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忌廉在廣東話中是奶
油的意思，是英文Cream
的音譯。我這裏說的忌廉
是一隻貓，是我在香港時
養的，也因此有了這麼一
個地域性特別強的名字。

我見到忌廉時牠已將
近一歲，透過寵物店的櫥
窗，看到牠跟其他還是幼

崽的小貓們在一起，牠顯得特別大隻，特別
成熟，但實際牠的體重常年維持在八斤左
右，作為一隻成年公貓，牠的身材算是相當
不錯的。忌廉這個名字是寵物店的店員取
的，其實我一直不明白為啥要喚牠作忌廉，
牠並非通身白色，而是棕白相間的條紋，棕
色並不深，相比於忌廉，更像是一塊太妃
糖。後來想想也許是跟香港報攤的那隻網紅
貓 「尖東忌廉哥」 有些相像，才取了這個名
字吧。

當時的我正值畢業後找工作的階段，投
出去的簡歷遲遲沒有回音，一時間碰了不少
壁，心情鬱悶。還好家附近有這麼家寵物
店，每次走過路過總要駐足看看貓貓狗狗，
既解壓又治愈。在一次次探頭張望中，我終
於記住了忌廉，那隻總是躺在最裏面睡懶覺
的大貓。牠是一隻英國短毛貓和摺耳貓的混

血，長得很標致，或許覺得其他小貓太過幼
稚，牠似乎不大合群，總是自娛自樂。寵物
店店員介紹牠時，說牠性格十分獨立，因為
年齡大了遲遲沒人帶牠回家，售價比其他小
貓也便宜很多，於是我動了想帶牠回家的心
思。付錢抱走再簡單不過，但實則責任重
大，一系列問題一股腦兒湧上來：我還沒找
到工作，自己都養活不了，如何養貓；我沒
什麼養小動物的經驗，我能養好牠嗎；當時
租房子時沒說要養寵物，被房東發現，會不
會被強制搬家；我是 「港漂」 ，若以後離開
香港，貓能跟我一起走嗎……但似乎人生總
有那麼幾次任性，我把其中一次用在了帶忌
廉回家上。

忌廉正如店員所說，十分獨立，並不黏
人，可以一整天趴在一個地方曬太陽，家裏
可能對牠來說就是大版的寵物店，牠並不生
疏，感覺十分自在。在領牠回家沒多久，我
找到了工作，工作跟想像中的大不相同，每
天朝九晚五之餘，每天最盼望的就是打開門
看到牠端正地坐在門口等我，當然還有繞着
圈蹭腿的歡迎儀式。之後的幾年，我所做的
決定中都有忌廉的影子，搬家換房子當然要
找可以養貓的，最好地方夠大；假期回家或
出門旅行要安排好牠的飲食起居；遇到短期
內養不了牠的突發狀況，只能求助朋友們，

忌廉也因此有了眾多疼愛牠的乾媽……忌廉
跟着我和乾媽們也算走南闖北，住過馬鞍
山，見識過銅鑼灣，看過灣仔的街景，吹過
土瓜灣的海風，還坐過飛駛向南丫島的快
艇……不管在哪裏，忌廉都如我剛見到牠時
一樣獨立成熟，總能找牠舒適的角落，吃得
香，睡得好。

二十七歲時，我決定回到父母身邊，結
束我的 「港漂」 生涯，忌廉自然也要跟着我
回家了。穿上紙尿片，鑽進籠子，先坐車，
再坐飛機，終於落地到家了。經過這番折
騰， 「人到中年」 的忌廉似乎有些疲憊，但
休整幾天，牠就又找回了自己的節奏，怡然
自得了。忌廉身體一直很好，雖然年紀越來
越大，但並沒有太多老態，雖吃得不多，但
還是會饞貓罐頭，年中有隻兔子寄養在家
裏，牠還會一直好奇地圍着兔子轉圈圈，十
分想交這個跨種族的朋友。

去年因家中要裝修，忌廉被暫時寄養在
了我郊外姑姑家。一天，我正忙，突然接到
姑姑的電話，她語氣着急，說忌廉不見了，
已經找了一整天，還是到處找不到，我一時
語塞，反應過來時先安慰姑姑，讓她別着急
再找找，說不定忌廉會自己回家。掛了電
話，我默默在心中向忌廉喊話，獨立成熟的
忌廉啊，慢慢來，慢慢找到回家的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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忌 廉

