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骤晴骤雨，就意味着澳门的夏天到
了。如若没有台风的肆虐，六到十月绝
对是造访小城的最佳时节，空气澄澈，
能见度高，蓝天里大团大团的云朵十分
可爱。

然而，还记得第一回来澳门时也是
夏季，我却是不太习惯这里的气候的，
比起家乡，海岛潮湿黏腻的暑气着实让
人提不起精神。不过，即便是浓烈的大

暑，南端路环岛的夏日似乎也没有那么
焦躁，小岛简单，还保留着往昔澳门渔
村的印迹，侵袭而来的热浪被海风抚
平，蝉鸣得欢，沿着荔枝碗马路的绿荫，
往高坡上走，沿海一侧便是斑驳的老船
厂，而葡挞和手打咖啡的慰藉更是绝对
值回一路车程的颠簸。

路环岛北面的海湾水较深，故船厂
及码头都在荔枝碗一带，对于日新月异
的城市来说是老古董了。俗话说，靠山吃
山，靠海吃海，十六七世纪的澳门已是当
时世界上的重要港口，依着传统的捕鱼、
采蚝等作业，渔民聚集在此，待到二十世
纪时，因战乱及时势造就，渔船和商船也
多了起来，修船、造船业随之兴旺，并成
为澳门早期的重要支柱行业。

因先前工作的机缘，我也有幸访谈
到一间船厂的创始人，与其交谈一番后
才得知，原来上个世纪时，路环的船厂
家家比邻，高峰期多达三十几间，船厂
附近的码头也见证了上世纪八十年代

几百余艘渔船归航的历史。时过境迁，
船厂的驳船出入口早已没有了当时船
只进出的热闹场面，生锈脱皮的铁皮屋
里空空荡荡，都是枯朽的木棚架子和野
生藤蔓小草，颓然、宏大，只有钉在木桩
上的老信箱，好像仍在等候下一封信件
的投递。

路环船厂的黄金岁月已过，这些
亦已成为永不回来的风景，更多留下
的是过往村落慢节奏的安宁，与花花
世界的娱乐城决然不同。穿过船人街
的棚屋，鱼栏通常会晒出咸鱼干货以
及自制虾酱，冰室和咖啡厅旁边的果
栏摊位上垒起水果，很有乡土风味。顺
着狭长的十月初五马路再往南走，就
是葡萄牙人在一个世纪前修筑的圣方
济各圣堂，周边则是各式颜色的村屋，
绚烂也清新。隐藏在这些屋子与小路
中的，是多间修葺于清代的中式传统
庙宇，供奉的是观音、天后，以及岭南
地方信仰的谭公、金花娘娘、华光大帝

等神祗，对当地世代逐海而居、以渔为
业的村民来说，出海的惊险和人生的
风浪不计其数，供奉神灵，图的就是心
灵上的安慰吧。

而今，路环的海边早已没有海盗的
踪影，是市民徒步的好去处，小岛东边
的龙爪角连接两处海滩，自然岩滩的金
黄岩石裸露在深蓝的天空下，奇形怪
状，甚是好看。沿着依海岸线而建的黑
沙龙爪角海岸径漫步一圈，回到海滨马
路的树荫下吹海风，听海浪冲击着石岩
又一次次划下，看着一望无际的南海，
海鸟掠过，什么都不用思考，舒心自在。
如果第二天恰好又是一个晴天，还能在
黄昏时刻欣赏到横贯天际的晚霞，我最
爱看的——粉的羞怯、紫的妩媚，以及
红的耀眼，交融点染，天空被渲染得美
到极致。

所以我敢笃定，来过路环的人没有
不喜欢这里的，以至于有朋友发问：“没
有去过路环岛，不算真正到过澳门吧？”

慢慢的路环岛澳
门

肖明玉 中文系毕业，现供职于澳门某
高校，煮字疗饥。

扫园记深
圳

这三面围合的小花园有两个出口，
东边是个拱门，西边完全敞开，通向小
区的主干道。

小花园算整个小区绿化的一部分，
人们习惯在东边拱门外停车，从西门出
去散步，小花园完全成了通道。在深圳，
二十多年的小区算是老旧小区，建筑物
外表被风吹雨淋显得破败，内里楼梯走
廊也不知是不是钢筋水泥质量欠佳，墙
面剥落得厉害。花园也因为藏身旧小区
而被忽视。

