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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觉得澳门就是隔壁的
一道门，我居住的城市地处珠江
口东岸，澳门就在珠江口西岸，
一座虎门大桥在澳门回归之前就
已跨越一个喇叭形的海湾，将东
西两岸紧密相连。

本世纪初第一次踏进澳门，
我就被深深地吸引住了。这么多
年来我一次次走进澳门，对这座
城市越来越熟悉，却又感觉越来
越陌生，我好像从来没有看清澳
门。还是一位澳门友人点醒了
我：“你不要老是在城里头转来
转去，你沿着澳门海岸线转一
圈，试试看。”

这话让我心里一顿又似有所
悟，兴许只有透过大海，才能看
清澳门。

大海的孩子

澳门是一座三面环海的半
岛，而在更久远的岁月，澳门还
是一个“孤悬海中，未与大陆相
连”的荒凉小岛，随着珠江干流
西江奔涌入海，河流携带的泥沙
在澳门与大陆之间日渐沉积，又
在潮来汐去中被海水冲积成一道
天然沙堤，在经历了长久的分离
后，一座与世隔绝的孤岛终于与
大陆唇齿相依。

大海塑造了澳门的形状，状
若一朵绽放的莲花，因此澳门又
称莲岛。那与大陆相连的一脉，
便是纵贯于沼泽与海滩之间的莲
花茎，它连着一座莲峰山，又延
伸出莲花路、莲花街、莲径巷、
莲花圆形地、莲花海滨大马路。

大海也为澳门塑造了优美的
海岸线和海湾，南湾、西湾、竹
湾、石排湾，这一个个海湾恰似
莲花的花瓣，簇拥着这一块莲花
宝地，澳门就在波光潋滟的海湾
中安放着澄明的灵魂。这些海湾
也是天然的港湾，那些从大海的
风浪中颠簸驶来的船舶，一进海
湾就变得宁静了。赶海人在宁静
的海湾中躲过风暴，然后又一次
扬帆远航。

南湾位于澳门半岛最南端，
这是澳门岁月深处的一道海湾，
若从大海的方向过来，这是澳门
第一湾。曾经狭小的南湾街现已
拓展为南湾大马路，如今已是澳
门繁华的商业中心、金融中心和
市政中心。一座座高耸的、直入
天际的楼宇都是在大海的支撑下
昂然崛起的。当我走在这车水马
龙、人流潮涌的大马路上，感觉

脚步还在荡漾起伏，仿佛走在南
湾的海浪上。

大海是澳门的母亲，澳门就
是在大海的怀抱里逐渐长大的。
曾经的南湾其实并未消失，而是
以另一种方式诞生，澳门也不会
改变面朝大海的方向。而今，澳
门半岛面朝大海的是背枕西望洋
山、紧接南湾的西湾。西湾恍若
西湖，然而仔细一看，却又不
是。西湾没有白堤苏堤，却有一
道向大海延伸的长堤，穿过苍劲
的古榕和高大的棕榈，一股浓郁
的欧陆风情在大海中涌现。

人与自然的完美融合

海风是咸的，海水也是咸
的，无论你心里是怎样一番滋
味，你都必须明白，只有面朝大
海，才会风光无限。

当太阳在大海上升起，那些
热爱健身的澳门人便开始沿着堤
岸、向着大海奔跑，那闪光的汗
珠和突出的肌腱代表了一座城市
的健康。这些跑步者甚至可以跨
过西湾大桥，从澳门半岛的融和
门一直跑到澳门离岛氹仔码头，
这是超越了西湾又从西湾延伸出
来的一道风景线。

澳门是一座融合性的城市，
不只是人与人之间的融合，也是
人与自然的融合。澳门的每一个
海湾都堪称是人与自然的完美融
合，而竹湾堪称是原生态和浪漫
风情融合的佳境。这儿既有一座

