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算起來，在港工
作期間，過了好幾個
春節。香港過年，有
年味，有氣氛，有好
天氣陪襯，有好吃的
烘托。年就像「年」，
有 「年」 的樣子。

大街小巷提前一
個月就掛紅添彩。大

型購物中心布置起有生肖動物的擺設，
中環連卡佛，金鐘太古三期、統一中心
連廊，銅鑼灣時代廣場等商場的中庭，
以及一些酒店大堂，都會設置一些創意
造型，可愛喜慶，引來不少人拍照。時
代廣場前年年主題不同，可看可轉可拍
照可觸摸。若打卡，足以集齊十二生
肖。街頭巷尾的小店小肆也會貼花紙春
聯，年桔更是家家戶戶必備，取 「大吉
大利」 之意。

年的氣氛就這樣烘托出來了。
最有感覺的要屬灣仔利東街。利東

街橫跨莊士敦道與皇后大道之間，過去
是印刷店集中地，特別以印製喜帖、利
是封和揮春著名，又稱 「囍帖街」 。後
經改造，成為一條布滿優雅精緻小店的
現代商業街。二百米長的巷子，盡頭有
一對穿中式紅衫的胖公仔雕塑。沿街綠
樹花卉井然有序，有座椅供人休憩，
點綴有趣的雕塑，是另外一種討喜。

香港街道狹窄，利東街的設計化
弊為利，巧妙利用了兩邊的樓宇，不
同節日懸掛不同的造型，營造出一片
彩色天空：中秋的超級月亮（連月球
上的撞擊坑都模仿得十分逼真），聖
誕節的金色振翅天使，春節的大紅燈
籠。百餘米長的一道天際就是整整一
條治癒系。

那麼多節日，那麼多創意裝飾，
唯利東街春節大紅燈籠最為經典，幾
乎成了香港過年標配，必有必看必
拍。坐叮叮車路過時遠遠看一眼也
好，放工走路回來特意穿行一下也
好，馬上心情就煥顏了。

六百八十八個大紅燈籠，往前看
連綿不斷，往上看綴珠串串，像一張

張綻放的笑容。有時燈籠上還有金色亮
片裝飾，中間的小廣場擺上生肖小動
物。遊人如鯽，彩光閃耀，一街的紅紅
火火，滿天的團圓喜慶。

插話說，尋常日子的利東街也是治
癒系好去處。記得有一年打風天（好像
是二○一七年的卡努），與朋友到利東
街一家cafe吃brunch。各色麵包咖啡秀
色誘人，吊燈花窗精緻古典，窗外一樹
黃花搖曳，還有那位忙忙碌碌卻始終笑
容滿面的墨西哥小哥……一群港漂流連
了半天。

逛花市是港人春節傳統項目。每年
年宵花市在全港十幾個地點開場。常去
的是維園花市，離得近，走路十幾分鐘
即到，規模又最大。紅的火鶴，橙的年
桔，紫的蝴蝶蘭，整個維園球場如一片
大花園。

朋友雄哥和太太，每年過年都要買
好多花，擺滿庭院陽台，尤其多的是各
色蝴蝶蘭，真會把蝴蝶蜜蜂招來。雄哥
夫婦好客，春節期間客人不斷，有時家
人客人加起來達四十多口。一院花，一
屋人，一桌飯，雄哥年過九旬的老母親
有時會從樓上下來，握着我的手聽唱
歌，四世同堂的融融之樂，真是過年
啊！

盆菜、年糕也必不可少。年糕有甜
的紅棗糕、椰汁糕，鹹的蘿蔔糕，陳太
敏姐每年手做蘿蔔糕，不輸買來的。吃
法上，切成小塊蒸了再煎，又香又糯。
盆菜裏都是好東西，魚蝦肉鋪了幾層，
大家圍坐一團，吃起來很有喜慶氣氛。
我吃不多少，但喜歡這暄熱的氛圍。

封利是也是港式年俗。長者、小
輩、未婚單身、司機保安、員工、服務
生……是受用利是的主要群體。多則一
百、少則二十蚊，一個春節要給出不
少。所以每年春節前，銀行都要給客戶
準備利是封，有人也自己定製。人們的
銀包裏要備足一打塞了不同面額利是的
紅包，視情派發；服務生最愛穿着帶大
兜的衣服，特別殷勤地跟客人說 「恭喜
發財」 ……