从拱门往进看，六根罗马柱组成
的一个圆形平台，平台掩映在树丛里。

从西边看，几棵垂叶榕围合成小树林，
小树林前面，对着主干道是一块石景，
因为石景挡着，平时不大留意。这一阵
风急雨多，雨说下就下，那日上午因为
躲雨，偶一进来，发现别有天地。花园
的主体是两排凤凰树，凤凰树下垂叶
榕，垂叶榕正顶着一片小小的天空。
小灌木环绕四周，青石板与鹅卵石的
小径穿插，一个独立自在之僻静处。料
想凤凰花开，绿影彤云，每家必定窗含
好景。

除了灌木绿篱修剪过，理了个平
头，其他的树木自由生长。凤凰树隔
着楼房几米远，树冠秀丽，比大街上
的都完整。街上为了防台风，每年都
要修剪。小园三面有楼房挡着，台风
吹不到。

小区主干道上的芒果都被剪秃了。
我家楼下的大叶榄仁因为离楼太近，遮
挡了阳光，冬天时砍得只剩一根儿棍儿
戳在那里，好在春天就发旺，夏天至少
能看了。

垂叶榕的叶子像竹叶，树冠紧凑，

有气根，不像平时多见的小叶榕那样气
根发达，也不像大叶榕那样速生速长、
材质脆弱。

凤凰树的叶子细小，细碎的落叶铺
满小园，清洁工的大扫把就在小园一
角。我用一个多小时清扫了小径，扫得
很慢，慢了省力。这一扫，整洁不少，很
满意。这样扫了两天，清洁工看到我，有
点抱歉的意思，说，扫了又落，这些树挺
烦人的。我说你别在意，我爱扫，我不住
这边，在东区呢。我得老实跟她说，我
扫，是因为喜欢这个小花园。

花园荒疏，也不能全怪清洁工，整
个小区几十栋楼，人手一两个，低薪扫
地，更要清理人们制造的巨量垃圾。

蚊子多，尽管有石凳排布，两边楼
上也鲜有人在此停留，人们还把童车、
小茶几扔在草丛里，好像对园景毫不在
意。大概是久处其间无感了。

在没有院子的封闭生活里，人们也
习惯了家门之外就“与我无关”。要不是
疫情阻隔，以我的浮躁，也不会觉得这
花园是家园的一部分。

小园层次不乱，从高到低，不显拥挤，
从外到内，又不必一眼望尽，它还两面贯
通，进出自由，小天地而能不封闭，不错。

花园小径上撒了互相呼应的蓝色
马赛克，每处只有几粒，一个长方形的
规整小花园里，到底是工人还是设计者
开的小玩笑？有意思。

山河林海有其壮美，小园细流有其
可爱，壮美需到远处求，小美在身边即
是幸运。小美未必不能包括大美的气
象，一片盆景也能装得下山川之大，何
况一座花园。花园若嫌其小，陋室之内
岂不成为困囚?

园中可独处，园中可散步，两人不
多，三人不少。西区的小霞听说了这个
小园的好，她说你喜欢就要对它好呀，
走，我也跟你扫去。

小霞还拿了几根艾柱来，艾柱冒着
烟，为了驱蚊子。能种些艾草就好了，实
用，防蚊。我家楼下，总有人想种点啥，
几次被灭了。庆幸留着小店老板娘给的
薄荷种子。也许可以撒到这里来？但还
是作罢。扫园就好，不作他想。

吴晓雅 生于陕西，现居深圳。曾先后供职于海口市文研所、
海南日报、星港资讯（深圳）有限公司等。著有《西潘庄札记》《白
石洲——深圳的中心与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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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京城南，有一条颇文艺的箍桶
巷，所以当我们在万里之外的不来梅看
画展之余，听说此地也有条名字叫做箍
桶的街道，真有些喜出望外。