郁郁葱葱的靠山，又拥有广阔的
海岸和细白柔软的沙滩。那些依
山而建的房舍、小桥、小径栏杆
皆以松木营造，仿佛是从山林里
直接生长出来的。

一条山溪在清风中婉转流
淌，竟有这样一派清幽古雅的境
界。在路环岛西北的石排湾，建
起了依山傍海的郊野公园，走进
植物园，可以观赏澳门形形色色
的植物，观鸟园里又可看到各种
各样的珍禽异鸟。在鸟语花香
中，把都市的烦嚣抛到了脑后，
又重新投入了大自然的怀抱。

澳门拥有这么多得天独厚的
海湾，但从陆地到海域又实在太
小了，干什么都捉禁见肘。澳门
回归后，在母亲的怀抱里不断成
长，第一个长大的就是澳门大
学。2009年以来，澳门大学新建
的校区背倚满目葱茏的横琴山，
由一条河底隧道与澳门相连，比
原校区一下扩大了 20 倍，足以
容 纳 9 个 学 院 和 1.5 万 多 名 学
生。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澳门
大学凭借大陆与大海水乳交融的
优势，正雄心勃勃地向世界一流
大学迈进。

背靠更大的海湾

澳门其实还有一个更大的海
湾——粤港澳大湾区，澳门既是
珠江口西岸最小的城市，却又是
位于珠江口西岸的唯一一座中心
城市，一个与香港、广州、深圳

并驾齐驱的核心引擎。如今，大
湾区已是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地
区，大湾区面积只有 5 万多平方
公里，人口 7000 万，2017 年的
GDP 就突破 1 万亿美元，若放置
于世界国家排行中也名列前茅，
超过了许多西方发达国家。

如今，澳门30多平方公里的
土地上，生活着60多万人口，这
是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之
一，也是全球最发达、最富裕的
地区之一。澳门的轻工业、旅游
业、酒店业一直长盛不衰，澳门
人一直渴望把澳门打造为世界旅
游休闲中心。

作为一个站在大湾区一线潮
头的核心引擎，澳门需要重新审
视自己。澳门对外贸易的经济规
模虽不大，但外向度高，而且是
大湾区内税率最低的地区之一，
财政金融稳健，一直是亚太区内
极具经济活力的一员，也是连接
内地和国际市场的窗口与桥梁。
澳门潜在的优势和底气，一旦释
放出来，这一小片灿烂的土地势
必将发挥出四两拨千斤的力量。

大湾区的澳门终于看清了自
己的面孔，我也终于看清了大湾
区的澳门。

澳门很小，但大湾很大。这
辽阔的大湾，一切都是大海的创
造，只有大海才有如此强劲而又
持久的力量。澳门一直在大海中
汲取和积聚力量，期待着新一轮
的迸发。我已经感觉到了，那一
触即发的气势，正随着海风推拥
着浪潮奔涌而来……

（陈启文，中国作家协会全
国委员会委员、一级作家；著有
《河床》《漂泊与岸》《共和国粮
食报告》等作品，曾获国家图书
奖、徐迟报告文学奖、老舍散文
奖等奖项。）

上图：澳门西湾
左图：澳门街道

大湾区的澳门
陈启文文/图

中科院庐山植物园
科研人员4月上旬在江西
省庐山自然保护区牧马
场、庐山华微国际度假
酒店门口右侧附近，首
次发现100余株野生珍稀
水杉林，树龄1-3年，绿
意盎然，生机勃勃，茁
壮成长。

水杉是国家一级保
护 珍 稀 植 物 ， 中 国 特
有，似松非松，似柏非
柏，似杉非杉，为杉科
和柏科之间的过渡和桥
梁 。 水 杉 ， 有 “ 活 化
石”之称，它对于古植
物、古气候、古地理和
地质学，以及祼子植物
系统发育的研究均有重
要意义。

1941 年，我国干铎
教授在四川省万县磨刀
溪 （今湖北省利川县）
偶 然 发 现 三 株 水 杉 。
1947 年，庐山植物园的
王秋圃播种、扦插繁殖水杉。1948 年，著名植物
学家胡先骕、郑万钧联合定名“水杉”。通过中国
成功引种驯化，水杉现已遍布全球100多个国家和
地区。

