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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行政長官林鄭
月娥前天（十二
日）出席新一屆立
法會首次大會，她
在致辭中表示，會
議廳內懸掛國徽和
區徽，標誌着特區
政治體系的里程
碑。兩年多前，大
批黑衣暴徒攻入立

法會，就在同一個地方瘋狂破壞，塗
污懸掛會議廳上的區徽，這令人痛心
一幕至今歷歷在目，卻恍如隔世。筆
者透過電腦觀看這次答問大會直播，
看到議事廳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加莊嚴
肅穆，香港民主政治已經重返正軌，
行政立法開啟良性互動新文化，這是
一個令人鼓舞的新開始。

電視直播立法會特首答問大會不
僅是一種形式，也是行政立法關係的
重要窗口，更是香港政治民主的重要
體現。可惜，在實施香港國安法和完
善選舉制度之前，反對派攬炒派無所
不用其極，以各種手段甚至暴力騎劫
立法會，屢屢將會議廳變成 「反中亂
港」 的政治鬧劇表演舞台，每次特首
和官員到立法會出席會議都好像被
批鬥，要忍氣吞聲。幸好中央出手，
這些鬧劇和一眾表演主角已成為過
去。

本周三的答問大會，林鄭月娥不
再神情緊繃，從容報告重組政府架構
方案的具體內容，以及北部都會區方
案的規劃進展，而一眾議員的發言有
批評和建議，也有質疑甚至強烈不
滿，要求盡快立法取消強積金對沖、
質疑政府抗疫不力漏洞百出、旅遊業
界要求救亡、要求追究國泰機組人員
涉嫌違規播毒、希望加快基本法二十
三條立法等等，連任或重返議會的議
員毫不客氣，議會新丁初試啼聲也做
足功課。林鄭月娥的回應有解釋說
明，也有否認甚至反駁。議事堂上特

首議員相爭為港，對事不對人、不嘩
眾取寵，這才是良性、建設性和廣大
市民所樂見的議會文化，也是港式民
主應有之義。不過這種議會新文化才
剛剛開始，林鄭月娥說將向立法會提
交四十項立法草案建議，到時各位議
員如何把關，如何發揮議會監察力，
市民拭目以待。

遺憾的是，本屆立法會有九十名
議員，首次大會議事廳卻只有七十名
議員出席，與上屆立法會人數一樣，
有二十名議員因為早前出席一個生日
派對，基於防疫需要而未能現身議事
廳，只能分別在竹篙灣隔離營以及各
人家中透過視頻出席會議。坊間對這
個生日派對引發種種爭議，姑勿論最
終調查結論如何，但對於這些剛當選
卻未能親身到立法會出席首次大會的
議員，特別是當中部分是首次當選的
議員來說，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有
的當事人已就事件令市民失望表達歉
意。如果相關人士能夠汲取教訓，藉
此警醒自己在新的政治環境下從政絕
對不能掉以輕心，必須謹記選民和市
民所託，那麼也未嘗不是將壞事變好
事。

現在，完善選舉制度之後產生的
新一屆立法會已經開始投入工作，不
僅增加了二十名議員，而且所有議員
都是愛國愛港，這是一個新的起點。
另一方面，按照林鄭月娥在立法會報
告的政府架構重組方案，七月份上任
的下一屆特區政府，將由現在的十三
個政策局增加至十五局，而且很有可
能增設副司長職位，這將是另一個新
的起點。立法和行政兩個新起點的結
合融合，是香港 「一國兩制」 行穩致
遠的重要條件，下一步如何帶領香港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如何落實 「十四
五」 規劃中對香港的八個中心和兩個
樞紐的定位，才是見真章。

歸根究柢，廣大市民希望看到的
不僅是一個良性互動的行政立法關
係，更期望看到一個良政善治的香
港，期望早日通關、早日告別劏房，
期望經濟繁榮、民生改善、民主發
展，期望國安港安、政通人和。香港
已經浪費了很多時間，錯失了很多機
會，積壓了很多問題，我很欣賞一名
新科議員參選時一句口號： 「香港不
能再等」 ，對此特區管治隊伍各方要
有時不我待的緊迫感。