「眼看他起朱
樓，眼看他宴賓客，
眼看他樓塌了」 ，這
是我們常來形容一個
人步入巔峰又走向衰
落的經典名句，眼下
若把它用在英國最大
在野黨工黨身上，倒
也是十分貼切。

在剛剛過去的 「超級星期四」 英國
地方選舉中，執政保守黨高歌猛進，取得
了整體性勝利，而工黨卻節節敗退，政治
地盤不斷縮小，尤令外界震驚的，是逾半
世紀以來均為工黨堅實票倉的英格蘭東北
部港口城市哈特爾浦（Hartlepool），在
國會議員補選中被保守黨一舉攻破，讓工
黨上上下下顏面掃地，用尖酸刻薄的英國
評論人士的話說， 「工黨輸掉了自己的底
褲」 。

此次工黨幾乎重演了二○一九年大
選時敗北的一幕，當時工黨丟掉了國會六
十個席位，令總議席數減至二百零二席，
是一九三五年以來大選最差的成績。在這
些丟掉的選區裏，有二十四個曾經是工黨
的鐵票倉，包括百年以前就是工黨選區的
羅瑟河谷（Rother Valley）以及紐卡斯爾
安德萊姆（Newcastle-under-Lyme），
也就是說，經過這兩次選舉，被視為工黨
大本營的 「紅牆」 （Red Wall）大規模
倒塌，這究竟是什麼原因造成的？

首先要說說 「紅牆」 這個詞彙的誕
生，它是英國民意調查專家詹姆士．卡納
加蘇里亞姆創造的，專門用來指代傳統上
支持工黨的選區，由於工黨的代表色是紅
色（保守黨為藍色），並且根據以往的大
選結果，工黨獲得的選區在地圖上連成了
一片，看起來就像一面紅色的牆。

傳統意義上的 「紅牆」 區，是沿着
以伯明翰、考文垂為代表的英國中部地區
一路向北，遍布約克郡，直達威爾士的東
北部。在這一大片工黨的心臟地帶，集中
了很多工業重鎮，除了汽車製造、機械加
工等少數現代產業外，更多的是煤礦、鋼
廠等走向衰落的傳統產業，類似於美國東
北部等傳統工業衰退地區的 「鐵鏽地
帶」 ，當地居民也多接近於被稱為 「紅脖
子」 的美國藍領工人。

在一九九七年，由於出任工黨黨魁
的貝理雅放棄過往激進的左翼路線，對工

黨進行重新定位，提出 「第三條道路」 的
競選口號，糅合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
優點，以互補不足，贏得選民廣泛支持，
「紅牆」 區也達到了歷史巔峰。在當年的

大選中擊敗已經執政十八年的保守黨，貝
理雅以壓倒性勝利入主唐寧街十號，他也
成為英國一百八十五年來最年輕的首相。
此後在他領導下，工黨連續執政十三年，
影響力曾如日中天，但後期卻開始走下坡
路，直至二○一○年大選時敗北，而淪為
在野黨的工黨一蹶不振，二○一五年已年
屆六十六歲的郝爾彬接掌工黨，但他極左
的路線卻讓工黨離政權越走越遠，最終於
去年換上新黨魁施紀賢。

「紅牆」 倒塌的導火線，是英國時
代的快速變遷特別是脫歐的到來。自貝理
雅時代結束後， 「紅牆」 區的煤礦、鋼廠
等傳統產業也加劇衰落，很多年輕人紛紛
外出闖蕩，留下大批退休工人及失業者群
體。幾年前，我去過 「紅牆」 區的利物
浦，這個工業革命時期北方重要港口城市
經過多年的經濟低迷，到處暮氣沉沉，人
們的生活節奏緩慢，很多老人面無表情地
呆坐在咖啡館裏，只有那些被歲月沖刷得
殘舊斑駁的高樓大廈，彷彿在述說昔日的
輝煌。

在二○一六年脫歐公投時， 「紅
牆」 人將日子變得越來越艱難，歸咎於歐
盟外來移民與自己搶工作和福利，他們普
遍投票支持脫歐。時任工黨黨魁的郝爾彬
在脫歐問題上立場飄忽不定，態度曖昧，
引發 「紅牆」 人的不滿，認為工黨沒有代
表他們的心聲，於是在選舉中拋棄了長期

