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是一個十分奇特的
地方，有着很多音樂演奏高
手，其中爵士樂就是香港的
一個強項。但香港主流媒體
和社會並沒有真正去推動爵
士樂。其實任何一個國際城
市都需要爵士樂，你去到東
京，有着很豐富精彩的爵士
樂演奏生態。日本人也很喜
歡爵士樂，有很多爵士樂表演場地。
香港有很多爵士樂高手，政府康文署
也不遺餘力地去推動爵士樂，但是有
一個核心問題是香港的音樂教育着重
的是西方古典音樂，爵士樂並沒有受
到適當的重視，爵士樂變成了只是某
類精英階層懂享受的音樂。其實爵士
樂十分親民，爵士樂本身來自美國民
間，是一種非常有節奏即興的音樂，
有點像中樂裏面不用看樂譜、自由奔
放的互動。

香港爵士樂高手眾多，當然首要
數到就是包以正先生（Eugene
Pao）。包以正先生的造詣和對爵士
樂的修為不用置疑，除了包以正先生
以外，也有很多老中青年代的爵士樂
樂手，也是非常精彩。今年 「香港高
級視聽展」 也有推出香港爵士樂的國

際品牌，這正正符合了香港成
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一
個定位，就是我們如何利用香
港民間的國際網絡創造一個香
港本位的品牌。香港派的爵士
樂是有很大潛力的，最近也有
一些爵士樂樂手和中國傳統南
音結合，創作出一些十分有香
港特色的爵士樂，而這種香港

式爵士樂本身就能夠帶動一個香港品
牌，就是香港能夠融合中西方。爵士
樂本身就是有這個潛質，因為它很有
開放性、有包容性，唱也得，奏也
得，快慢也得，也有旋律優美、節奏
強勁也有，是非常有趣的一種音樂類
型。其實也很符合香港這個國際大都
會的精神。

特區政府其實需要大力推動爵士
樂，找尋表演場地不困難，一個中學
禮堂、簡單的設置就可以變成一個很
好的爵士樂廳。很多社區會堂，甚至
乎天橋底，也可以建一些不同表演場
地。

現在香港缺的不是表演人才，而
是缺乏表演場地，讓表演人才能夠接
觸觀眾，而中小型的表演場地更是重
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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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需要美
食，而非僅是飽
腹。我以為能夠體
驗美食、欣賞美
食、享受美食，實
為既幸運且美好之
事。如果某一次、
某一時，某個餐

廳、某道菜，忽然勾起童年之記憶、
家鄉之味道、陳年之舊事、往昔之眷
戀、歲月之感嘆，此一刻，時光被賦
以生命，人與眼前之美食就是一場因
緣際會。這一餐，歲月知味，無異就
是我的白月光，三餐四季，在堅硬的
世界裏，彼此溫柔相待。無疑，這是
品嘗美食之最佳體驗。

幸運的是香港是個美食天堂，有
不少讓我回味無窮的經歷。比如，我
曾到過這樣一家餐廳。交通不便，行
人走過、路過無亮點，內部裝潢古
早，七八張枱，舊式屏風相隔。據蔡
瀾說：天下第一杭州菜在香港，不
去，枉過此生。 「食神」 師弟說：這
是他最喜歡的浙江菜館。我也聽說大
閘蟹季節，老饕雲集於此，非熟客勿
擾。還聽說這家的菜，價格不菲，更
直白些 「貴的要命」 。但是，這裏走
出去的客人，回味盤中之物，總覺人
生美好，滿足到極點。對，說的是天
香樓。

這日師弟領路，一行人穿街走
巷，推開一扇玻璃門，仿若進入王家
衛電影，一股濃得化不開的歲月之味
撲面而來。入座，來不及看菜單，先
看最裏面櫃枱上掛的牌匾，上書 「天
香樓」 ，張大千所題。再瞧嵌貝屏
風，一看就是老物件。沒錯，這是當
年從杭州搬來的原物。器物不語，歲
月早已將它們薰染成 「古董」 。

離開老物件，又見大幅《天香
圖》，是黃永玉手筆，再看四壁，原
來皆是名人字畫。還未來得及驚嘆，
叔伯輩侍者遞上冒着熱氣小毛巾。拿
着燙手，需拎其一角甩甩熱浪，好久
遠的體驗。