中科院庐山植物园副主任魏宗贤说：“水杉是
自我繁殖能力非常低的珍稀植物。这次在庐山牧
马场首次发现野生水杉林，从园林绿化引种到逸
为野生，说明庐山作为植物天堂非常适合水杉生
长。引种到逸为野生，对于遗传多样性、生物多
样性意义重大，对进一步促进种质资源保护有较
高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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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落别的樱桃此时正红，
鲜红艳丽的樱桃一枝枝、一串串
地隐藏在翠绿肥厚的樱桃叶中。
那些缀满枝头的红樱桃，如珍
珠、似玛瑙，娇嫩嫩、红艳艳，
摘几颗放进嘴里，口感柔润绵长。

落别布依族彝族乡是我的故
乡，坐落在贵州省黄果树大瀑布
上游，落别樱桃色泽鲜红、果肉
鲜嫩、肉厚多汁、酸甜爽口，是
舌尖上难以忘怀的乡愁。

在落别乡的牛角、可布、坝
湾槽子，家家户户都栽种樱桃，
放眼望去，房前屋后、菜园、坡
地都栽种上樱桃树。樱桃花盛开
的时节，村子里银妆素裹。白得
惹眼的樱桃花团团簇簇，高傲地
绽放，让人艳羡。樱桃花凋谢
时，一片片花瓣纷纷扬扬，如天
女散花，风情万种地飘落在地上。

花谢后，嫩生生的樱桃叶也
开始萌发，鹅黄鹅黄的，几场春
雨就变得碧绿一片，把满树青涩
的樱桃果严严实实地遮掩起来。
随着气温的渐渐升高，樱桃就开
始从青变黄。倏忽间，缀满枝头
的樱桃就慢慢地红了。

记得有个作家来到落别，见
了一树树鲜红亮丽的樱桃，突然
来了灵感，即兴写了一首 《樱
桃》诗：“春风得意暖融融，三月
樱桃花事隆。万朵白云浮眼底，

千株银树出晴空。清香一碗人心
醉，秀色几重图画中。待到花落
叶绿后，珍珠无数满园红。”

真 羡 慕 那 些 自 由 飞 翔 的 小
鸟，樱桃熟透的季节，往往是这
些小鸟尝鲜“第一口”。它们专挑
颗粒大的、红透了的樱桃叼，享
尽了口福。

树树樱桃带雨红。熟透了的
樱桃皮薄如蝉翼，颜色鲜红，晶
莹透亮，吃在嘴里，果肉顷刻间
化作汁水，香甜中掺揉着一丝儿
酸味。那种世间难觅的鲜和爽，
不上树采摘的人是难以体味的。

上 树 摘 樱 桃 ， 最 好 用 竹 篮
装，因为竹篮通风透气，保鲜效
果好。在竹篮的底部垫上些许的
樱桃叶子，这样存放的樱桃鲜红
亮丽，不易变质。摘下的樱桃最
忌放在塑料袋里，再新鲜的樱桃
放在塑料袋里不大工夫就会变黑。

采摘樱桃，要先备好绳子和
钩子，用绳子先把樱桃树的枝桠
拴好缠实，一则保护采摘人的安
全，二则保护樱桃树不受伤害。

钩子用来钩那些手够不到的地
方，因为成熟的红樱桃很娇气，
摘樱桃时必须轻摘轻放，以免碰
伤樱桃。采摘樱桃时，专挑那些
颗粒大的红透的下手。

老人们上不了树，就用篾席
或蚊帐铺在地上，绑根长竹竿，
用竹竿在树上一阵拍打，熟透的
红樱桃噼噼啪啪地掉落在篾席
里，像下“樱桃雨”。孩子们像一
只只小馋猫，雀跃般地捡起篾席
里的红樱桃塞进嘴里美美地享受
着，直吃得汁液顺着嘴角淌。

