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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二十一世紀
西行漫記

馮煒光

在西藏， 「措」 是指湖。
讀者若自駕三一七國道，尤其
是由阿里獅泉河出發往東去拉
薩或成都方向，會見到一個
「措」 又一個 「措」 。

筆者十月八日早上九點三
十分從獅泉河出發，先後經過
阿里地區的革吉縣和改則縣，
直往那曲市的尼瑪縣奔去。導
航說車程是八百二十三公里，
需要近十一個小時。由於阿里

地區的經緯度和新疆喀什地區相近，晚上八時才完
全天黑，利用這個日照較長的優勢，擬在十月八日
晚上九時左右到達尼瑪。這樣只走一個小時左右的
夜路，便不會違反筆者 「不走夜路」 的要求。但結
果失算了。

三一七國道挺好走，除了有部分路面因為氣候
原因而導致路基沉降外，基本上都是在平整的柏油
路上走。車一進入革吉縣地界，便見到漂亮的
「措」 。筆者在導航和地圖也找不到名字，只能名
之為 「不知所措」 。怎知到了改則縣地界，那裏的
措更漂亮。

由於這段國道是繞着羌塘自然保護區而行的，

筆者幸運見到暮色蒼茫下的保護區。北京的朋友通
過微信看到這幀照片，還建議用 「願攜秋水攬星
河」 來點題。翌日由尼瑪出發往納木措，見到好幾
個漂亮的措，在航拍達則措時，更拍到藏羚羊在吃
草，無人機沒有驚動到牠們。還有恰規措，同樣很
美。除了措，草甸和雪山也非常漂亮。三一七國道
名氣雖不如三一八國道，但其漂亮風光，毫不遜
色。

十月八日和九日兩天筆者合共駕駛了一千二百
九十一公里，可謂 「披星戴月千里走」 。本來要走
一千多公里並非什麼大問題，但這段國道有限速，
而且是很低的時速，故令筆者失預算。在十月八日
一天內，經歷了四段三一七國道的限速，有限速
（時速）三十公里的、四十公里的、六十公里的，
到了那曲市的中倉鄉檢查站，是限速七十公里。筆
者在這裏收到平生第一張限速條，條上寫着中倉鄉
至尼瑪鎮，每一百六十三分鐘一百九十八公里，等
同限時速七十公里。問題是：由於前面的限速，在
中倉鄉拿到這限速條時，已是十月八日晚上十時
半，天已全黑，氣溫驟降。為免違法，筆者抖擻精

神，確保在時速七十公里下開進，其間有些路段，
甚至限時速二十公里。 「搏鬥」 了逾四個小時後，
最後在十月九日凌晨二時才到達尼瑪的酒店。登記
時，也把當值的店員嚇一跳，他睡在前台後面的櫈
上當值班，筆者的到來把他吵醒了。

在三一七國道走夜路是伸手不見五指的。因為
內急，筆者曾嘗試走出車外，除了車燈，國道兩旁
是羌塘自然保護區，仰望是燦爛的星空。筆者當時
最擔心的是遇到野獸如狼群，便趕快回到車上。在
這段路上跑，只能透過車頭燈光看到前面約兩米的
地方，看着地面漆上的黃色線，以免開到對面線，
也方便辨認出路是否會拐彎。一路走着，有些地方
根本沒有訊號。深夜時分，連對面線開來的貨車也
不多了。筆者當時提醒自己：千萬不能出意外，否
則可能要等到天亮才會有人發現。

筆者看着前面兩米的地面，想着這和人生的歷
練很相似。當遇上逆境時，何嘗不是 「伸手不見五
指」 ，好像毫無出路，只能望着前面，一步一腳印
地堅毅走下去。因為若原地不動，便永遠也到不了
目的地，也擺脫不了這黑暗。在這漫長的逾四小時

裏，筆者除了時刻注意地上黃線外，也思緒飛揚。
紅軍長征時也走過藏區，不知他們當年走過的路會
是怎樣的光景？

由九月二十日自成都機場租車開始，到十月八
日已自駕了七千零八十四公里，距離筆者個人版
「八千里路雲和月」 ，還差不到一千公里，估計只
要多走一周到達成都，便應達成這目標。屆時也是
這次遊記收筆之時。