總算回到座位上。一對景德鎮老
瓷器碟碗，碗中墨紅泛光，看顏色以
為陳醋，濃稠度又似 「糖漿」 。好奇
下端起來聞，一陣香醇、圓熟、柔和
而豐滿之酒香。驚喜之極，忙請教師
弟，此酒何出？這一問才知道天香樓
有多講究。

這款是三十年窰藏陳年花雕。不
過陳酒雖香，但口感太厚，因此陳年
花雕都要兌上五六年新酒，才能醇厚
適中。在天香樓兌酒是一門手藝活，
侍者光學習兌酒，就要好幾年。 「天

香樓另租了地方專門藏酒、兌酒，他
們的花雕酒只此一家別無分號」 ，師
弟說。端起酒碗，抿一口，每一根毛
細血管都舒展開來，歲月的味道，喝
的是酒，品的是光陰啊！這一刻，我
的胃被徹底俘虜，一切交由師弟打
理。為照顧我，翅和東坡肉免點，又
為多些體驗，所點道道經典。

是晚食客不多，環境亦無時尚餐
廳之感，但卻處處感到店家之考究和
優雅。三兩個叔伯侍者一直環伺在
側，不聲不響一人已站到我身後，拿
着小酒壺把我的酒碗上滿，又在不知
不覺中拿走了剛用過的毛巾。幾道菜
後，冒着熱氣的小毛巾送來，恰是剛
剛吃完醉蟹。

天香樓的上菜順序和間隔是有講
究的。我們在邊吃邊聊中，享受着侍
者將涼菜熱菜，葷素菜餚依照嚴格順
序依次送上。桌上既沒有一股腦堆滿
的菜，每人盤中又都有食。大夥吃得
既閒適又有些 「緊迫感」 。因為有些
菜是吃火候的，比如為人稱道的龍井
蝦仁和爆鱔背，不可久放。這些菜一
上桌，師弟就提醒大夥趕快吃，別光
顧拍照，因他多次被阿叔伯們關照
過。

「這盤蝦仁是手剝鮮蝦仁，上漿
冷藏後快速炒成，滑嫩鮮美。馬上
吃，有淡淡茶香，這可是雨前龍井。
若放久了，蝦仁就會出水，口感和味
道都打折扣」 。在我們快速地你一勺
我一勺配上醋，大飽口福之時師弟娓
娓道來。

冒着熱氣的爆鱔背上桌了，師弟
更是要求我們趁着還很燙口，立刻下
箸。此刻鱔背爽脆，醬汁香濃，又毫
無油膩感。但只要多放一會，美感稍
縱即逝，鱔背的掛糊就開始變軟變
膩，很難適口。遵囑，立刻停止拍
照，夾一箸入口，脆香之爽、酸甜之

潤梯次呈現，幾口下去，餘味裊裊。
你看，這享受美食之過程，恰似生活
中所有的遇見，都是獨一無二的，逝
去之事，只可留作回味。正想着，侍
者又過來倒酒，不知不覺早已酒過三
碗。

吃，快樂着，眾人一口酒。一條
色澤金黃的大魚端上桌子，這便是非
常稀有的煙熏大黃魚，用砂糖和龍井
茶葉熏製。還未着筷，已是香氣撲
鼻，入口，煙煙韌韌，茶之熏香與肉
之鮮甜溢滿口腔，餘味綿長。

天香樓的原料是不計成本地精益
求精。令人期待的蟹粉撈麵擺在眼
前，食客早已垂涎欲滴。蟹粉是餐廳
每天人手鮮拆，麵是餐廳自家製作之
手切麵。一大碟金燦燦蟹粉扣在麵
上，筷子一攪，每一根勁道的粗麵，
沾滿鮮甜濃厚之蟹粉和蟹膏，淋上幾
滴香醋，味道平衡，真是神仙配搭，
完美至極。我本人不諳廚事或從未用
心在此，故對廚師們 「上窮碧落下黃
泉」 地尋找食材，以赤子之心執著最
佳效果之敬業精神非常欽佩。趕快再
吃一口，更覺美味。

其實每道菜都恰到好處，連清炒
茭白、開胃菜醬蘿蔔、素鵝卷，眾人
都大呼好吃。更何況只有熟客才點的
手打鯇魚丸，因為極之耗時費工，菜
單上不列，需預定。雪白的魚丸半浮
半沉在湯中，入口嫩滑，咀嚼柔而不
散。甜品是八寶飯及酒釀丸子，雖已
吃到扶牆走，也忍不住兩款試齊。

