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麗動人的雲空

22 屆 楊與沙

今馬年十二月六日的中午
我與家人乘達 UA 的 EMB-145 小型 Express Jet
從 Houston 直飛德州 Brownsville
飛機起飛不久
在海拔 3 萬六千英尺高空上
我水平左看機窗外太空
竟然是美麗動人的白雲
我看手錶
是美國中西部地區午後三時卅分
本想用 iPad 和 iPhone 照下美雲
只擔心錯過了白雲的奇景
首先看到一排接着一排
白色的山畝種田園地
接着藍色長河，白色山莊
藍色小河，白色沙灘，
白色山丘，藍色小溪
藍色大海..............
奇景連續如在夢中
飛機忽然降低
看到竟是德州的最南端的 South Padres Island (註一）
和那美麗淺黃色 Gulf of Mexico 沙灘
忙看手錶
是美國中西部地區時間午後四時五分
飛機安穩 touch down Brownsville/South Padres Island 機場
(後記：飛機抵達機場，在等 green tag 行李時，發現飛機駕駛員就在眼前，
我向他提及上空白雲美景，他說這是很少見到的美雲奇景，並說暜通上層氣
候是華氏零下五十度，高度在海拔 3 萬六千英尺高空上）
（寫於美國徳州 Gulf of Mexico 沙灘 12/06/2014：旅遊 South Padres Island 多首詩之一）

清晨的沙灘
（Second day mo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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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雲半遮海上的東方
只透露金黃色的太陽
還不到七時二十分清晨
為生活海鸟們在沙灘寻找食物
五隻海鸟還飛到我住宿八層樓陽台上
陽台欄杆上還有一隻鴿子仰望大海
我也在陽台上仰望大海
誰家昨晚在這沙灘
造了一座大沙城堡
引來許多旅人
好奇地停在沙城堡指㸃
忽見一旅人騎着單車
在沙灘海水邊一邊騎
一邊欣賞海洋的美景
原來這裡沙灘很平坦
沙團扎實在地灘上
騎起單車很順路
一位來自 Wisconsin 人
穿著紅色全套漁夫整裝
忙著釣魚享受他美好景
他與太太每年在這島上
做了四個多月避寒居民
賣掉冬季釣魚的設備器
離開那𣲙凍寒冷的冬季
來到氣爽天朗無雪小島
與太太每天的美吃佳餐
就是相當名貴自己釣到
新鮮漂亮好看多條白魚 （Whitefish） (註二）
（寫於美國徳州 Gulf of Mexico 沙灘 12/07/2014：旅遊 South Padres Island 多首詩之二）

微風細雨的沙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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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rd day morning)

在 South Padres Island 渡假的第三天早上，天氣不好，用散文描寫比較細膩：在那
微風細雨的沙灘，早起鳥兒痴痴地等。
7 a.m. 濃濃的灰白霧氣蓋着海上，天空是一片漆雲。我無法看到日出了。 微風細
雨，沙灘無人。我只見到可怜的為生活海鸟們，風雨無阻在海灘寻找食物，四隻海
鸟還飛到我住宿八層樓陽台上。
7:20 am 一位旅客漁民開始釣魚, 他釣不到魚，便移到別處試試.
7:30 am 一輌市政府白色的卡車在沙灘上打掃，清理昨夜風雨帶來的不潔之物，他
們二人那麼早在沙灘活幹事，真是了不起。
7:50 to 8:10 am 風飄搖, 雨大了. 但見一婦人帶着白狗散步，不久她也離開了。
8:15 am, 整個沙灘只有旅客在釣魚，和那可怜為生活海鸟，風雨無阻在寻找食物，
其中之一大海鷗在漁民背後一直等着漁民釣到美魚。
漁民走東，大海鷗在跟着他，漁民走西，大海鷗也在跟。
8:20 am 漁民釣到中型的魚，他高興地離開了沙灘。
9:20 am 大海鷗還是痴痴地等著魚會衝到沙灘上。
9:30 am 大海鷗空著肚子飛走了。
9:40 am 微風細雨仍然在吹飄, 海鳥們還是繼續找食物。整個沙灘空無一人。
10：00 am 忽見一遊客騎着單車欣賞大自然風景（讓我感到有一天我也要，在那
沙灘上輕鬆地騎着二輪單車看海浪........）
10:15 am 陽光終於透過薄雲大照在美麗的 Gulf of Mexico.......
（寫於美國徳州 Gulf of Mexico 沙灘 12/08/2014：旅遊 South Padres Island 多首詩之三）
(註一：參考資料。Wikipedia
South Padre Island is a barrier island in the U.S. state of Texas. It is located in Cameron County and in
Willacy County. South Padre Island was formed when the creation of the Port Mansfield Channel split
Padre Island in two.
Area: 1.9 sq miles (4.921 km²)
Population: 2,899 (2013)
(註二：參考資料。Wikipedia
白魚是產於太湖流域的一種淡水魚類，體型長而扁，頭背平直，生活在河湖的中上層，以小型魚
類為食。肉質細膩鮮美，一年四季均可捕獲。
白魚很早時就被視為貢品，《吳郡志》載：「白魚出太湖者勝，民得採之，隋時入貢洛陽」。太
湖中出產的白魚與銀魚、白蝦合稱太湖三白。
「白魚赤烏」自古被視為祥瑞。《史記·周本紀》：「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
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複於下，至於王屋，流為烏，其色赤，其聲魄雲。」
清蒸白魚是蘇幫菜中的一道名菜。"
" Caulolatilus princeps, the Ocean whitefish, is a species of tilefish native to the eastern Pacific
Ocean where it commonly occurs from central California to Peru as well as the Galapagos Islands. It is
also found more rarely north to Vancouver, British Columbia. It can be found on sandy, muddy or rocky
seafloors at depths of from 10 to 91 metres (33 to 299 ft), most commonly between 24 and 55 metres (79
and 180 ft). This species can reach a length of 102 centimetres (40 in) TL. The greatest recorded weight
for this species is 5.8 kilograms (13 lb). It is a commercially important species and is also sought after as
a game fish.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