良性互動新開始 良政善治要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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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緣小敘既是做西安小
吃的，涼皮、肉夾饃自不可
少，臊子麵、biangbiang
麵、油潑扯麵、羊肉餃子和
滷驢肉亦有供應，不過因為
原料問題，羊肉泡饃這麼重
要的一道西安美味卻沒有。

插個題外話，biang是
個生造字，多認為其為擬聲
詞，但起源未有定論。在陝
西流傳着十餘種寫法，每種寫法皆有
相應歌謠幫助記憶。比如這一個常見
版本共五十六筆，相對應的歌謠如
下：一點飛上天，黃河兩道彎，八字
大張口，言字往裏走；左一扭，右一
扭；左一長，右一長；中間夾個馬大
王。心字底，月字旁，留個鈎搭掛麻
糖，推個車車逛咸陽。

這裏的西安小吃雖然味道上大體
維持了原貌，但細節上已做了改動，
本來一大碗的西北麵食，在有緣小敘
變得十分小巧；油潑扯麵裏配的蔬菜
也變成了唐生菜；油潑生蒜變成了炸
過的蒜蓉，有點避風塘手法的意思；
麵裏面還可配金沙排骨、雞翅、脆海
苔等等配料，發揮了一定想像力。

岐山臊子麵講究顏色搭配，臊子
色澤紅亮，麵條滑溜勁道，配料改刀
細緻，麵湯酸辣燙口。但有緣小敘的
版本湯色太深，湯量太大，配料色澤
不和，食材切得太粗，中間還有碩大
的土豆片和唐生菜，讓人大吃一驚。

這裏的肉夾饃比西安的小了一
號；白吉饃烤得一般，外皮不脆，內
裏不潤；臘汁肉裏雖沒加亂七八糟的
東西，但肉味不夠濃郁，肉汁不夠豐
富，且異常油膩。此處的小吃雖能解
饞，但畢竟不是長安風骨了。

要吃新疆口味，可去西環的巴依
餐廳。老闆馬先生是新疆的回族同
胞，先前據說在滬上開過新疆餐廳，
後來定居香港，便在十多年前開設了
這家巴依餐廳。 「巴依」 二字是維吾

爾語 「貴賓」 的意思，意味
着歡迎四方來賓。

羊肉自然是這裏的主
打，先前聽說店主怕香港同
胞吃不慣新疆羊肉，選用了
新西蘭羊肉。由於整羊入
貨，品質比較有保證。但最
近去，據說已使用新疆羊
肉。去吃了幾次手抓羊肉、
烤羊肉串、羊肉水餃等菜式

都覺得美味。除了例牌菜式，還可以
預訂烤全羊，需要人多時方吃得了。

這裏也提供諸如大盤雞之類的新
疆漢族菜，分量十足，味道並未遷就
本地口味，令人一嘗如故。還有手抓
飯、烤饢和拉條子等風味地道的新疆
主食，是每年偶爾想起新疆菜時的去
處。酸奶亦濃郁美味，配合口味較重
的菜品，正好解膩。不過此處沒有鹹
奶茶喝，估計是考慮了本地的接受
度。

近十多年，越來越多的內地學子
來港求學，其中亦不乏北方人。許多
人畢業後都留港工作生活，成為了所
謂的 「港漂」 一族。我本人對 「港
漂」 二字並無認同感，只因香港本身
就是因移民而興起的熔爐之城，客主
難分，每個人都可在這裏找到自己的
一絲歸屬感，何必給自己貼上標籤？
在此地定居的年輕人，亦有參與餐飲
行業的，這些年多多少少也開了些新
的北方館子，是他們解鄉愁與謀生並
行不悖的法子。