近三年因疫情，年的味道五味雜
陳。

二○二○年春節，姐姐來港，我們
去維園逛花市。當時疫情已在遠方狼煙
初起，我們同許多港人戴着口罩，口罩
還是姐姐帶來的，當時市面上已經很難
買到了。所以那年逛花市的心情有點特
別。節後遠赴異國離島，太平洋深處的
短暫幾天恍若世外桃源。

疫情之前，香港每年在幾個重大節
假日舉行煙花匯演， 「七一」 回歸
日、國慶日、元旦除夕和大年初二。
會展中心、維港附近的寫字樓都是很
好的觀賞點。有人特意每年大年初二
訂好附近餐館的包廂，邀上親朋好友
闔家團聚賞煙花，一舉兩得。若是站
在自家樓頂平台，也可望見一角。煙
花船停在維港，海面上空花團錦簇，
七彩流光。

二○二○、二○二一、二○二二
這三年的年夜飯，與阿棟等好友，綠
蟻新酒，紅泥小爐。Connie、雄哥邀
至家裏同家人一起團聚。疫情紛亂
時，在港期間最後的 「年」 ，也是最
暖的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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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香港年
「大年初一

頭一天，過了初
二過初三，元宵
節後接着過，不
出 正 月 就 是
年。」 這是我童
年記憶裏，魯北
地區可謂老幼皆
知的一句順口

溜，意思是彼時過春節，只要不出
正月就還是年。而正月裏最重頭的
戲分，便是走親戚。

應該說，那時候的走親戚，才
算是貨真價實的 「走」 。上世紀八
十年代的鄉下，自行車尚未普及，
人們出行基本靠雙腳丈量，雖慢，
卻 「足」 見其誠意。而且走親戚也
絕非亂走一氣，而是頗有講究和排
序的。大體上就是先至親後遠親，
最後是朋友的流程，正應了 「走親
訪友」 那句俗話。

最隆重的日子當屬正月初三，
這是嫁出去的女兒回娘家的日子。
每逢此日，父親和母親都起得很
早，母親收拾屋裏，父親打掃院
子。簡單地吃過早飯，母親便着急
慌忙地來到大街上，然後揣着手站
在那裏朝村口眺望，直到兩個姐姐
前腳後腳，相繼走進她的視線。

接下來的幾天，也是拜望姑舅
姨娘啥的近親，尤其初五，老家素
有 「破五」 之說，故有所禁忌，但
親人間無妨。記得那時我就往往趕
在初五這天去給舅舅拜年，起始我
還有點怯意，結果舅舅大手一揮，
嚷道： 「外甥看舅，啥說沒有。」
一下子顧慮全無。

彼時走親戚，還有許多趣事窘
事記憶猶新。當時隨母親去外婆
家，外婆的婆婆還健在，而且已是
九十幾歲的高齡。老太太雖然耳不
聾眼不花，卻十分怕死。每年除夕
的餃子都堅決不吃，她說，不吃餃
子就等於沒長一歲。而至僅在 「九

十八歲」 這個年齡段上，老太太就
原地踏步了好幾年。如今每每想
起，都忍不住啞然而笑。

印象最深的是那時候我和小妹
非要跟母親去她的一個在縣裏當幹
部的表哥家走親戚。只是每次出門
前，母親總要先給我倆做點飯，而
且只讓我們吃半飽。我好奇，便問
母親，母親笑着說： 「路遠，怕你
們半路上走餓了，先墊墊。」 對母
親的話我深信不疑，只是如此一
來，等到了表舅家再吃飯時，面對
那些平日在家裏極少見到的好飯好
菜，儘管很想飽餐一頓，怎奈腹中
早已有 「半飽」 墊底兒，只能望餐
興嘆了。

母親總是故意轉過身去不看我
們，直到後來，我們都長大了，有
一次閒聊，我和小妹又想起這件事
來，便問母親，那 「半飽」 到底為
啥？

母親立馬就笑了，隨後不緊不
慢地說： 「說來也是當爹娘的慚
愧，那時候咱家窮，虧了娃們肚
子，娘就是生怕你們到了表舅家見
到好吃的就沒命地往嘴裏塞，那沒
出息的吃相讓人家笑話，被人瞧不
起，所以娘才先讓你們在家先墊墊
的。」