老闆娘韓太來送名片，眼裏都是
故事，臉上不見風霜。七十二年老店
經久不衰，每一道菜都精益求精，幾
十年如一日，對傳統之堅持，對品質
之追求，幾代人之工匠精神，實在可
敬、可讚、可嘆。在這裏，吃的是
菜，品的是光陰，歲月知味，歷久彌
香。

HK人與事
厲 放

推動港式爵士樂

善冶若水
胡恩威

一個月前，因病着回了
老家。

因為疼痛，感覺心一直
都是陰鬱的，不想說話、不
想吃飯，母親很是心疼啥都
不讓我做，每天除了吃一點
點的食物，就是呆坐在院子
裏，因為院子裏有我喜歡的
花樹……

一個清朗的午後，我又一個人坐
在院子裏發呆，突然被喜鵲的叫聲所
吸引。

尋聲望去，只見那棵高高的玉蘭
樹上、有兩隻喜鵲正在上面安家，樹
杈上橫七豎八的有十多根小樹枝，牠
們從遠處叼來一根根的小樹枝、不停
地忙碌着、歌唱着……

因為牠們叼來的樹枝的長度、粗
細不一，也因為玉蘭枝葉的稠密，樹
枝不停地落下來，牠們卻不氣餒，依
舊是來來回回地忙碌着！

母親從外面回來了，我告訴她喜
鵲在院子裏搭窩築巢的事，母親有點
不開心地說： 「以後，我的菜就不乾
淨了，搗了牠吧。」 當時我心愛的兒
子思遠剛好從海軍某部隊回來探親，
就對他姥姥說： 「留下牠們吧，牠們
能來我們家安家，也是一種緣分，牠
們很辛苦的，而且，喜鵲是一種瑞
鳥，每天聽着牠們的歡唱，多好！」

因我病着，也因為聽了外孫思遠
的解釋，母親不再說什麼了，每天也
和我一樣，搬把椅子抬頭看着牠們來
來回回地忙碌着……

一天、兩天，我每天都看着牠們

來來回回地忙碌着、歌唱
着。

也許是喜鵲的歡唱聲感
染了心情，病情也一天天地
好轉起來，我最多的時間就
是看着牠們築巢，牠們的愛
巢也在一天天地變化着。

一個星期過去了，周末
回了趟城裏的家，兩天後歸

來，驚奇地發現牠們居然把窩搭好
了！我的內心不禁發出一聲聲的感
嘆：這小小的鳥兒，竟有這般的毅力
與智慧，這一根根的小樹枝，不知牠
們來來回回飛了多少趟，牠們把樹枝
橫豎交叉着、層層疊疊的擺放得那麼
恰到好處，而且把穴口編製得那麼
圓、那麼小，小得只能容下牠們的身
體。

愛巢已經搭好，只剩內飾。
每天，牠們依舊是不知疲倦的、

來來回回地忙碌着，叼來軟草之類的
東西往裏面送，因為樹太高，也因怕
嚇着牠們，我不敢站在樓頂細看，接
下來的情況我就不得而知了。

但是我知道，在不久的一天，愛
巢裏會有數隻的幼鳥，院子裏的歌唱
聲會更加的悅耳，更加的歡暢……

鳥兒也和人類一樣，一樣的要先
搭窩建房，然後是生兒育女，牠們的
辛苦一點都不亞於人類。

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因為這世
界，不只是屬於人類。

我想，我那親愛的兒子思遠，也
會不時從海防前線回來，靜靜地陪我
觀看高高玉蘭樹上的喜鵲窩吧……

人生在線
菅偉芹



我家玉蘭樹上的喜鵲窩

時地人
梁貝爾

園地公開，投稿請至：takungpage1902@gmail.com

東言西就
沈 言

魔
法
的
救
贖

在《雷神4》即將下畫之際，終於趕上
尾班車，將漫威電影宇宙的第二十九部電影
作品納入 「囊中」 。從《怪獸與鄧不利多的
秘密》到《奇異博士2：失控多元宇宙》，再
到《雷神奇俠4：愛與雷霆》，至此，橫跨四
個月的魔幻之旅暫告段落。

今年，深受疫情影響的全球影業終於出
現復甦跡象，多部歐美鉅製接連登場，為早
前受困疫情的電影市場注入活水，激起浪花
無數。尤其令人關注的是，無論是作為 「哈
利波特」 前傳的 「怪獸」 系列，抑或是作為
「超級英雄」 宇宙的 「奇異博士」 系列和
「雷神奇俠」 系列，不僅均是續集之作，而

