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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逐
林秋蓉

                      在惠女灣，
                      來一場追逐
                      踏著浪花朵朵，
                      尋訪
                      油杉的蹤跡
                      海風打碎
                      明淨的光斑
                      海底古森林
                      遙遠的記憶
                      慢慢浮出水面

                      潮水攤開
                      夏天的修辭
                      把古城燈塔
                      擦拭得珵亮
                      信天翁
                      舒展羽翼，翱翔
                      在碧海藍天，
                      為一闕
                      惠女精神詠唱

                      當浪潮
                      漸漸平息，
                      換做唪讀
                      內心總有
                      一股悸動——
                      來自大海深處，
                      一抹蔚藍
                      從筆端
                      洇染開來，
                      漫過遊子的鄉愁

                      瞧！
                      你我
                      所期待的事情
                      正駕馭著
                      金色的馬車
                      篤篤而來

月有意而入窗
劉佳琳

《歸去來辭》寫道：「倚南窗以寄傲，
審容膝之易安。」

我深以為然，只要有窗可以憑眺，就無
需在意屋子的大小。夜深人靜時，我常倚在
窗前，久久凝望天上的明月，凝望得久了，
便覺得月亮自帶靈氣，看它穿雲破霧地緩緩
行進，讓我沉溺在柔美的月光中，有種夢裡
不知身是客的感覺。

《小窗幽記》中言「月有意而入窗」，
這句話深得我心，也許這麼多年，我尋找的
就是這樣一種感覺。

我熱愛旅遊，每到一個地方，總是期盼
夜晚的來臨，在不同的地方，月亮便有不同
的景象。凱羅說：「雙瞳如小窗，佳景收歷
歷。」眼睛是心靈的窗戶，窗戶又是房屋的
眼睛。在山上望月，群山圍繞，月亮似被山

巒托起的玉盤子，若是恰逢春天，綠意蔥蘢
的季節裡，月亮似一位佳人，優美地用琵琶
彈奏《春江花月夜》。在海上望月又是另一
番感受，黑沉沉的夜籠罩著寶石般的大海，
月亮如一位救世主般，讓人們感受到大自然
的柔美和溫暖。

在異國望月，從地中海建築的拱形窗
戶裡，遙望棋子般的月亮，總是能從她夢幻
的臉龐中，望到母親的身影。在異國他鄉的
我，覺得月亮那麼遠，又那麼近。

月亮在詩中，就是詩人心中的月亮。
「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是李白曠達樂
觀的寫照；「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是
杜甫思念故鄉的一顆心；「但願人長久，千
里共嬋娟」是蘇軾在失意中樂觀開朗的生活
態度；「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是張九
嶺設想對方在望月思念自己；美國詩人艾米
麗狄金森寫：「我看見月亮，繞過房間，直
到定在窗格上」，她捕捉到了這個瞬間的美

和詩意。
月亮如一面銀色的鏡子，她照出每個人

心中的樣子。不同的人，不同的月。月亮對
于重感情的人來說，是多情之月；月亮對于
離別的人來說，是悲涼之月；月亮對于憂傷
的人來說，是惆悵之月；月亮對于團聚的人
而言，是幸福之月。記得父母離婚那年，我
最怕看到月亮，無論月亮以什麼形狀出現，
我的心都會被刺痛。月亮對于家庭破裂的人
而言，如一劑藥丸，但這劑藥丸若想發揮效
力，需要這個人自身的成長，也需要時間的
頓悟。等到自己成家後，才真正理解父母的
不容易。每每隔窗遙望明月，內心只有感
恩，只存溫暖。

在皎潔的月亮面前，任誰也不能真正抱
怨命運的不公。月亮是在一次天體運動中誕
生的，她的命運就是守護地球。偶然產生的
我，應該珍惜來之不易的生命。月亮不僅點
亮了夜空，也點亮了我的心。

春天，到東留去
謝美永
一

似老友重逢，大陽橋憨憨地笑著，迎
接我的到來。

「 大 塊 文 章 浮 水 面 ， 陽 春 煙 景 鎖 橋
頭」。前人撰寫的楹聯，增添古意，一幕煙
波浩渺的畫卷從眼前升起。「上江西，下廣
東」大陽橋連接閩粵贛，小小的橋成了三省
通衢之地。

二 月 陽 光 ， 溫 暖 宜 人 ， 引 領 我 步 入
三百多年前的康熙王朝。一群一心向善之
士，傾其愛心善意，重建大陽橋，「施橋砌
路」乃客家民系的傳統，多少年來，代代相
傳，賡續永久。

