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農村的年味來自廚房的灶，香港的年味
來自電視。防疫措施的全面開放，不少人措
手不及，也有一些人喜極相擁而泣，奔相走
告。看電視，回鄉過年的大軍非常洶湧，個
個都春風滿面。可憐有人因為疫情的三年阻
隔，有家歸不得，老人家離世無法奔喪，留
下遺恨綿綿。當然，看到熒幕裏的回鄉人
潮，我們還是分享到那種久別重逢的極大喜
悅。

老家的年味來自母親親自掌勺的鍋，大
城市的年味來自年夜飯的誘人海報。到酒樓
飲茶，看到好幾家酒樓，都在門口當眼之處
宣傳招徠大除夕的年夜飯，菜餚由簡至豐，
價格從廉到貴，一分錢一分貨，從印備單張
到張貼海報，功夫做到十足。儘管染疫人數
持續回落，像我們這樣九人的小家族，到外
面大酒樓吃年夜飯，心理上還是有餘悸，最
後協商之下，還是在兒子的家提前吃了。

故鄉的年味來自熙熙攘攘的集市，大都
會的年味來自現代化的大小超市。進入大型
的超市，年關的優惠大吸客，近年三十收銀

處前都排着長龍，來自世界各地的水果，如
蘋果、葡萄、橙、橘、菠蘿等排列整齊美
觀，應有盡有；利是封擺在當眼之處，款式
似乎更多樣了，只是三年疫情，影響百業，

封裏乾坤如何，大家心知肚明，也不會計較
其多少了，身體健康就好，其他難道不都是
身外物嗎？再說那些昔日來往拜年的禮物，
新產品又增加很多，堆滿架子攤子上。其他
過年禮品、應節糕點，蘿蔔糕、馬蹄糕、芋
頭糕、年糕等等，酒樓推出，麵包店也設計
了券式出售，方便拜年寄贈，想得很周到。

小鎮古城的年味來自煙囱和私家秘製糕
點的飄香，繁華都市的年味來自大街小巷的
熱鬧風景。常見那些空置很久、有待出租的
舖面突然忙碌起來，被新老闆大手筆租下，
一盆盆大小不一、裝飾華麗的蘭花突然被搬
進來，一盆一盆張大眼睛似的看着進店選購
的市民，老闆也許想乘着年關狠狠地賺一
筆，好給鄉下的妻兒買幾件新衣裳、為建築
中的新屋增添幾塊磚瓦。以前本是路旁設置
靠背木長椅供人休憩小坐的步行街或大廈之
間的窄巷，突然被繩子圈出一個範圍，利用
所有可以利用的地方，掛滿了主調為吉利紅
色的新年裝飾物，楹聯、兔子圖案、大福
字，身體健康、萬事如意、出入平安的揮

春，還有各種利是封。一些步行街，在社區
居民會的組織下，不知何時在路邊擺起七八
張桌椅，請來幾位書法愛好者，寫揮春贈市
民，一些家庭主婦心情大好，排起長龍索
取。不少平時並不賣年貨的商店，竟然賣起
年貨，如糖果、開心果、各種蜜餞等，也生
意滔滔。

山海那邊的年味，因為父母不在了，漸
行漸遠而成為了記憶裏溫馨圖畫，只能夢裏
不斷回味，而我們居住地的年味，因為防範
措施的寬鬆、心情的向好而散放出來。

無事的午後，走一走菜市，看看有什麼
廚房靈感，能否燒幾樣偏愛的小菜；逛一逛
花市，選購幾支百合、康乃馨插在家中窗
口，雖沒有蘭花的高檔昂貴，卻有獨特而內
涵豐盈的花語；再與老伴攜手在服飾店買有
兔子圖案的姐弟裝，讓孫女孫子大年初一穿
上；然後在大除夕的清晨，快樂地跳一支輕
快悅目的鍵上之舞，盼很快獲得青睞，眼下
就化為紙上方框裏的文字。舊一年就那樣流
逝過去，新年也就到來了。

園地公開，投稿請至：takungpage1902@gmail.com 責任編輯：謝敏嫻

年的滋味

顧菟在腹
十二生肖又稱屬

相，是與十二地支相
配以人出生年份的十
二種動物。先秦時期
已出現相關的生肖系
統，傳世文獻以東漢
王充《論衡》為最
早。兔是其一的地支
形象化動物，農曆今

年的癸卯是為兔年。在傳統民俗文化中
兔被視為祥瑞之物，是卯時之神，也是
月亮的精靈、長壽的象徵。

戰國時期的屈原在《天問》一詩提
出月兔存在的疑問： 「夜光何德，死則
又育？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 大意
是問月亮具何特性，能撫育兔兒在懷
中？晉朝傅玄在《擬天問》： 「月中何
有？白兔搗藥」 ，唐代柳宗元以《天
對》似回應其問： 「玄陰多缺，爰感厥
兔，不形之形，唯神是類」 ，指月兔是
想像的形態而已。在今天，想像已成現
實，我們的人造衛星 「嫦娥號」 繞月運
行及月球車 「玉兔號」 登陸月球進行探
測旅程已經與傳統故事浪漫地交織一起
了。

