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搬到中部來定居，轉眼也10多年了，

難得有機會，回到老故鄉宜蘭看一看，在

老故鄉，最讓我懷念的事，就是水鄉生活

的點點滴滴。蘭陽平原多雨潮濕，有水鄉

之稱，其境內物產觀光，都跟水有關係，

且頗具特色。

多雨詩意冬山河

冬山河這是宜蘭縣境內，最美又最富

詩情畫意的一條河流。原來的舊冬山河不

是流經現在的地方，老河是相當淤淺的河

道，彎彎曲曲，扭曲歪斜，雜草叢生，從

大伯爺坑流出來，繞到冬山街附近，蜿蜒

穿過火車軌道的橋樑，朝向西邊而注入大

海，這是經常因滂然大雨，而氾濫的老河

道。在一次，空前的大水災，死傷慘重之

後，才由政府撥巨款，加以將老河截彎取

直，成為今日筆直的一條大河。

現在的冬山河，其河道寬敞，河底甚

深，容水量很大，水流在近山之處，雖然

湍急直瀉，到了中下游，其水流就相當緩

慢了。以前，我居住在冬山鄉時，居家就

在此河附近，當時我在公家機關工作，每

逢星期假日，就喜歡跟同事揮竿於河畔。

的

故鄉

■ 文／宜士
　 攝影／陳思蓉

▲ 宜蘭平原是許多人心中美麗的家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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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完工不久的冬山河，放飼了好多