翹脊高高，攀著白雲的尾巴。立柱橫
樑，露出褐色的肩膀，挑起歲月，挑著日
子，挑著一擔擔人間煙火，挑著兩岸生生不
息的子民百姓。

樑上的紅燈籠安靜淡然，照見從前，
照見蜂湧而至的赴墟百姓，蘿蔔青菜，橛頭
畚箕，擔桿谷笪，雞鴨頭牲，人頭攢動，喧
起五天一集的鬧熱。

傳說中的鯉魚精依舊守望，它優美的
姿態映在清澈的水中。每次到來，動人的故
事總漫漶思緒，美好是永恆的。

陽光看見春風從河面吹來，但陽光猜
不出我的心思。而我也猜不出，為什麼大陽
橋的身上，連一絲蛛網也沒有，連一隻蚊子
也沒有，就這麼神奇，也許，只有春風才知
道答案。雨水將至，春回古橋。凝望大陽溪
兩岸，早已聳起的連片高樓刷新時代的目

光。鄉村振興，大陽橋歡欣的心情，鼓滿我
的胸膛。

二
李花一怒滿樹白。
這怒放的李花像天空漂流的白雲，把

封候這個名不見經傳的小村名字，傳得很遠
很遠。停車場一輛輛泉廈、粵贛車牌，暴露
了遊客的來源。

有七百多年的種植歷史，芙蓉李這和
歲月一樣古老的水果，甜蜜了一代又一代的
封候人。

看 花 ， 上 山 去 。 去 一 千 畝 的 花 園 游
弋，躺在一朵花裡，和蜜蜂親吻，和粉蝶擁
抱。芙蓉李樹沉著身子，虯枝環抱。每根枝
條都開著花，一朵、兩朵、五六七八朵、一
長串，那麼多的花，恐怕連李樹自己都數不
過來。

白色的花，彷彿掉隊的白雲，看到封
候這風水寶地，就不肯走，它留了下來，在
這裡做窩，要和封候人一起，過凡間生活。

李樹一棵連一棵，手拉著手，從山腳
一直長到半山腰，它們扯著厚厚的棉絲，枕
著陽光做白日夢。夢裡有穿漢服的姑娘裊裊
穿行，有孩子好奇的目光問候春天，有遠客
讚歎的話語掛在枝頭。手機、照相機的快門
聲，宛如小鳥輕快的鳴叫，在花間躍動。快
看，拍抖音、搞直播的，臉上的興奮，如一
團火，飛上雙頰。

李花香嗎？蜜蜂知道，粉蝶知道。抵
近花蕊，鼻翼輕觸嫩嫩的花房，我也知道
了。一千畝的花，一千畝的香，只有山才裝
得下；而一千畝的碩果，也需要一千畝的汗
水澆灌。

這裡是花園，是果園，是人間樂園。

下了山，我把「東留有李  不如有你」
裝進了心裡。

三
春節前，收到友人饋贈的富貴籽，室

內頓時喜氣幾分；濃密的綠葉間，串串鮮紅
的瑪瑙閃著亮光，一樹喜慶，滿屋熱鬧。

這盆富貴籽來自東留鎮黃坊村，東留
被譽為「中國富貴籽之鄉」。

黃坊，我經過一千次，定格在車窗外
的藍天碧水，明亮了我染塵的心境。當我置
身于這片熱土，頓感四下生風，這是一股輕
盈溫潤的風，這是吹開富貴籽從野生「涼傘
籽」到馴化成熟、繼而帶動農民致富的風。
這風從閩西的山旮旯吹向全國，吹向世界眾
多國家，吹出了黃坊的名聲，吹出了村民的
歡樂。

富貴籽又名「黃金萬兩」，黃坊是生
產黃金的地方。

廣闊田野，大棚座座相連，現代化的
設施，解放了勞動力，科學技術開出喜人的
花朵。大棚夠大，大得裝下了富貴籽的三生
三世，卻裝不下黃坊人的夢想。黃坊人的
夢，就像樹上結的富貴籽，多得數不清，每
一粒夢都光彩奪目。

他們的夢一一實現。一幢幢新樓，挺
撥聳立，高過人們的心；沿溪的健身步道，
身披五顏六色的彩裝，照亮清淨的河水；多
功能的田園樂園，與時俱進，網紅蹦蹦雲、
網紅鞦韆、竹簍滑索、抖音網紅橋、沼澤跳
躍、水上皮划艇，吸引人眼球，歡呼聲和尖
叫聲掀起來，漫過高山。