暫先擱筆，明天要走五百公里去巴青，那裏接
近昌都市了。過了昌都，便是離藏入川。

（西藏篇十二）

走三一七國道 一措再措

香港─這個小島
上，名牌店林立、很多人
手上戴着Rolex、拿着LV
手袋、穿着Gucci皮鞋、
喝着半島酒店下午茶。曾
陪朋友去中環一家診所，
有兩個衣着考究的女士也
來看醫生，看起來是老相

識偶遇。先是用粵語打招呼，然後就用英語
聊起天來。令人想起托爾斯泰小說裏，十八
九世紀的俄國上流社會貴族也常常拽一兩句
法語或英語，以示身份高貴。

也在這個小島上，還有一群人，在街頭
拾荒，在工地流汗，在貧困線彷徨，居者無
所，勞者無家。曾在游泳館門口，數次看見
蒼老的流浪漢倚靠在坐椅上過夜；曾在尖沙
咀的街角，看見佝僂脊背的老人冒雨守着修
鞋攤；也曾心驚膽戰走過跑馬地的地下通
道，兩側躺滿了流浪者，通道瀰漫着尿臊
味。通道之上，馬場的包廂裏香氛氤氳，女
人們頭戴樣式浮誇的英式帽子或花飾，男人
西裝革履，悠閒地飲酒品茶觀馬。

這個城市的富貴到什麼程度，無法想
像；這個城市的窮苦到什麼地步，超乎想
像。

日前到土瓜灣老社區，這裏街道老舊，
五六十年樓齡的老樓比比皆是。七十八歲的
好姐無兒無女，一人獨居公屋。公屋頂多三
十平方米，住了三十年。滿屋的陳設也停留

在八十年代，笨重的老電視機、簡陋的老餐
桌，牆皮泛黃斑駁，雜物從地板堆到房頂，
沒有一件像樣東西。好姐有腰腿痛等老年
病，走路不便，醫生勸她做手術，但公立醫
院排隊輪候時間太長，私家醫生又太貴，她
覺得自己年紀大了就不做了，只要能動就行
了。病痛難受時要麼自己扛一扛，或者憑政
府每年發的五千元長者醫療券，到偶爾來社
區的流動中醫車做針灸，一次一百蚊。她的
經濟來源主要靠每月領取綜援三千八百多
元，公屋月租四百多港元。早中餐一般去老
年中心吃，省錢。有事時義工會來幫忙。好
姐淳樸善良，頻頻說 「有公屋住，開心知足
感恩」 「自己沒有要求，平安就好。」 唯一
的希望是 「後生仔不要搞事」 。

住過渡性房屋的張先生出生在香港，一
歲時隨父親返內地，在一個直轄市長大生活
就業，一九九三年返港定居，老伴芬姐原來
在大學工作，一九九五年辭職也來到香港。
夫婦來港後在小學做校工十九年，現均已退
休。獨子住深井，從事裝修行業。來港快三
十年了，老兩口至今沒有一套自己名下的住
房。過去住學校宿舍，現在年逾七旬，仍在
輪候公屋。這套過渡性房屋沒有電梯，一個
客廳兩間卧室卻是兩家人合住。十一平方米
的卧室是老夫婦的，月租一千三百四十港
元；九平方米的小屋住另外一戶。房子到年
底期滿，眼看就差兩個月了，下一步將安置
哪裏？仍是未知數。一旦住房合同到期，輪

換公屋申請還沒批下來，就得自己租短期
房，或者把東西存倉儲，暫住廉價酒店，這
對他們來講是筆不小的開支。並且短期房難
找，簽長期合同又擔心公屋輪候到了，造成
租金浪費。現在張先生每天去郵箱查看有沒
有房屋署的信函，每天都是空手而歸。

若他們仍生活在內地大城市，以芬姐的
大學教職，一套百十平方米的房子不成問
題；退休金用來頤養天年更不成問題；兒子
上大學有個體面的工作體面的生活，也不成
問題。

住劏房的秋鳳今年四十歲，二十二歲時
從廣東雲浮嫁過來，如今全職在家帶年幼的
子女。家庭經濟來源主要靠丈夫一人做裝修
散工，受疫情影響，有時一個月只有幾天開
工，生活拮据。這套房被劏成了三間，住了
三戶七人。她一家四口住的不到二十平米，
月租五千港元。另外兩間劏房面積更小，廁
所是沒有窗戶的 「黑廁」 ，樓下餐廳的油煙
經常排上來，空氣很差。她嘆着氣說 「太壓
抑了」 ，自己要是留在廣東，住的地方比這
裏大得多。前幾天一家人終於申請到了公
屋，正在翻新等入住通知。這還是在兒子女
兒出生後有加分，排序從頭來過，好不容易
才申請到的。 「我住劏房十年，輪候了十八
年才等到這個公屋」 ，說這番話時，秋鳳臉
上仍然沒有一絲輕鬆欣喜。她八歲的兒子躲
在裏間小床上寫作業，三歲的小女兒活潑漂
亮，拉着我們的手看她的小玩具，眼睛像月
牙般笑彎彎的。