的魚苗，其目的就是要給民眾垂釣。很多

愛好釣魚的人，都爭相通報，一時蔚為風

潮，縣內公教人員都會來此垂釣，假日經

常可以看到，許多釣客，蹲在河畔。這種

河畔，太陽傘林立的景象，倒影河邊，靜

待魚兒上鈎的閑情，悠然自得，真是假日

一大享受。

冬山河畔有微斜的河堤，只要有一支

大傘，一只小板凳，或一張草蓆，席地而

坐，就可以倘佯在大自然懷抱中，享受微

陽美景，水濱的新鮮空氣。當魚兒拉動竿

線時，輕輕抽拉，就是一條足夠6人吃一餐

的淡水魚了。有些人志不在釣多少魚，而

是來此，享受一下河光水色，順便體驗拉

竿的樂趣。

這裡的魚類很多，而且都是比手掌

還大的魚兒，記得這河裡，有好多尼羅河

魚，這些魚都是吃青苔，把魚鈎包在青苔

中，魚兒用嘴一吸，就可以拉魚上岸了。

不過，這裡經常有人在河道出海口處，以

小機器船用網子捕魚，以致魚類銳減。由

於冬山河有40米之寬，加上出海口處，近

數10公頃之面積，容水量很大，如果多放

些魚苗，並禁用網捕，這是垂釣很好的養

殖區，可以提供很多遊樂活動。

以前，我經常到冬山河釣魚，在一

個陰雨的下午，我釣完一個地點後，認為

不是很好位置，正想換個地點。我把釣竿

扛放在肩上，正走上一個小斜坡，這是閘

門的位置，走在小徑時，突然聽到在草叢

中，有沙沙的聲音，由遠而近地傳來。不

一會兒，迎面而來，是一條又黑又大的黑

蛇，牠遇到我，立刻轉頭從我身旁，急速

奔馳而去，我當時是嚇昏了頭，一時呆立

不知所措。這條黑蛇，足足有2公尺長，直

徑有大飯碗粗大，後來此蛇，被蛇店的人

圍捕到了，據說有500台斤，是印尼的黑

蛇，牠隨印尼巨木而落海上河的，這是我

見過最大的蛇種。

蘭陽平原上，時常煙雨濛濛，清晨

很早的時段，日落黃昏的斜陽下，踱走在

河畔堤防上，一邊是清靜如鏡的河水，另

一邊是青翠綠油的秧田。涼涼的風，溼溼

的氣，搭配詩情畫意的美景，人在畫中，

自是陶然怡悅，心曠神怡。冬天冷冷的野

外，往往漂著淒迷的煙濛霧水，白茫茫的

雨霧，籠罩在河上，似仙境如國畫，如果

撐傘漫步在河堤水濱，那是很高境界的享

受。去宜蘭可不能忘了，此種如煙似霧的

詩境享受啊！

冬山河之美，不在於日麗當空，而在

於凄迷多霧的晨昏，和冬秋多雨的雨後綺

景。目前，冬山河從頭到尾的河畔，都有

車道可以進入行駛，整條河就是一條「河

濱公園」，臨河觀水，度步河堤上，那是

很美的生活享受！河畔下游的親水公園，

是夏日戲水的好去處！其實，入夜黃昏，

整條河堤上，都是夏天相當令人回味無窮

的夢境，春秋時段晨昏儷影，雙雙踱步河

堤上，更是另一番詩夢情調。不過，在樂

透遨遊之前，可不要忘了，防止長蛇叮咬

的措施，由於此地多雨潮濕，又是近山之

地，蛇類總是特多。

全島之中，宜蘭縣的發展觀光，首屈

一指，境內不只冬山河可愛而已，其他如

武荖坑的水，梅花湖的景，親水公園的戲

水等，都是相當令人含醉的地方。如果你

有意去旅遊，可以夜宿礁溪泡溫泉，多利

用晨昏，去冬山河畔賞水景。這種多雨凄

迷的煙霧迷茫，是他縣市所沒有的了，這

是台灣唯一有如夢似幻的水故鄉。

大水淹地不知其嚴重

我老家住在宜蘭，靠近山區的地方，

經常因為大雨而水災，洪水淹進屋子裡，

看到滿屋子是水，就高興的想玩水！小

孩子只顧玩水，一點也不覺危險，屋外一

片汪洋，生命都面臨緊要關頭，孩子還是

混然不知！我總愛走在水中戲水，涼涼的

 美麗的冬山河親水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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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在玩水一樣的高興！泥鰍很厲害，牠會

在混濁的水中游泳，也會鑽進泥巴內，來

去自如！蹦蹦跳跳！

雨天有人討厭穿雨衣帶雨具，可是我

樂在其中，一點也不覺得麻煩，反而是一

種樂趣呢！涼涼的雨衣，冰冰的雨水，淋

在身上那是頂舒服的，雙腳走在汐哩汐哩

的水中，也是一種好玩的事啊！尤其夏天

的雨水，總是涼涼的，赤腳踩起來，更是

爽快！小時候最喜歡這種滋味呢！

雨天，去採茭白筍，茭白筍都是種

在爛泥的水中，頭上只帶著笠帽，身體濕

濕，滿身是泥巴，涼涼地走在水中，很

好玩又刺激！每次採完一大把的茭白筍，

全身都濕透了，風一吹來，涼涼的感覺真

好！滿身是泥巴，跳進河中一沖就乾淨

了，小時候就喜歡這種鄉土味道呢 ！有一

次，我去採茭白筍，撿到一堆的鳥蛋好高

興啊！

牽著水牛上山吃草，日落黃昏，牽著

牛隻回家，走到半路上有一個大河，就把

水牛拉入河中，自己也跳入河中游泳了！

看到水就像看到食物一樣，直想去吃一

口，玩水就是那麼好！

有一天，姨丈撐著他的鴨母船，他順

著河流從他家到我家，他是依靠捕魚維生

的人，小孩看到在水中游走的小船，新奇

又好玩，跳進姨丈的船上去玩！也不顧有

沒有安全！差一點就跌進河裡！我們看到

水，就會那麼瘋狂，因為水是那麼好玩有

趣啊 ！

一年夏天，稻田裡到處是田螺，這種

生長在水中的生物，又是可以吃的食物，

我們絕不會放過，就提著籃子衝進水田裡

猛檢著，也不管田裡，有稻苗被踩倒了，

像野牛一樣，在水田裡踩來，又踩去呢！

我們小孩，常常在下大雨的時候，故

意把身體弄髒後，衝出屋外去淋雨，用雨

水洗掉身上的污垢，小時候喜歡，那種淋

雨的瘋俇，以為是好玩啦！可是在雨中玩

得太久的時候，也就感冒啦！

小時候看到水，就像看到糖果一樣，

那誘惑力，真是出奇的強大啊！即使大人

在怒罵了，也充耳不聞呢！真的，玩水戲

雨，是很刺激過癮又很好玩啊！

藍色海洋美麗水域

叔叔的家住在蘭陽平原上靠近海邊的

蘇澳，我去過多次，那裡可以看海望洋，

那是一望無際的水域！還有船隻出入的港

口，景色可以由近及遠，緩緩拉開視線去

遠看！從近處多船大浪地方，看到一望無

際，水連天的那一條細線，一條水通天，

天連水的遠遠地方！也許那是天邊，或許

水，走在裡面，又潑又踢，戲水也忘了大

人的責罵，真是混然忘我啊！

雨都宜蘭，做起水災真是很恐怖，下

不停的雨水，數10天來從未停歇過，也許

你不會相信，在山區只要有大雨出現，山

上的洪水，就會一瀉而下，平原就成為一

片汪洋了！

鄉下的小孩最喜歡下雨了，下雨天不

必到田裡工作，常常提著捕泥鰍的漁具，

戴上笠竹帽，赤著腳，跑去河溝去捉泥

鰍，腳踩著餪餪的泥巴，涼涼的水，看著

一條條的泥鰍被捕上來，興奮又高興，那

是很快樂的一件事啊！小時候家中都有養

鴨，抓來的泥鰍是拿來養鴨子，鴨子都是

喜愛玩水，每次看到鴨子玩水，就好像自

▲ 梅花湖的美景，在夕陽下更有詩意

▲ 宜蘭平原潮濕多雨，夜間的美景也令人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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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海角，哦！好遠好遠的地方！