真正的北國味道並不是一成不
變。不同時期開在香港的北方菜館亦
都各有千秋，老中青三代各不相同，
既可有古早的老派味道，亦有時代變
遷下形成的新口味。

唯有偶然來襲的鄉愁是亙古不變
的文人命題，而世俗者最直接的鄉愁
緩解計劃便是去找家鄉美食打牙祭。

從陝西到天山 新一波疫情
聖誕和元旦轉眼

已過去，德國的人們
在百般忐忑中小心翼
翼地度過了一年中最
期盼的假期。

在柏林的德國當
地人大部分人選擇了
「留守」 ，有的邀約
親朋好友相聚，卻又

時時擔心會不會有誰感染傳染了大家；
有的預訂了餐館的聖誕大餐，也每天查
看新聞，生怕感染數據上升導致餐館被
封鎖關閉。

而居住在柏林的歐洲其他國家家庭
或者外國人多數決定 「勇敢」 地按計劃
旅行，除了要回到自己的國家看望家
人，有的也僅僅是不想失去一年到頭難
得的旅行假期。是的，是時候必須出去
唞唞氣了。

旅行在外的人們在關心德國疫情的
同時更關心所在的旅行目的地國的當地
情況。一不小心，旅行目的地國被德國
列入風險國家，便意味着一天以後開
始，從這個國家返回德國的旅客需要面
臨五天至十四天的隔離。

有的家庭覺得 「來都來了」 ，先好
好享受當下，度完假再說，回去隔離就
隔離吧，反正那是以後的事兒了。也有

好一部分連夜飛回德國，哪怕是飛到別
的城市，再坐火車輾轉回家也要在 「風
險國家」 生效前入境德國。他們有的是
擔心影響到工作，還有的是家裏有年幼
的小孩，覺得無法忍受隔離。

無論是旅行的還是留守的，大家都
在享受短暫歡聚和快樂的同時有各種各
樣的擔心。大家坐在一起的時候，討論
得最多的是疫情和疫苗；相互之間 「問
候」 得最多的也是 「加強針，你打了
麼？」

假期前人們都爭先恐後地搶着去打
加強針，為的就是能在聖誕新年期間無
論親友聚餐還是出門旅行都多一層保
護，彷彿是加了一層 「金剛罩」 一般。
於是，十二月初到十二月中旬疫苗中心
排着長隊，以前半小時就能打好的疫
苗，得排四五個小時的隊。為了讓更多
的人能盡快打到加強針，家庭醫生和很
多專科醫生也開始提供新冠疫苗接種時
間段。

除了疫苗第三針，很多家庭之間討
論甚至爭論得最多的話題還是兒童是否
該接種疫苗。德國在去年十二月初批准
了五至十二歲的兒童疫苗。然而，對兒
童注射疫苗的安全性人們也難免有擔心
和懷疑。畢竟，之前十二歲以上兒童打
了疫苗後出現的各種不良反應也不少。

父母們在 「值不值得」 的這個問題
上有着不同的分歧。然而，在現實生活
中，如果沒打疫苗也會遇到一些實際的
困難。

節後柏林開始實施更嚴格的抗疫政
策，管控的兒童年齡從 「十二歲以上」
變為 「六歲以上」 。這意味着所有六歲
以上的兒童進入到商店等公共場所，要
麼需要疫苗證書，要麼康復證明，或者
是測試證明；而成年人則必須是打了疫
苗或者感染後已康復的。

日子依然一天一天地在疫情數據中
過着，或是焦慮擔心，或是不管不顧，
這都是一個異常艱難的假期。讓人略感
安慰的是，進入到新年的有幾日氣溫突
然回暖到十幾攝氏度。陽光下，讓人們
被突如其來的 「暖冬」 溫暖了一把，也
忍不住更加期盼着春天的到來。

來香港歲餘不足半夏之
年，細想從頭，卻如張三丰
立武當尖頂，望着縹緲雲海
回憶郭襄時，已經記不清是
何時開始的了。

香港是一個中西薈萃的
地帶。狹小一方，萬國文物
冕旒華冠燦然若盛，珍瓏巧
物以清姿貴格擅價一時，珍
饈美饌從歌榭高樓流入勾欄瓦肆，宋
京汴梁之風赫赫，明清江南之盛猶
在。香港就是這樣一個好地方，除了
孤獨是免費的以外，什麼也都盡能拿
得出來給你。