一街之隔有在建的新樓盤，隔壁是嶄新
的酒店，漂亮氣派，當然都是大商家開發的
地產。那邊是香港，這邊也是香港。然而，
那邊的光鮮不屬於這邊的人們，這邊的慘淡
也不屬於那邊的關注。在這個地方，抬頭可
見大都會的丰采；低頭隨處俯拾哀哀民生。
此一眼繁華快意，彼一眼辛酸不堪。同一時
空下，兩個完全不同的平行世界。

民生即民意民心，民生大過天，湯湯勢
如水，可載舟亦可覆舟。看似微如塵埃，卻
是為政治理大事。這一個個愁容，一聲聲嘆
息，一幕幕日常，夜聽蕭竹，枝葉關情，誰
能安卧？豈能安卧？

民生低如塵 民生大過天

▶土瓜灣十三
街唐樓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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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菜打牙祭──海味入川
傳統川菜宴席中，海味

並不少見。比如鄧師傅給我
們做的敘府廣肚和肝油海
參。有朋友以為這些海味菜
是鄧師傅創作的融合菜品，
真可謂大錯特錯。

川菜本是個融合體系，
但這融合發生在上百年前。
海味入川的歷史十分悠久，

傅崇矩一九○九年出版的《成都通覽》中已有
大量海味菜，如麻辣海參、紅燒鮑魚塊、雞鬧
魚翅（原文如此， 「鬧」 應為 「淖」 之誤）、
玻璃魷魚等。這些海味菜是地地道道的川菜，
並不是什麼融合菜、創意菜。

海味入川與人口遷移及經濟發展密切相
關。由於戰亂，四川在歷史上曾人口銳減，局
勢穩定後發生了幾次大的移民潮，影響最大的
是元末明初和康熙平亂後的兩次大移民行動，
史稱 「湖廣填四川」 。入川民眾多來自舊制湖
廣省，即今湖南、湖北南部以及粵北。除此之
外，兩廣和江浙移民亦不在少數。各地移民帶
來各自的飲食習慣；隨着經濟發展，各地行商
又帶來異鄉烹飪手法。沿海的飲食習慣逐漸扎
根於川菜的基因中，沿海菜系的影響在百餘年

前已生根。
四川地處內陸，海鮮的輸入在很長時間裏

都面臨現實困難。當地人要吃海產，多數只能
靠乾貨；富人自可吃得起海參、魚翅、花膠和
乾鮑之類的名貴海產，普通民眾則多數只能以
乾貝、魷魚等打牙祭。經過長時間的發展，川
菜處理乾貨的技法漸趨成熟，絕不輸於沿海菜
系。

以鄧師傅本次來港給我們做的海味菜為
例，先說敘府廣肚。水發花膠（魚肚）改塊，
在乾燒基礎上，減辣增香；魚肚燒入味後，糯
軟可口。底下配一小口蛋麵，將芽菜、肉末和
筍丁裹淨，是剛剛好的搭配。敘府乃宜賓的代
稱，源於明朝敘州府舊制。川菜的海味烹飪受
魯菜影響最大，魚肚多用油發，取其蓬鬆吸
味，例如名菜菠餃魚肚。鄧師傅創作這道菜
時，借鑒了粵菜的水發法，使魚肚保持軟糯，
是傳統基礎上的合理發展。

再說海參，川菜中的肝油海參獨具一格，
取味鹹鮮，汁濃參糯。此菜用粗豬肝和豬的雞
冠油（即豬網油頭上形若雞冠的部分）入饌，
豬肝和雞冠油焯水後改小塊，用高湯、薑、
葱、黃酒、鹽、糖色、醬油以及胡椒粉等燒沸
打沫，慢慢煨成濃汁。待肝酥油亮時，用紗布