当然无论是在家乡还是异乡，曾经
走街串巷的箍桶匠人已经绝迹。但在不
来梅，这个格林童话《不来梅的音乐家》
里四只年老动物的理想之地，意外地遇
见了令人惊奇的一幕，似是取材于中国
寓言故事“懒人吃饼”的现场版。

德国三大直辖市之一的不来梅，拥
有一千多年的悠久历史，从古至今都是
一个自由城市，从它的全称“自由汉萨

城市不来梅”就可见一斑。我俩下了火
车推着行李箱往酒店走，从路边的一
个写字楼里突然鱼贯出来一群人，男
男女女皆西装革履、表情严肃，却匪夷
所思地在每个人的脖子上都用细绳挂
着一只德国人爱吃的Brezel（在我们
国内面包店里叫做德国结），这突如其
来的街头剧，还真有我国古代挂饼在脖
的懒汉的范儿，这一正一邪的装扮着实
让人摸不着头脑，德国人一向以严谨刻
板著称，到了德国你会发现，传说与实事
差距甚大，五颜六色的洗剪吹风格和耳
钉鼻钉唇钉元素到处可见。

在美术馆看完此趟不来梅之行的
主题——马克斯·利伯曼画展，打开
GPS，直奔箍桶街。走着走着，发现大街
上越来越人烟稀少，正疑惑间，远远看
见有彩色的房子出现，我们加快步伐，
以为到了。眼前是一条曲折的迷宫般的
小巷，两旁色彩斑斓的尖顶木筋屋构成
了一个梦幻般的童话世界。巷子口有一
块路牌：“串巷”，并非我们正在追寻的

“箍桶街”。但面对玲珑楼屋组成的美丽
世界，谁能够舍童话而去呢，箍桶街放
一边，我们先串巷。

难怪外面路上没人，原来都聚到了
这个保持着中世纪风格的童话王国里
了，就像早上去看画展的路上，亦是一
个行人也无，我们仿佛走在一个空城
里，穿越古堡般的别墅区，直到进了美
术馆方才知道，人，都集中在一幅幅的
名画前了啊。此时，在这个狭窄而缤纷
多彩的万花筒般的小巷子里，游人如
织，拍照的，饮酒的，喝咖啡的，逛纪念
品精品店的，人人乐此，不为疲也。

陶醉在串巷的魅力里乐不思箍桶
街，我们已经忘记了GPS里暗藏着的初
衷。但无论你忘与不忘，箍桶街终会出现。

背着装满纪念品的包包漫无边际
地走，不知什么时候，尖顶房子的彩色
墙面变成了纯粹的红砖砌成，街道仍
然很狭窄，但两边鳞次栉比的精巧小
屋变成了高屋大墙，想看屋顶风采，得
把头几乎仰翻过去，街上仍然布满出

自神话典故的雕塑，这难道是童话世
界的第二季吗？我们一边说笑，一边又
把关掉了的GPS打开，哎呀！这不正是
箍桶街嘛！这条仅百米长的，文艺气息
十足的小巷里，满是宝藏，从门口立着
银狮黑豹的鲁宾逊小屋、两个屋顶尖
横跨着迈森瓷琴的钟琴之屋、七个懒
汉喷泉、古董店、艳丽的彩色玻璃窗，
到收藏有中世纪艺术品和画家保拉·
莫德松·贝克尔艺术作品的罗塞利博
物馆，百米的巷道，每一米都会带给你
惊喜，所谓移步换景，箍桶街完美地演
绎了这个词的精髓。

当我们从巷子里出来，看见巷口那
幅著名的大天使米迦勒与巨龙打斗的
金色浮雕，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我们是
反道而行，从箍桶街的巷尾走到了巷
头。站在巷口，目光不由自主地望向巷
外的集市广场，广场对面即是海涅曾题
过诗、全世界唯一带有“世界文化遗产”
称号的市政厅酒窖餐厅——我们的下
一个休憩和饕餮的目标地。

串巷和箍桶街不
来
梅

豆妖 本名李红毅，自由撰稿人，爱音
乐爱绘画，爱读书爱旅行。

藏身旧小区的花园

旧船厂门口野草丛生

箍桶街口大天使与巨龙打斗的浮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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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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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泰特尔新材料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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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5月25日、南京人），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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