即使讀到中文的碩士學位，也很
難知道 「孤獨」 的反義詞是什麼，熱
鬧？溫暖？陪伴？但無論什麼詞彙，
都不能排除孤獨的意味存在其中的可
能。經常是這樣的晚上，偶爾也是黃
昏：我上學經過玫瑰教堂的矮矮白石
牆，地面上的水還很濕涼，剛下過一
場飄忽的時雨，才冷了一點肩膀就匆
匆停收，橘黃色的光從朦朧的尖窗裏
幽幽滲透到外頭來，路燈和磚塊的邊
緣像被打磨過似的光澤，折射着少年
時喝過的井水般懷舊的質感。這種時
候，很適合從包裏拿出一隻紅色糖果
似的yo-yo球，在黃澄澄的光下投下
一輪空轉的輪迴的影子。

是的，我真的有一隻yo-yo球，
在海港城的玩具店，鬼使神差。很奇
怪吧？明明有那麼多更昂貴更現代的
電子玩具在港販售：任天堂Swtich、
蘋果iPad等等，我卻偏偏迷戀這隻三
十九港元的古早yo-yo球。它懸停在
空中那驚心動魄的幾秒，微妙的力重
感和牽引力通過白色的細繩，溫柔而

無隙地纏繞在我的指端。彷彿
我的童年，有那麼幾秒回到這
個世界，玩這門只許有一個人
玩的yo-yo球遊戲，再次確認
了，現在的我和童年的我，確
實是同一個人。

然而行在不屬於自己的城
市街上，在陌生的路人面前，
甩下yo-yo球，旁若無人地凝

視着它的空轉，這該是一件多麼孤獨
的事。是的，現代觀念已經不言自明
了這個為人立世的道理：誰孤獨，誰
可恥。

但是小時候，明明一個人玩，哪
怕站在馬路中央的十字路口和yo-yo
球玩，既不會覺得孤獨，也不會感到
可恥。童年也是這點好：從不知道什
麼是孤獨，也無從談起可恥。古典世
界的人們的觀念裏，也從不避諱孤
獨，甚至以孤獨為美，為尚。若說一
個高人賢士 「渡世不知孤獨」 ，簡直
跟罵他 「禽獸不知有情」 一樣惡毒
了。在現代世界，還有什麼比孤獨更
可恥的事嗎？還是有的。那就是詩人
里爾克的《秋日》裏所說的：誰此刻
孤獨，誰就永遠孤獨。很奇妙吧？永
遠是由瞬間來決定的，yo-yo球的魅
力也是因它在虛空中滾蹈的那幾秒瞬
間來決定的，我們意識到孤獨的那個
瞬間，就是我們長大且再也回不去的
那個瞬間。人心和童年，都是不待風
吹而自落的花而已。

手中的yo-yo球，是和在香港認
識的同學一起買的。兩天後，他沒有
任何解釋地刪除了我的聯繫方式。

仍保留在手中的，只有yo-yo球
的空轉。

孤獨空轉的yo-yo球

 






















當中國花燈遇上歐洲童話

柏林漫言
余 逾

飲饌短歌
吃吃君

IG：mrchichi1988

維港看雲
郭一鳴

HK人與事
劉陽涵

市井萬象



近日，比利時安特衛
普動物園舉行的第六屆
「中國花燈節」 吸引了周
邊地區的大批遊客。此次
花燈節以歐洲童話 「愛麗
絲夢遊仙境」 為主題，由
中外藝術家合作設計製造
的一百三十件大型花燈裝
置將安特衛普動物園裝扮
成了奇幻的童話世界。

新華社

▲聖誕期間空蕩蕩的勃蘭登堡機場。
作者供圖

▲有緣小敘的肉夾饃。
作者供圖

◀巴依的手抓羊肉。
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