袋包住焯過水的海參放入汁中燒製，入味後勾
芡。肝與海參一起裝盤，淋上芡汁即可。

魚翅和鮑魚也是川菜中常用的海味，例如
酸辣魚翅、鴨包翅、鮑魚燴雞片、繡球鑲鮑魚
等，囿於篇幅，不再展開。提一句較為家常的
鍋巴魷魚，也是川菜利用海味的名菜。碱發魷
魚燴成大荔枝味（酸甜），鍋巴炸成金黃，先
上鍋巴，再當着客人的面淋上燴魷魚， 「刺
啦」 一聲響頗有表演效果。抗戰時，這道菜在
陪都重慶很受歡迎，被稱之為 「轟炸東京」 ，
當然這是題外話了。

京劇藝術雖有小
眾化趨勢，但有許多
術語卻早已大眾化，
在生活中留痕頗深。
比如，常被我們掛在
嘴 邊 的 「 有 板 有
眼 」 、 「 一 板 一
眼」 、 「沒板沒眼」
等，都是京劇術語
（雖然嚴格地說，有
的術語形成時間比京劇還早，
如 「有板有眼」 出自明代王驥
德的《曲律》： 「凡蓋曲，句
有長短，字有多寡，調有緊
慢，一視以板眼為節制，故謂
之板眼。」 明朝還沒有京劇，
但由於京劇的影響力，人們自
然先想到京劇，而不是那些鮮
為人知的典籍），這些術語在
生活中都另有含義，如 「有板
有眼」 ，用來形容一個人行為
規矩、做事穩重， 「一板一
眼」 ，則形容得更為具體和準
確。

京劇的板、眼，一般對應
音樂的強拍、弱拍，如一個四
二拍（四分音符為一拍、一小
節兩拍）的節奏，第一拍為
「板」 ，第二拍則為 「眼」 ，
稱作 「一板一眼」 ，是京劇裏
的 「原板」 ，原板是所有板式
的基礎形態，節奏強弱鮮明、
穩重、規矩的原板，彷彿象徵
着一種生活原則，自然容易跳
出戲劇，在生活中扎根。相
反，若說一個人說話、做事雜
亂無章，就說他 「沒板沒
眼」 。但 「沒板沒眼」 在京劇
裏卻沒有貶義，而是 「散板」
的特徵。散板唱腔因為沒有板
眼約束，演員可以根據內容需
要和自己的理解，自由處理各
個分句和某字某腔的長短高
下。散板貌似沒規矩，也不是
主要板式，但最不好唱，行內
有 「散板要準」 的要求。散板

最考驗琴師，琴師不
能死摳曲譜，而且必
須會唱這段戲，才能
和演員配合默契。生
活中也有一些 「散板
型」 人，不拘禮法，
但本質優秀，給這種
類型的人當 「琴師」
可不容易。

有 一 句 熟 悉 的
話，叫做 「一個唱紅臉、一個
唱白臉」 或 「有唱紅臉的、有
唱白臉的」 ，是說在做一件事
情時，有人說好話、有人說壞
話， 「紅臉」 、 「白臉」 一起
戲弄或欺騙當事人。 「紅
臉」 、 「白臉」 與京劇臉譜有
關。在京劇裏，一般把忠臣或
好人扮成紅臉，把奸臣或者壞
人扮成白臉，紅臉是正直的象
徵，白臉則象徵奸邪，如關公
是紅臉，曹操就是白臉。這樣
的角色一出場，觀眾從臉譜上
就能看出是好人壞人了，在藝
術創作中，稱之為 「臉譜
化」 。

還有一些術語如 「行雲流
水」 、 「字正腔圓」 等，也和
京劇有關。前者特指京劇的流
水板，唱腔流暢優美，就像漂
浮的雲和流動的水；後者所說
的 「字正」 ，是指字的發音要
準確， 「腔圓」 就是旋律要優
美、有韻味， 「字正」 才能聽
懂， 「腔圓」 觀眾才愛聽。在
生活中，我們說某件事完成得
順利、幹得漂亮，如同行雲流
水一般；若誇一個人說話好
聽，就說他 「字正腔圓」 ，當
然這只是淺層含義，還可以引
申到許多方面，比如言行標
準、觀點正確等。我們習慣將
一個公司的頂樑柱（骨幹人
才）稱之為 「當家花旦」 ，
「花旦」 是京劇的一個行當，

在這裏顯然也被生活化了。

生活裏的京劇術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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