看海望洋，那一望無際的空間，水天

相連，海的盡處是否有天角呢？

海中船隻如螞蟻細小，凸起的陸地，

只是海中的壹點，微不足道的渺小東西！

看海，使我心胸變大了，海可以容納

太多的東西！日出金光，讓人喜悅驚嘆！

站在高高的地方，迎著海風，藍天碧

波，一道分明的兩個世界：白雲與海洋。

天色變了，風來浪大，低雲遮陽，大

地有了大傘，海面陰暗，海水由藍轉黑！

海浪親吻著岸頰，激出白白的泡沫，

小山頭凸出海平面上，恰似豐滿乳峰，千

年臥睡著！

天色海光多奇幻，忽而金光閃閃，忽

而黑雲密布，日落黃昏的海面，真是彩霞

錦色！

海洋蘊藏著無限的生命，有著跟陸地

一樣的弱肉強食世界，卻聽不到那可怕的

哀嚎慘叫聲音！

這裡是人類食物的供應場，失去了這

些小生命，人類將面臨生存的危機，他們

是人類的生命救星！

海洋像倉儲，不斷地提供糧食，撫育

大地的子民！呈現出美景，供人來欣賞，

更方便了交通！

海洋如慈母，伸出柔和的雙手，拉近

地球村的每個國家，用船隻當線條，把文

化拉在一起！也把心靈融合起來了！

隨著科技的昌明，各國科技交流的互

通，數百里外一線通，早就國際一國一家

親了！

看海洋的壯闊，憶起父親安穩的肩

膀，小時候依偎在父親背上沉睡時 ，最是

親情的享受時刻！

海洋也有嚴峻的面孔，當天氣惡化，

風強浪大，不守航規的人，終遭訓誡打

擊，毫不留情耶！

海洋有像親慈的笑臉，也有像訓誡的

怒容，身為海洋之兒女，該察言觀色，知

所進退啊！

用感恩的心，以報恩的情，感激海洋

的撫育，及供食大恩，今後我們更要，愛

惜海洋，惜福愛物，讓海洋永遠，藍淨可

愛！

我跟叔叔並肩而席，坐在一個高高

的山丘上，彼此沉默良久！我想起：在海

上捕魚的漁夫，他們，在天際還沒有起

白肚的黎明時分，就迫不及待地起床，早

餐來不及吃完，就匆匆提網戴帽，趕到漁

船上！為了三餐，為了養家，他們賣力苦

撐！只要家人能溫飽，再苦也樂意接受！

漁夫在茫茫大海中，孤單的船隻，隨

著海浪起伏搖晃，忽高忽低，忽左忽右！

沒有遮蔭的海洋上，烈日毫不客氣地烤曬

著，鹹鹹的海風，更使漁夫的皮膚格外焦

黑；海鷗低空掠過船上，發出幾聲飢餓的

啼叫聲，努力在尋找充飢的食物！

有幾艘巨大的輪船，從外國來到港

口，寬闊海域被巨船占滿了，看起來港口

還是那麼擁擠。巨大船隻，正在卸下他們

的貨物，這些都是要運送到各地，去販賣

的貨品；有些船上正在堆積著貨物，準備

外銷海運到外國去；這些巨船都是貨物出

入載運的高手！我們吃用的日常物品，都

是依靠這些船隻通運的！

又愛又怕 情繫內港灣

記得上次來的時候，我跟堂弟去內

港灣游泳，那是港內延伸的一個內海灣，

沒有什麼海浪，是很適合游泳的地方。

那天的天氣很熱，我跟堂弟也常常外出去

游泳，所以我就沒有意見地跟隨他去了！

我到他家時，我大多跟他在附近的游泳池

游泳，此次，到外地去游泳，算是頭一次

啦！

熱愛游泳的我們，面臨又寬又大的海

水，就不顧一切地跳下海裡了，可是游到

一半了，要上岸邊去曬曬太陽，休息一下

時，這一上岸邊，就覺得腳底下好痛啊！

低下頭一看，竟然發現我的腳，都是血

跡，傷痕累累！

我的腳底是被割傷了嗎？！可是我

想不透，是什麼東西割傷我的腳底？很奇

怪，腳被割傷了，在海中游泳時，都不知

道劇痛！上了岸才知道很痛，在海中到底

▲ 停泊在港灣的船隻，等待著下一次啟程出航捕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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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了多少的血液，連自己也不知道啊！