據考古資料發見，以兔子為題材或
以其形態製作的玉質文物最早出自距今
五千三百年安徽含山凌家灘新石器時代
中心聚落遺址，這件玉質兔形文物造型
線條簡單，但具一般奔兔形態，下部分
有鑲嵌孔，相信是梳體的裝飾。

較具兔特徵（如大耳、圓眼）的玉
雕要算到距今三千多年前的商周時期，
商代的殷墟婦好墓是最為重要的考古發
現，位於河南安陽小屯村，於一九七六
年經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主持發掘，
這個唯一完整的商代王室成員墓址出土
文物過萬件。婦好是商王武丁的夫人，
被譽為最早的女性軍事領袖，立下不少
汗馬功勞，從而獲獨立的封邑，她的墓
中出土有玉器七百五十五件，部分屬寫
實玉雕，包括飛翔禽鳥、地上鬥獸及水
中游魚，其中就有一玉兔，扁平體呈奔
跑形態，造型生動，具精湛琢玉技巧，
兔形以剪影呈現，長耳後豎，雙圈大
眼，口微張，爪趾畢露，簡單而精緻；
另一玉兔亦屬扁平體，雕商周流行的雙

線紋飾，似以玉環改製，呈曲形跳躍
狀。婦好墓玉雕除寫實形態禽獸游魚
外，亦存在不少創作的怪獸。

另有一對存世商代雙兔，是已故收
藏家何鴻卿的藏品，半透明青玉，兔作
蹲伏狀，呈立體形態，其一兔身上飾細
緻陰刻紋飾圖案，另只具簡單線紋，各
鑽有一孔，自首至尾，相信是穿繫的管
珠。

西周玉兔，除扁平的片狀造型外，
亦同樣有立體的圓雕形態，基本上承襲
晚商遺風，體表刻有雙線紋飾，亦有素
地無紋，最為特別是大部分雕圓眼或雙
圈圓眼而非當時流行的 「臣字眼」 ，這
是其特色之一。

存世兩件圓雕玉兔，其一也是何鴻
卿收藏多年的玉器小件，淺青玉質，長
耳上豎，單圈大眼，素體無紋飾，前腿
間有繫孔，身體伸展，作勢跳躍，造型
流暢自然；另一件屬私人收藏，與何氏
藏品形態相若，唯體形較大，青玉質，
大部分有褐色泌，雙圈大眼，通體刻有
西周流行的雙線紋飾，繫孔有如何氏藏
品同。英籍學者謝茜加‧羅遜（Jessica
Rawson）為何氏藏品作說明指出西周獸
形玉器多呈片狀，但陝西寶雞茹家莊中
期西周墓曾出土立體玉鹿及玉牛。

春秋戰國流行螭獸等類神異動物，
寫實動物尤以兔形少見。到了唐代，由
於十二生肖觀念流行，卯兔的圖飾再度
普及，造型發展至鎮紙、守護神像、耳
墜及衣飾，成為一般生活的題材。

在一九九六年香港市政局主辦、香
港藝術館籌劃的 「中國肖生玉雕」 展
覽，羅列當時玉器鑒藏家的收藏，以圍
繞圓雕動物為題，是香港首個玉器主題
展覽及出版，展品年代橫跨五千年，自
新石器時代直至清代，可說是當年一個
具權威性的玉器展覽及交流活動。

十二生肖的動物中，兔是現實生活
中常見的動物，不如幻想出來的更具神
異特性，有說可能被先民們忽略，但其
具有溫順、靈活、可愛的形象，被認為
是祥瑞之獸，有着美好的寓意，在高古
年代的雕刻作品中，從不缺席；也是這
個形象，也衍生一些傳說，如以仙兔形
象陪侍西王母、生活在月宮之中、搗製