支持的工黨。記得在電視熒幕上，來自約
克郡一些礦區小鎮的選民曾神情沮喪地
說： 「我們是被剝奪的一個群體，可工黨
出賣了我們。」 反觀保守黨，在贏得二○
一九年大選後，首相約翰遜為耗資巨大的
高鐵二期（HS2）開了綠燈，這個旨在拉
動北方經濟的交通項目，可為 「紅牆」 區
帶來幾十萬份工作崗位和大量商機，這顯
示了他對 「紅牆」 人的重視，怎能不收穫
感激。

實際上，自貝理雅以 「第三條道
路」 引領工黨走向巔峰後，工黨一直陷於
迷茫。帶着挽救工黨任務出任黨魁的施紀
賢，本身是擁有爵士頭銜的大律師，在許
多基層工黨選民眼中，他不接地氣，如果
說郝爾彬走向極左，代表了草根，那他就
走向了另一個極端，代表了精英，結果誰
上台都會導致工黨選民的流失。目前工黨
的主力支持者，只剩下那些思想前衛的高
學歷年輕人和少數族裔，他們多住在現代
化大城市，比如倫敦，來自工黨的穆斯林
族裔簡世德能夠成為市長並且能夠成功連
任，就是基於這個原因。

我原來的一位老鄰居是忠實的工黨
支持者，曾四十年如一日地給工黨投票，
二○一九年大選時，她突然改了主意，認
為工黨變了質，她現在不知道工黨在代表
誰。正如工黨左翼雜誌《護民官》
（Tribune）主編在選後所說，工黨敗選
就是因為它的工人階級屬性越來越少，脫
離了群眾，而進步的青年政治並不能替代
階級政治來成為工黨的支持基礎，迷失的
工黨需要找到新方向。

倒塌的紅牆

四月二十六日，香
港特區政府敲定將 「回
港易」 計劃由廣東省及
澳門擴大至內地其他省
市，只要符合特定條件
入境後可獲豁免十四天
強制隔離檢疫。這對於
旅居內地的港人而言是
好消息，回家之路不再
漫長，家人團圓更是近
在咫尺。

綜觀全球疫情跌宕起伏，
印度確診人數只增不減，加上
香港本地出現變種病毒個案，
回港條件雖放寬，但個人防護
萬萬不可敷衍了事。在群體免
疫狀態尚未完成之前， 「回港
易」 只是通行證並非護身符。
日常戴口罩、勤洗手、少聚
集，並盡快接種疫苗，是保障
個人安全的最佳組合拳。

據官方近期公布的消息，
香港累計接種疫苗人數近一百
一十萬人，接種率約百分之十
六。

據香港食物及衞生局官員
介紹，香港已採購一千五百萬
劑新冠疫苗，足夠全港市民使
用，且疫苗供應順暢。疫苗充
足，設施齊全，香港為何接種
率不高？借用電影《哪吒》中
申公豹的話： 「人心中的成見
是一座大山」 ，這座大山或許
與此前阿斯利康新冠疫苗和強
生疫苗引發罕見的血栓病例有
關，疫苗副作用加重民眾對未
知的恐懼感；另一方面，受益
內地及港澳地區疫情控制效果

顯著，民眾對疫苗迫
切程度降低，大部分
民眾仍處於觀望狀
態。

這種觀望大可不
必。首先，香港政府
與內地政府採用的疫
苗與阿斯利康新冠疫
苗和強生疫苗完全不
同；其次，我國上市

疫苗均經過一期、二期、三期
的臨床實驗，是安全的。最新
疫苗研究表明：滅活疫苗
（Vero細胞）進行緊急使用
後，一般反應的發生率較低，
未見嚴重不良反應，疫苗具有
良好的安全性。

中國工程院院士張伯禮表
示，如果有疫苗接種的機會不
要放棄、不要錯過。很多人擔
心疫苗安全的問題，但中國的
疫苗經受住了考驗，我國疫苗
的安全性是有保障的。

相較國外疫苗短缺情況，
內地居民有四種疫苗可供使
用，香港地區也有兩種疫苗可
供市民選擇，正如陳薇院士所
說 「打疫苗可以選擇，是一種
非常幸福的狀態」 。

構建群體免疫長城是大勢
所趨，願大家積極接種疫苗，
畢竟疫苗於個人、企業還是社
會都是好處多多。相信隨着疫
苗接種率提升，香港完全通關
指日可待。屆時無論是個人旅
遊、購物還是企業出海融資都
會非常便利，讓我們為開放之
日的到來共同努力。