「那乾脆讓我們先吃飽得了
唄，到親戚家我倆直接就不動筷
了，豈不更顯得有出息！」 我倆故
意逗母親。

母親卻擺了擺手，連聲說：
「那可不行，不動筷，一是對親戚

不禮貌，再說，那些好飯好菜我的
娃們光眼睜睜看着，卻一點也吃不
下，當娘的心裏也不好受啊。」

本來我和小妹都鉚足了勁兒要
為當年的這件趣事開懷大笑一番
的，可聽母親這麼一說，卻無論如
何也笑不出來了。我扭頭看了看小
妹，和我一樣，她的眼睛裏也早已
蓄滿了亮閃閃的淚花。

在朵雲軒

人生在線
劉世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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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我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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琥珀：波羅的海黃金

林淳鈞先生於二○二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告別了他終生守望的潮劇事業，告別了親人好
友，駕鶴西去，享壽八十八歲。

我和淳鈞兄有着六十多年的交誼。一九五
九年，我們同是王起教授指導下的中山大學中
文系戲劇評論小組成員，一起看戲，一起討論
與寫文章。淳鈞兄用林牧的筆名在《羊城晚
報》上發表過幾篇文章，文筆流暢優美，我非
常心儀折服。同一年，廣東潮劇團首任團長林
瀾到系裏物色人才以改變潮劇團人員的知識結
構。他調走了畢業生李國平、三年級學生林淳
鈞和我，但我考慮到才讀了兩年大學，學習時
間不夠，婉拒了。臨別時，我在淳鈞兄耳邊悄
悄說： 「將來找個女演員做老婆！」 淳鈞兄是
老實人，聽我這樣說，耳根早紅起來，很不好
意思地笑着。後來果不其然，淳鈞兄娶了潮劇
著名刀馬旦謝素貞為妻，組建了美滿的家庭。

淳鈞兄到潮劇團後，從最基層的工作做
起：場記、資料員、秘書、藝術室主任一直做
到劇團副團長、劇院副院長。他這輩子對潮劇
事業的貢獻，集中體現在他的三部著作上：

其一是一九九三年由中山大學出版社出版
的《潮劇聞見錄》，淳鈞兄是個 「資料癖」 ，

耳目所經，勤加載錄，平日對潮劇資料投入極
大興致，有些資料是別人扔到垃圾桶裏，他從
垃圾桶又淘回來的。我們從《聞見錄》的篇
目，也可以感知該書在潮劇史上的地位，如
「潮劇名稱的演變」 、 「潮劇班的組織」 、
「戲班的習俗和規矩」 、 「四十年代前潮劇班
盛衰紀略」 、 「童伶面面觀」 、 「名伶知
略」 、 「文武畔樂器的發展」 、 「潮劇特有的
髮鬃──大後尾」 、 「戲箱」 、 「戲館」 、
「戲厘（戲稅）」 ……光列出上篇還不到一半
的篇目，這部著作的分量掂之即出。《聞見
錄》帶着歷史的印痕與潮劇文化的基因，摭英
拾華，成為潮劇史上一部極其重要的奠基性、
資料性的著作。

其二是淳鈞兄與陳歷明合作的《潮劇劇目
匯考》（廣東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出版）。
潮劇今存二千四百個劇目，《匯考》以考索為
經、演出為緯，配以軼聞諸項。每個劇目即考
其由來，敘其演變；還有該劇目之演出情況等
等，不難想見，這是一項曠日持久的有關潮劇
劇目的基礎工程，全書用力之勤，究學之審，
工作之艱巨、細緻、繁瑣，不難想見！

其三是淳鈞兄與我合著的《潮劇史》（二

○一五年花城出版社出版）。關於《潮劇史》
的成績，我只說一點，以免有自詡之嫌。以前
學者證潮劇起源，皆以明刻本《荔鏡記》為起
點（嘉靖四十五年，即一五六六年），但《潮
劇史》以無可辯駁的證據，證實潮劇起源於明

代宣德（一四二一至一四三一）年間的《劉希
必金釵記》，因為《金釵記》出現大量謠諺，
且有眾多潮州元素，如方言俗語、土談習俗名
物之描寫、改編者為了讓潮州百姓看得懂、聽
得明，將南戲《劉文龍菱花鏡》改成適合潮州
演出的《劉希必金釵記》改編本由在勝寺戲班
演出。所以《金釵記》的出現，宣告了潮劇的
誕生。《潮劇史》把潮劇產生的時間，向前推
了一百多年，即是說，潮劇距今已有近六百年
歷史。