沐浴二月春風，諦聽溪水歡唱，盛開
的李花預兆新年的希望。黃坊的夢在陽光下
再次湧動。

兩頭石獅的守護
洪少霖

洪承疇（1593-1665），南安英都鎮良山

村霞美自然村人。

北京東城區、北京最古老的街區之一、

現為小吃步行街的南鑼鼓巷，其59號，曾為

洪承疇宅。現其門前有一木匾，匾中文字介

紹：「其為明末叛臣，清代定鼎中原重臣。

原門外有兩隻鐵獅子，為全城矚目。現存北

房三間前出廊，為合瓦清水脊硬山房，是清

代中晚期建築。據說是洪氏祠堂所在地，時

稱『洪家大門』，但已後世翻建。」

筆者走在南鑼鼓巷中，巷子裡人來人

往，遊客眾多，顯得熱鬧，轎車難以進入。

洪承疇宅前木匾下另有一塊藍白兩色牌子，

上面寫著「我在北京很想你。乖乖的，哪也

不去，就在竹色煙雨中。」

推開私宅小門樓的大門，筆者走入洪

承疇宅，房子裡面的老人說：舊房早已不

在，目前房子屬於翻建的建築。現宅中有一

個小磚埕，面積不大，約40平方。宅門呈紅

色，不新不舊，門前上方掛著兩個紅燈籠。

有數十塊景觀石靠牆擺放，石顏不一、形態

不同。院裡晾掛著不少衣褲，另有一些小盆

景，顯得擁擠、雜亂、不寬闊。最吸引我的

是一棵老樹，一棵我一個人合抱不來的槐

樹。那樹上，當時沒有葉子，但整體顯得高

大！

北京海澱區紫竹院街道兵器10號院內，

又名「車道溝10號院」，曾有洪承疇墓，現

無存，只遺一對石獅子，疑似漢白玉石質。

兵器工業機關服務中心幼兒園始建于1959

年，至今有60多年歷史。筆者詢路多人，有

人回道：那石獅子多年前就已被文物部門搬

走了。然而，筆者沒有放棄，最終找到了那

幼兒園。由于此園有特殊性質，筆者等待了

兩個小時左右，也無法進入園區。筆者數次

向其內一位中層領導請求，對方最終才答應

我：不讓我進去，但可幫我把我手機帶進去

進行拍照，而後還我。

在等待所有幼兒園孩童放學回家過程

中，時間似乎過得有些漫長。我的腦海中被

許多意識填充，不禁思緒萬千，不禁湧出一

股愴然之感！彷彿有無數洪承疇曾經有過的

思緒一股腦許許多多在我心胸裡醞釀、發

酵。

我打開手機地圖，搜索洪承疇的家鄉。

從那墓園到南安英都良山村，需要1990公里

的路途。我回想起洪承疇宅那塊牌子——

「我在北京很想你。乖乖的，哪也不去，就

在竹色煙雨中。」這些文字越來越通俗，而

今許多地方都有。然而，當時光回到清代早

期，那些年交通相對十分不便，洪承疇是否

也會想念他那些遠在1990公里外的親人，想

念他的家鄉呢！他真的可以醉心在「竹色煙

雨中」嗎！

他深愛著的母親對他不理解，兄弟與

他反目，國家大局的忠貞，民族仇恨與大融

合，血脈的延續，漢文化的傳承，還有數千

萬同胞的生命要他選擇「不顧一切」還是

「留有餘地」……不同地位，不同層次，有

著不同思想。定然，有無數思緒在他腦海裡

反覆翻騰，數也數不清呀！而我，我僅僅有

一小些感同身受，就已然承受不住那一份沉

重的壓抑。

當地百姓介紹：洪承疇墓園曾經十分

巨大，至少方圓數百米之廣。曾經，那兩頭

石獅守護著洪承疇的墓地。而今，它們在園

區裡似乎在默默守護一批又一批許許多多孩

童，一批批「滿、漢」等族的孩童。園區外

無數家長和我一樣看不到那兩頭石獅，然而

卻一點也並不影響兩頭石獅數百年來的安然

與默視！它們不解說任何存在與意義，它們

只是堅韌停留在這人世間。

我沒有親眼看過那兩頭石獅，但通過我

手機裡的相片去看它們，它們顯高大，約2.5

米高。它們一公一母，公獅踩球，母獅逗弄

小獅。兩獅皆呈蹲坐狀，皆張著大嘴，皆有

銅鈴般大眼。它們背後夾著尾巴，顯現一股

憨態。它們身下有底座，底座四面刻有精美

花紋。從正面看，它們給我威武之感；從背

面看，它們的背影顯蕭瑟、黯然！它們正面

給人兇猛之感，背面給人寂寞之意！

微信公眾號上有文章介紹：洪承疇墓園

有古樹群，現存古樹53株，其中一級古樹1

株，二級古樹52株，主要為：古油松、古側

柏、古國槐、古檜柏。有幾人能理解洪承疇

的孤獨，能理解他內心承擔之重！他貧苦出

身，從來都不奢侈。他處于中華民族「滿、

漢」夾縫之間，他沒用相關的文字、語言去

為自己辯解，也無力去多言。只是不斷努力

讓漢文化更好傳承，讓生命少一些無意義的

消逝！

南方的氣候與南方人的性情往往較為溫

潤，北京的綠色少得多，天氣也冷得多。不

是清冷，是深冷。

南方人的心田大多比較潮濕，北方的鐵

騎大多十分乾燥與堅硬。

歷史有太多偶然，偶然難以預料。那麼

多數不清的悲歡離合，並不是自己的需要，

卻必須去面對與選擇。是對是錯，終有人認

同，也有人反對，最終皆會走向繁華落幕。

有多麼繁華，就有多麼蒼涼！還好人生在世

大多僅有百年時光，所以墓園便是他靈魂最

好的歸宿！

 圖示： 
洪承疇宅原址，大門。
洪承疇宅原址，內部。
洪承疇墓原址，一對石獅。
石獅，背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