觀望不如行動 沁園春．沂蒙行
山水風光，人文薈萃，魅力沂蒙。

憶歷朝賢聖，光輝華夏，抗倭勇士，燦
若繁星；紅嫂慈祥，支前模範，流血犧
牲浩氣橫。戰淮海，更車輪滾滾，十萬
精兵。

迎奮進春聲，有紅色基因共繼承。
望沂河兩岸，高樓林立，蒙山四野，百
鳥爭鳴。科技爭先，物流翹楚，民企騰
飛競大鵬。富民路，看城鄉今日，再起
雄風。

本 地 青 年 組 織
「SUPer青年營」 近日
策劃了一項公益閱讀計
劃 「行走的圖書館」 ，
以流動圖書車的形式，
將適合青少年閱讀的圖
書送至中小學校園。首
場活動在天水圍香島中
學、中華基金中學以及
尖沙咀和銅鑼灣商業區
舉行，吸引不少師生和市民關
注。疫情一年多來，書展屢次
延期，各式校園書展亦減少頻
次，如是 「快閃」 書車出現在
校園和街頭，或可幫助大小朋
友再探閱讀的樂趣。

在很多城市，都能見到流
動圖書車穿行街巷的身影。特
區政府康文署的公共圖書館長
期提供 「流動圖書館」 服務，
書車深入香港十八區，尤其是
新界和離島等相對僻遠的地
區，為較難有機會前往公共圖
書館的民眾帶去閱讀的便利。
自一九八○年代開始，澳門公
共圖書館運營的流動圖書車，
更是憑藉獨特的、頗具復古意
味的車身設計，為城市風景添
多可愛一筆。在一九五○年代
的法國，火車曾扮演 「流動圖
書車」 角色，將數萬冊圖書送
至鐵路沿線的工人家庭；在北
歐的挪威和瑞典，流動圖書船
也曾沿河流上下，遞送圖書予
枕水人家。

如欲充分發揮流動圖書車
推廣閱讀、分享藝文的功用，
需着重關注兩個方面：一是圖

書的品類和質素，二
是停靠地點。圖書不
能太舊，也最好不要
太厚重或文字太密，
尤以圖文書、繪本及
短篇故事集為佳，以
便路過或短暫停留的
市民或學生能夠很快
被吸引，停下腳步翻
看。二是停靠地點不

能太僻靜，亦不可太嘈雜，因
僻遠的地方人流少，無法觸達
足夠多的讀者，而太過熱鬧的
商業區，人們腳步匆匆，或許
沒有時間和耐心靜下來，讀一
本好書。

傳統意義的圖書車以承載
和運送紙本圖書為主，而 「行
走的圖書館」 在紙本閱讀之
外，亦希望推廣電子閱讀工具
與多媒體藝文產品。當閱讀、
文化以及知識付費類別的APP
愈來愈多時，人們對於 「閱
讀」 的定義，早已不再局限在
紙質圖書及報刊，更拓展至音
視頻節目及其他跨媒介產品。
「行走的圖書館」 穿行在校園

及商業區，既提供免費或低折
扣紙本圖書及期刊，亦透過車
載電視播放作者及圖書推介短
片等，幫助愛書人更多了解書
本背後的創作故事。

富豪雪糕車在香港街巷穿
行數十年，成為幾代人的集體
回憶。期望承載知識的 「行走
的圖書館」 ，亦能走遍香港，
未來再走入大灣區，推廣閱
讀，促進共融。

行走的圖書館

 

















藝苑草
陳作耕自由談

光之紫

英倫漫話
江 恆

黛西札記
李 夢



▼

上
星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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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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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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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
中
，
約
翰
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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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
氣
公
仔
放

置
在
哈
特
爾
浦
的
碼
頭
。

路
透
社

沁園春．福田頌
雄踞鵬城，襟連港島，壯哉福田。

望而今海角，層樓蔽日，新興口岸，萬
客摩肩。睿智名區，東方硅谷，多少精
英聚此間。繁華甚，有千衢樞紐，百國
商圈。

春風譜寫詩篇，數生態家園分外
妍。愛藍灣紅樹，閒棲鷗鷺；蓮山梅
嶺，翠籠霞煙。亭閣流丹，湖溪淌碧，
裊裊笙歌醉釣仙。誰曾料，昔窮鄉僻
壤，巨變驚天。

登梧桐山
躍上蒼茫日正東，
煙雲繚繞半山中。
無邊樓宇籠春色，
萬里商船動海空。
好漢坡高誇好漢，
梧桐樹翠話梧桐。
大灣又見驚濤起，
聲震鵬城第一峰。

▲ 「行走的圖書館」 將圖書送至中小學校園。
SUPer青年營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