長生之藥等，當年展覽除高古年代的
商、周玉兔外，亦展出唐、宋的造型，
可比較各時代的特色。

再者，兔善於奔跑，《呂氏春秋》
有載： 「飛兔、要衷，古之駿馬也」 ，
由於奔跑速度奇快，特意將駿馬比喻為
飛兔；民間流傳秦始皇擁有七匹名馬，
其中有稱白兔，另關雲長亦擁有赤兔，
兩者皆是良馬；亦有從月亮下凡為百姓
治病之故事。兔的形象極為多元。

在兔年來臨，中國國家博物館展出
西周兔形玉雕、唐代月宮玉兔；上海博
物館展出南宋史繩祖墓出土的青玉兔紙
鎮及山西博物館展出商代玉兔。山西博
物館展出介紹十二生肖是中華文化圈中
重要的文化符號，兔子靈動可愛，性情
溫順，多元形象廣受歡迎；更指出先人
在愛兔、養兔同時，習慣將兔的形象描
繪在生活器物之上，留下大量的文物遺
存，令相關的神話傳說、民俗典故廣泛
流傳。

傳統上視兔為健康長壽的象徵，更
具代表希望，顧菟在腹，令新的一年充
滿無限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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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 年 到
了，香港到處
張燈結綵，孩
子們穿上新
衣，拿着用壓
歲錢新買的玩
具，一家人圍
爐團聚，其樂
融融。我相信
血緣之說。在

春節，人們攜兒帶女回家過年，
不是為了過那個年，而是為了這
個家，這就是血脈的凝聚。新冠
疫情肆虐三年餘，多了宅家時
間，與兩個孫女就有了更多相處
之時。與兩個寶貝的朝夕相伴，
我才真正體驗了什麼叫天倫之
樂。孩子天真的笑聲，讓家裏天
天都充滿了陽光。

小孫女叫王米，是家裏的活
寶，我們叫她 「大米」 。一天，
菲傭姐姐帶她出去玩，出門前對
我說： 「爺爺拜拜。你想我了
嗎？」 我趕緊說，想，等下我就
出去找你。果然，一會找到樓下
遊樂場，就看到大米歡欣跳躍的
身影。大米一見到我，老遠就張
開雙手跑了過來， 「爺爺、爺
爺」 的聲音在操場上空回響。一
天散步回來，大米跑來開門，
問： 「外面下雨了。爺爺你有戴
帽子嗎？」 有戴。 「你的帽子濕
了嗎？」 沒有。 「你的鞋子濕了
嗎？」 沒有。我一回家就被淋了
一身溫馨，眼睛濕潤了。

一天，我早晨驗血糖，手指
刺出一滴血。米見，過來親下我
的手，拿了膠布給我貼手。接
着，提來她的玩具藥箱，拿出聽
診器給我看病。接着，又取出一
個針筒給我 「打針」 。一邊打，
一邊說， 「乖乖，不痛，不要
哭。親一下。」 又接着，又打一
針，又親一下。一看到這個 「小
醫生」 過來，爺爺已感到幸福。

與兩寶在一起，居然連每日
三餐都成了美味佳餚。一到飯
點，清脆動人的 「爺爺吃飯了，
爺爺吃飯了」 就像兵營中的軍號
響起。接着，一大一小的人兒就
衝入房內，爭着牽我出去吃飯。
兩個孫女對爺爺真心的愛，四隻
小手讓我浸潤在甜蜜之中。

大米喜歡惹姐姐生氣。一

天，姐剛拔去兩顆牙。米張開嘴
對姐說： 「我有很多牙齒，你沒
有。」 姐斜了她一眼，不作聲。
米笑了， 「姐沒有牙了，咬不了
我了。」 米拿出一盒痱子粉，要
給姐姐擦。姐不讓，說，拿給爺
爺擦。米即推門而入，抓住爺爺
塗抹一番。然後，留下滿臉白粉
正在傻笑的爺爺，揚長而去。

姐妹結伴出遊，姐去路邊草
叢採花。米見之大叫： 「姐姐，
不要亂跑，會踩到狗屎的。媽
媽，姐姐會踩到狗屎的。」 姐聞
之，斜她一眼。返家後，姐拿出
學校的一份報告要媽媽簽名。米
曰： 「我也要簽。」 姐大叫道
「不行。」 晚上睡覺時，米的腿

經常要蹺在姐姐的臉上，被姐一
把推開。過一會兒，姐的腿又跨
在了米的身上。兩姐妹從小就是
一直你來我往，密不可分。

姐姐去年剛入小學讀書，在
學校表現優異，經常會拿些獎狀
回來。她的業餘愛好不少，喜歡
溜冰、游泳、下圍棋、跳舞、種
菜、登山等，參加了多個興趣
班。每周若有空閒，我就會陪孫
女下棋，教她布局、佔角、挖
角、廝殺、收官等。輸贏在其
次，主要教她學習要有一種不服
輸的拚搏精神，要從小養成具備
大局觀。有時，她還會自己上網
去找小朋友下棋。她說，先打敗
小朋友，然後再來打敗爺爺。

