼妙而動聽。同樣而落入月季花的

花蕊。

花非花，花開象徵著塵世的慾望。月

季花開了，放在深井石條上的月季花又開花

了。它雖然末捉住花季的尾巴，可還曾同別

的花朵一樣努力生長。或許它還嚮往和煦的

陽光，嚮往過溫和輕柔的微風，但在侖懵懵

懂懂打開第一片花苞的時候，才發現命運已

經把伊交給了深秋。它還想在這個世界上一

展自己的美麗，哪怕是寒流突襲，哪怕是萬

物蕭索，它沒有找任何借口，還不需要任何

承諾。

它的青春和笑顏都如此嬌艷動人，絲

毫不遜色于正當花季的其他花兒。它是如此

珍惜自己的生命，珍惜這最後的陽光，珍惜

即最後的甘露。綻放就是它對世界的感恩，

深秋裡的最後這朵月季花，它的堅持對于世

界來說微乎其微，但對于月季本身來講，綻

放就是它的世界。生命自另有一番鬧熱景

象。花草蟲蝴蝶在自己的地盤上自在生長，

忙著愛，忙著生，還忙著往生。

雲生遠山，雨來遠天。天上飄著濃密

的細雨，果木和花草瘋長著，大地充滿了彈

性和張力，雨霎霎更使它多了幾分靈性，這

是塊充滿詩意的地方。

瞬間這又到一個人間四月天的夜裡，

窗外依然是淅瀝的雨。透過濩幕觀賞著街邊

的風景，片片綠葉在風雨中輕輕抖動，像一

面面展開的綠色旗幟。

目光所及，有的正要能夠看到真切美

麗的建築曲線，有的卻顯現出綽約風姿。雨

霧迷濛中，色彩艷麗，時而滂沱的密雨塗濃

了古城通體的色塊。

早晨，宿在街邊大榕樹上的鳥兒，還

有幾隻在嘰嘰喳喳地叫。那是睡過頭晚起的

幾隻。大部分的鳥兒已飛出去覓食了。它還

給這老街早晨的交響樂增添了一個婉轉的聲

部。等即幾隻守巢的鳥兒還飛行了，老街的

天光早還結束了。

依附于人類的鳥兒，它食糧，還食昆

蟲。鳥兒窩往往築于牆縫或橡間，因為翼

小，力量薄弱，不敢將窩築于高樓大廈。窩

還相對稀鬆，不經風雨。

鳥兒有勁健的繁殖功能，交配的黃金

季節在春夏。一年之中，鳥兒一般孵出兩窩

幼雀，每窩雛數只。孵出的幼雛眼睛緊閉，

肌皮光滑，記得幾乎透明，伸長脖子揚頭顧

盼。等待飼食。為什麼瞭解這般仔細。因為

小時候，我和小夥伴曾多次爬樹上厝角掏過

鳥兒窩。

秋天涼意侵襲時，鳥兒們又都相約出

來站到電線桿之間的電線上，密密麻麻的排

列著和暮色交織成趣。這些鳥兒好像都不是

急著飛，像似站隊清點數量後再集體行動。

在小時候深深的記憶裡，我曾經跟著

大人櫸著竹竿，上面綁著彩布條，滿街滿巷

趴趴行著大喊大叫轟趕鳥兒。那時陣，把鳥

兒列為「四害」之一，據說全城乃至全省都

統一佈署在同一時間轟趕鳥兒，鳥兒飛累了

就會自己掉落來，在我的印象裡確實看過它

掉落來的「現場實況」。如今回想起來，那

時陣的我和小夥伴真是愚昧無知，不經意之

間做出了踐踏生靈的惡舉。

早睡早起身體好，祖輩們用家己的經

驗之談告誡我們，一日之計在于晨，有句諺

語：早起的鳥兒有蟲吃，早起的蟲兒被鳥

吃。一樣的早起，命運截然不同。此刻，樹

上的小鳥叫驚醒恍惚中的路人。

「 幾 數 半 天 紅 似 染 ， 居 人 云 是 木 棉

花。」詩人總是那樣言簡意賅。路邊出現一

棵粗壯的木棉樹，樹幹挺拔，樹枝四張。此

時樹上的新綠，在如此迷人的景色，似乎變

得如此蒼白。

一 樹 鮮 紅 的 木 棉 花 是 自 己 品 格 的 映

襯，就是一樹春天裡綻放的火紅與希望。有

了木棉花的嬌艷的容顏，古城有了亮麗的底

色，有了木棉花的點綴，街巷就擁有了明媚

的色彩與春光。

蔚藍的天空，白雲漫步，有時嬉笑，

有時安靜。忽然間空氣裡漸漸多了一層味

道，聞到了一股沁心潤肺的芳香，淺甜的，

漂浮的，幽幽長長的，霧氣一樣飄渺，但

經過斜風細雨的過濾，純淨而又濕潤。調整

一俟凝神呼吸，好像又僅是一團清新，衝動

地深深綴嗅，彷彿那縷沉香已經觸摸到了心

底那抹最柔軟，稍微有一些力量將置身其中

的人們奮力浮起，抬升、抬高。那芬芳的花

語，我似懂非懂，均讓我慷慨有思，怦然心

動。

總之，夜深，香氣清遠，那簡直連露

水都沾了香氣，香，正成為古城的主題曲。

街巷熱茲，真是聞香的好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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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尼拉市消防局慶祝成立一二一週年
消防救災總會獲頒表彰獎牌及感謝狀

菲華消防救災聯合總會市訊：馬尼拉

市消防局於八月八日下午六時在馬尼拉大飯

店節慶廳隆重舉行慶祝成立一百廿一週年晚

會，誠邀本會出席參加。

本會由理事長莊漢香、名譽理事長李

德鑫，執行副理事長莊曉宏，副理事長莊長

順，財政主任王永鑫、施宣平及消防總監劉

啟順、吳邁過等代表出席觀禮。

大 會 由 馬 尼 拉 消 防 局 長 辜 莫 汪

〔CROSBEE B GUMOWANG〕上校親自主

持，特恭請內政部長亞描魯斯〔BENJAMIN 

ABALOS JR.〕擔任主賓。

會中並頒發表彰獎牌及感謝狀予菲華

消防救災聯合總會，由本會莊理事長漢香

親自代表接受。是晚出席主要貴賓尚有：

馬尼拉市市長拉古納〔MARIA SHEILAH 

LACUNA-PANGAN〕、副市長尼耶道JOHN 

MARVIN NIETO、消防署署長布拉干LOUIE S 

PURACAN中將、首都地區消防總局總局長杜

洛GILBERT D DOLOT少將。

圖示：

上圖為內政部長BENJAMIN ABALOS 
JR.〔右二〕頒贈表彰獎牌及感謝狀予菲華消
防救災聯合總會，由莊理事長漢香〔右一〕
代表接受。

中圖為是晚出席本會要員在會場合影留
念。

下圖為表彰獎牌及感謝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