且皆為魔幻題材。如此奇妙的巧合，莫非是
疫情之下束手無策的人類世界在不約而同地
尋求魔法的救贖？

在 「怪獸」 系列中，《怪獸與鄧不利多
的秘密》是繼《怪獸與牠們的產地》《怪獸
與葛林戴華德的罪行》後的第三部曲。貫穿

魔法時空始終的，不僅有麒麟、鳳凰、謎蹤
鳥、鳥首翼龍、人面蝦尾獅等奇珍異獸，而
且有正氣師與黑巫師一觸即發的戰爭。主戰
派密謀操控巫師世界，向麻瓜世界宣戰，主
和派則全力抵制黑暗勢力，捍衛巫師世界與
麻瓜世界的和平。在巫師世界一分為二的爭
鬥中，鄧不利多與葛林戴華德的關係之謎、
「闇黑怨靈宿主」 魁登斯的身世之謎等謎團
漸次解開，出人意料且耐人尋味。置身正在
分崩離析的世界，結下血盟的昔日愛侶兼好
友，上演一幕相愛相殺的恩怨情仇。在與舊
日愛人、今日死敵的善惡對決中，鄧不利多
終於直面家族的歷史創傷，直面自己的內心
世界，努力修正錯誤，實踐重塑世界的天
命。這是魔法世界中 「善」 的救贖。

在 「奇異博士」 系列中，《奇異博士
2：失控多元宇宙》是《奇異博士》的續集。
主宇宙捍衛者史傳奇聯手至尊魔法師王，合
力救下為異次元章魚怪追殺的時空穿越者艾

美莉卡，卻因此捲入一場瘋狂黑暗宇宙大冒
險，探索未知世界的無限可能。原來，跨維
度傳送門一旦開啟，整個宇宙便告分裂和失
控，甚或有時空顛覆之虞。在新舊盟友的通
力協助下，奇異博士穿越多元宇宙，於危機
四伏的異度空間，向邪惡勢力宣戰，與昔日
盟友、今日勁敵 「緋紅女巫」 汪達正面交
鋒。在尋找《維山帝之書》、抵抗《黑暗神
書》的正邪對決中，面對一次又一次似曾相
識的人性拷問，史傳奇終於一舉打破宿命，
拒絕腐化心靈的誘惑，以不同的行為抉擇彌
補異度的內心缺憾，改寫另類現實，拯救多
元宇宙。這是魔法世界中 「義」 的救贖。

在 「雷神奇俠」 系列中，《雷神奇俠
4：愛與雷霆》是繼《雷神奇俠》《雷神奇俠
2：黑暗世界》《雷神奇俠3：諸神黃昏》後
的第四部曲，亦是漫威電影宇宙首次突破個
人自傳電影三部曲的作品。終局之戰後，雷
神索爾決定退隱江湖，展開追尋自我的全新

旅程，然而計劃卻為新興邪惡勢力 「屠神
者」 戈爾破壞。在對抗暗影域、捍衛聖域界
的戰鬥中，索爾聯手女武神、石頭人，驚喜
邂逅變身 「女雷神」 的前女友珍，一同展開
太空歷險，硬撼誓言毀滅眾神的戈爾，力阻
邪惡復仇計劃。在愛與恨的生死對決中，索
爾終於走出心理陰影與愛人破鏡重圓，戈爾
終於放棄復仇執念令愛女死而復生。原來，
以不同方式守護愛，好好活在當下，才是獲
得永恆的不二法門。這是魔法世界中 「愛」
的救贖。

英雄救宇宙，魔法救英雄。魔法世界中
有關善良、正義與愛心的救贖，讓每一個宇
宙、每一個時空，都充滿信念、希望與力
量。而魔法其實並非神祇或魔法師的專屬，
只要願意相信魔法的存在，奉行去惡向善、
扶正祛邪、愛恨有度的原則，即使 「麻瓜」
也能擁有神奇魔力。但願平凡如你我，身處
疫情時代亦能修煉魔法，實現心靈的救贖。

歲月知味，歷久彌香

樓上的人喝酒，樓下的人喝奶
茶，我看着他們，各自一個人。

▲

喜
鵲
在
院
子
裏
搭
窩
築
巢
。

作
者
供
圖

▲櫃枱上掛的牌匾，上書 「天香樓」 ，張大千所題。 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