近些年来，随着山地特色旅
游、乡村旅游的发展，落别乡培
育种植的上千亩连片玛瑙红樱
桃，吸引了大批游客纷至沓来。
游客既欣赏了乡村美景，呼吸了
新鲜空气，又可以在樱桃园里体
验采摘樱桃的乐趣，吃够了摘些
带回家。大凡上树吃樱桃的人每
个几十元，既增加了果农的收
益，对于城里人来说又是一种快
乐的享受和美好的记忆。

上图：落别乡风光 来自网络

到贵州落别摘樱桃
李海培

到贵州落别摘樱桃
李海培

千灯，位于江苏苏州昆山东南，
相传，吴凇江畔有土墩 999 个，到了
昆山南面30里处，有一个高土墩，恰
好凑满 1000 个，因此，叫“千墩”，
后改谐音为千灯。

走进千灯古镇，一幅工笔画在眼
前铺展开来：三孔石桥和秦峰方塔倒
影在水中，轻风一起，水面抖动的波
澜漾起，就像老人脸上的皱纹，一层
一层荡漾开来，似乎在倾诉着自己已
经波澜不惊地走过了2500年。

闻得不远处传来一阵清越的笛
声，在寂冷的古镇中，我循着这飘飘
袅袅、千回百转的笛声进入了一座四
四方方的小院落，这里就是昆曲鼻祖
顾坚的故居。我坐在台下，观看台上
正在上演的昆剧《牡丹亭》，那婀娜多
姿的曼妙身段、明眸善睐的顾盼生
辉、沁人心脾的江南丝竹委实令人心
旷神怡。

古镇除了顾坚，还有一个顾，那
就是与顾坚堪称“千灯双顾”、大名鼎
鼎的顾炎武。循着青石板街南行至尽
头有一座坐西朝东、古香古色的明清
建筑，门头悬挂一块横匾“顾炎武故
居”，那是一座墓、厅、祠三位一体园
林布局的五进江南老宅。

跨入门厅，顾炎武青铜半身像跃
入眼帘，他头戴学士冠、长须冉冉、
双目圆睁、脸上满是忧愤的神情。后

花园的顾母教子等塑像栩栩如生地再
现了顾炎武先生的生活、读书场景。

通往主人墓穴的通道两侧郁郁青
青的松柏遮蔽了晴天烈日，可我的心
里却突然亮堂起来，顾炎武为中华民
族点起了一盏明灯，这盏闪烁在华夏
大地上的思想明灯照亮了千千万万的

中国人。顾炎武是有骨气、有气节
的，那是千灯的气节，亦是民族的骨
气。这座宅院，令读书人刮目相看，
令世人顶礼膜拜，须臾间，我突然明
白这古镇为何名叫“千灯”。

从顾炎武故居出来，踏上了一条
贯穿南北的青石板街，老街呈蜈蚣形
蜿蜒延伸开来，纵然下暴雨，石板下
的阴沟也能及时排出污水，路面清
洁，即便穿绣花鞋走在上面也不打
紧，令人不得不佩服古人匠心独具的
智慧。

细心的人数过，青石板不多不少
总共由 2072 块长条形花岗岩铺就而
成，号称“江南一绝青石板街”。抬头
仰望，两侧小楼相依，隔街即可携手
授腕，石板街与高屋檐的明清房屋构
成了“一线天”奇观。

如果说，顾炎武是千灯的灵魂和
风骨，那么，石板街就是千灯的骨架
和筋骨，它承载起一代又一代千灯人
的希冀和憧憬，矢志不渝地在脚底下
蔓延伸展开来。

上图：千灯古桥
左图：顾炎武故居后花园

风骨千灯
申功晶文/图

据有关资料显示：庐山地处湿润气候区，总
的气候特征为冬长夏短、春迟秋早、风大、降水
及云雾多，全年有雾日 191.9 天，常年云腾雾绕，
立体气候明显，成为储存物种的宝库。水杉喜湿
润，生长快，耐寒、耐水湿能力强，北京以南各
地均有栽培。

中科院北京植物园专家认为，庐山首次发现
野生水杉林，实为罕见，值得继续观察和研究。

上图：庐山华微酒店门前的水杉 程丽云摄行 天 下行 天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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