見到流血，自己就很害怕，立刻跟

堂弟說不游泳了，我們就草草回家了，我

很好奇：同樣去游泳，為何堂弟就不會

被割傷？是否我游錯了位置，或是我游姿

不對？後來我聽人家說，這海灣的底部，

有很薄很尖利的貝殼，像銳利的美工刀一

樣，只要赤腳一碰到貝殼，就會割得肉破

血流！

看到這個內港灣的人，多數的人都

會喜愛在這裡來游泳，因為海水很乾淨，

又無風無浪，好像一個天然的游泳池！潔

淨的海灘，清澈的海水，相當誘人的！不

過，這海水的水域底下，是隱藏著傷人的

玄機：有太多如刀片的老貝殼，這些老貝

殼，都是已經死了的殘留貝殼，由於海水

的沖積洗刷，屍殼都豎立起來，一片一片

地插在泥石上，像刀子一樣。如果有人不

知狀況，而貿然下海游泳者，一定會像我

一樣被割傷，腳底傷痕累累，自討倒楣！

腳被割傷後，自己買藥擦傷，半個月

都無法去游泳了，從此，去叔叔家，再也

不敢去那內港灣游海水了！

回憶起我少年時候很愛玩，當時少有

升學的壓力，放學回家，書包一丟就會去

捕魚捉鳥；尤其雨天農閒的時候，去捉泥

鰍！去釣魚！這是常常有的玩法。

有一天，叔叔邀我們兄弟去他家玩，

他家就在靠海邊，他說：夏天有月光的夜

裡，到海邊去捕捉海螃蟹，是很好玩的。

暑假有一天下午，我和二哥就騎著自行

車，千里迢迢到達叔叔家，晚上吃飽飯，

叔叔就把捕捉方法，說明給我們知道，同

時，準備齊全該準備的工具。

當天的夜裡，我們睡到凌晨三點的

時候，戶外還有灰暗的月光，我們一群人

就帶著所需的工具，開車來到靠海的海

灘上。海浪在月光下，後浪推前浪，發出

呼呼的聲音，微弱的海風，從海中吹撲過

來，涼中有些鹹味。濛濛月光下，海面黑

漆，只見月亮的倒影，閃爍地發出亂光；

人影迷濛，海灘灰黑，四周都是暗濛濛

的！

我們用圓鍬，將海邊沙灘上，挖了很

多個大洞，洞與洞的距離約四步遠，每個

洞內，放一個提水用的塑膠大水桶，桶口

邊緣要跟地面密接，一樣地平，每個水桶

內，放一些腥味的新鮮魚頭。黑夜裡，海

螃蟹聞到有腥味的食物，就會順著腥味的

食物方向，急跑過來，在海螃蟹急速奔跑

中，就會掉落進入空水桶裡面了。螃蟹一

旦掉落水桶內，就無法再爬上陸面來了，

因為水桶很滑很陡，海螃蟹無法爬上來。

桶內濃濃的魚腥味，吸引著飢餓中海

螃蟹的味覺，在海中或在海灘上，所有的

海螃蟹，都會聞味而來，紛紛往水桶內，

急跑掉落。這是一個陷阱，只要掉入水桶

內的螃蟹，都跑不掉了！經過三四小時之

後，幾乎，所有的海螃蟹，都陷落在水

桶裡了，我們就可以，提著麻袋去收成果

了！

我們把水桶都安置妥當之後，我們就

圍在海灘上的另一端空地上相聚，一邊吃

著食物，唱唱歌，賞月色！一邊聽海聲！

在海聲之外的夜空中，我們也聽到喀喀的

聲音，那就是海螃蟹，掉落桶底的聲音

了！夏天夜裡海邊賞月，別有一番情趣滋

味，涼風、明月、濤聲、海灘、人影、美

食，別有一番情調啊！

4小時過去了，我們帶著大麻袋，去

收集成果，每一桶的海螃蟹幾乎都是6分

滿，倒了5桶就有一大麻袋了，收穫出奇地

豐盛！我們開去的小貨車，整整載了4麻袋

回家，這是我第一次看到，如此多的海螃

蟹，興奮之情不言而喻了！

我們把比較小的海螃蟹，選放在另

一麻袋裡，我們要將這些小螃蟹，再放回

大海裡繼續長大，留待以後長大，再來捕

捉！嬸嬸煮了一大鍋螃蟹，給我們吃，那

真是美味啊！一整晚沒有睡好，次日，白

天我們就睡個飽飽的，下午我們兄弟，就

一人帶一麻袋的海螃蟹回我家了！

以前，我去叔叔家，大多數都是帶

一些，現成捕來的魚蝦回我家，沒有像這

次真正親身去體驗！去捕捉！這種喜悅興

奮，是完全不一樣的啊！

面臨茫茫的海洋，用柔風擁抱著白

浪，以胸懷接納著船隻，這裡有神祕的傳

說故事，這裡有重要吞吐口美稱，依山傍

海，景色超美！宜蘭，真的是我最愛的故

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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