這三部著作，奠定了林淳鈞作為著名潮劇
學者的重要地位。淳鈞兄早年還與許實銘合作
編寫了《姚璇秋》一書，後來還有《二十世紀
潮劇百戲圖》、《潮劇藝術欣賞》、《歲月如
歌──潮劇百年圖錄》，與梁衛群合作《句句
都是翰林造──潮劇錦出戲匯編》等等。此
外，還參與《潮劇丑角表演藝術》、《潮劇旦
角表演藝術》、《中國戲曲志．廣東卷》、
《潮劇志》等的編寫工作，撰有數十篇論文。

學術研究，是戲曲事業重要的一翼。淳鈞
兄的離去，是潮劇學術界的重大損失。嗚呼，
梁木崩摧，痛乎惜哉！風範長存，事業永在。
臨風回想，痛徹心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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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張愛玲的《金
鎖記》，記住了開頭的
一句話： 「年輕的人想
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該是
銅錢大的一個紅黃的濕
暈，像朵雲軒信箋上落
了一滴淚珠，陳舊而迷
糊。」 張愛玲素喜在文
中植入自己喜歡的物

品，足見朵雲軒信箋亦是她的心頭好。
在舊時，朵雲是書信的雅稱。朵雲

軒，主售文房四寶。狹義上的文房四寶指
筆墨紙硯，廣義可涵括茶壺、扇子、書
架、香爐等等書齋裏的裝飾品。即便我非
古玩界人士，亦聽過 「北有榮寶齋，南有
朵雲軒」 的說法。南方的朵雲軒，總部即
位於繁華的上海南京東路步行街。灰瓦紅
木高樑，店舖古色古香，黑色招牌上寫着
金色的 「朵雲軒」 三個字，大門兩邊掛着
一副對聯： 「門通九陌，藝振千秋，朵頤
古今至味；筆有三長，天成四美，雲集中

外華章」 ，聯中巧妙地嵌入了 「朵雲」 二
字，使人一讀便覺古韻高雅。

我來朵雲軒，並非為了買東西，只不
過為了瞧一瞧。新近開始練習字畫，對朵
雲軒自是多了一份關注。走進朵雲軒，如
同走進了一個小型古玩博物館。店內大廳
做了挑高設計，櫥窗內陳列着琳琅滿目的
茶壺、印章、信箋、毛筆、宣紙……單茶
壺造型來說，就分六方掇球壺、升方壺、
扁櫻壺、漢瓦壺、三友壺、禪燈壺、金牛
壺等等；從製作泥料來分，又有大紅袍
泥、朱泥、清水泥、紫泥、段泥等不同講
究……如此精深細膩，等待我揮灑激情和
時間去探索。

朵雲軒，還像是一個微型美術館。大
師們的木版水印畫，靜悄悄掛在牆上：林
風眠的仕女、吳昌碩的花卉、齊白石的蘿
蔔，鄭板橋的墨蘭、徐悲鴻的奔馬……木
版水印屬於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之一，它
集繪畫、雕刻和印刷為一體，根據水墨滲
透原理顯示筆觸墨韻，可以逼真地複製各

類中國字畫。原來，複製字畫的技術也可
以成為一門非遺。近距離站在畫前，完全
看不出一點複製的痕跡，這使我不免感
嘆，祖國的傳統技藝真偉大。

朵雲軒，還是一個引人遐想的地方。
樓上既是藝術品展覽區域，同時也售賣字
畫。既有百年前的大家，亦有當代的九○
後○○後藝術家，也看到一些殘缺的藝術
品價值不菲。漫步其間，好似在薈萃百年
的名人沙龍裏神遊，我不禁也做起了發財
夢，該留點什麼給我的後代呢？

人於沉浸之時，總是不覺時光溜得很
快。不知不覺，我竟在朵雲軒裏消磨了兩
個小時。離開時，耳邊響起徐志摩的一句
詩： 「我是天空裏的一片雲，偶爾投影在
你的波心。」 又想起紀德的一句話： 「我
的愛消耗在許多美妙的事物上，我不斷為
之燃燒，那些事物才光彩奪目。我樂此不
疲，認為一切熱衷都是愛的耗散，一種甜
美的耗散」 ──這個下午，在朵雲軒裏，
就有一種愛的、甜美的耗散。

香港城市大學般哥展覽館近日推出
展覽 「琥珀：波羅的海黃金」 ，展出來
自拉脫維亞國家歷史博物館、拉脫維亞
國家藝術博物館、香港夢蝶軒等，共二
百四十件琥珀珍品。展期至四月十一
日。

香港中通社

走親戚

◀利東街大紅燈籠高高掛。
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