香港的教育比較注重學生接
觸自然，提高動手能力。於是，
兒媳在離家不遠處的地方租了一
小塊地種些菜，經常帶了兩個寶
貝去鋤地、下種、施肥、澆水、
除草，讓她們從中接觸農作，了
解植物生長，培養愛心與養成勞
作習慣。一天，我帶姐姐下樓去
種瓜。只見她挖坑、撒種、蓋
土、澆水，一會兒就完成了工
作。臨走時，她擦了擦頭上的汗
水，低頭叮囑瓜兒： 「你要乖乖
地喝水，快點長大喲。」

紅梅迎春，玉兔踏青，不覺
間又迎來了兔年。袁枚詩曰：
「牧童騎黃牛，歌聲振林樾。」

而在我們家裏，每天早晨，都會
聽到大米有音律地大聲唱着同一
首歌。窗外的陽光射入客廳，家
裏頓時充滿了勃勃生機。

天倫之樂

HK人與事
魯力

無論身在何處，
過年都是讓我十分期
待的。無論元旦的慶
祝活動有多麼盛大，
我卻總是覺得只要還
沒過年，新的一年就
還沒來到。

很多小時候過年
的回憶，至今都還歷

歷在目。雖然那時的生活遠不及現在富裕
豐實，年的味道卻是濃到化不開。在故鄉
清冽的空氣裏，滿滿都是煙花爆竹的味
道；眼睛和耳朵裏也塞滿各種節日的喜
慶。穿新衣，吃大餐，逛廟會，看社火，
說幾句拜年的吉利話，口袋就被壓歲錢塞
得鼓鼓當當。那時的春晚還是全國人民年
夜飯的一道不可或缺的主菜，相聲小品中
的很多經典段子至今提起來大家都還接得
住，自家廚房出品的年夜飯豐盛得菜盤子
要一層一層疊起來擺，小孩子們都顧不上
吃菜而是爭先恐後地要搶着去吃包着硬幣

的水餃，誰吃到了誰地心願就能在新年
裏達成，而那時我最大的心願就是考試
能取得個好名次。小時候的年，真是有
滋有味，讓人無比懷念啊！

長大之後，離家求學，畢業工作，四
處漂泊。過年是和緊張澎湃的春運緊密相
連。一年一度的地球人類大遷徙，我從不
缺席。從排隊搶票的驚心動魄，到擠出眼
眶的洶湧人潮，各種交通工具的輾轉，一
日之間體驗寒暑更替，往返故鄉的旅程總
是充滿各種艱辛，讓邁進家門的那一刻更
加彌足珍貴。

有一年，等車的時候竟然還在車站廣
播的失物招領聽到我的名字，原來車票和
證件已經被好心人拾遺不昧而我卻還全然
不察；一邊摸着空空的口袋，一邊悲喜交
錯又不明究竟是何滋味。就這樣，經歷了
好多次的火車提速，目睹了機場和航線在
中國二三線城市的迅速拓展，我充分體會
到了祖國交通運輸事業的日新月異和翻天
覆地。

直到最近幾年，疫情擋住了過年回家
的腳步，我才開始留在香港過年。大掃
除，大採購，貼窗花，掛春聯，擺糖果，
吃年飯，所有的傳統節目都被充滿儀式感
地一一保留。跟家人視頻連線，雖然相隔
千里，通過一枚小小的手機，大家卻好像
坐在一起吃飯、聊天、看春晚，還是一起
過年。受惠於數碼科技對人類生活的改
變，雖然疫情放大了地理距離的困難，可
是科技又將這個距離化解於無形。

年的滋味，在佳餚美饌之中，更在親
情凝聚之間，有對過往的追憶，也有對未
來的希冀。過年，過的是流轉不停的光
陰，過的是一圈又一圈在不停膨脹的年
輪。在《馬未都說》這套生活閱歷隨筆裏
看到這樣一段話：無論歷史的腳步多麼匆
匆，在每個人身上也都是緩緩流過的歲
月。

一年又一年，相似又不同。過往皆成
歷史，又是序章。年的滋味，我們要用心
慢慢地品。

▲周代圓雕玉兔。 作者供圖

▼

大
年
初
一
，
夜
幕
時
分
，
利
東
街
燈
籠
點
亮
，
紅
火
一

片
，
市
民
歡
度
新
年
假
期
。

香
港
中
通
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