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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年回鄉，自然少不了要去電
影院領略一下 「最強春節檔」 。在
眾多選項之間，我只糾結了一秒，
就選擇了《流浪地球2》。印象
中，一部經典電影的續集翻車的可
能性很大。所以，走進戲院的時
候，我還是有點忐忑的──畢竟前
作《流浪地球》二○一九年橫空出
世，可以說是憑一己之力極大拉高
中國科幻電影製作水準的經典之
作。但開場之後，這種忐忑就很快
煙消雲散。

想起二○一九年看前作《流浪
地球》時，第一印象就是中國國產
科幻電影的特效畫面居然也可以如
此震撼，不但完全沒有「五毛特效」
的影子，更是足以媲美荷里活的頂
級製作。如今看《流浪地球2》，
儘管心裏有了預期，但還是會被不
斷進步的特效製作水準所震撼。電
影中有一段展現 「太空電梯」 運作
的長鏡頭，無論是建模、運鏡還是
配樂，都可以說是無懈可擊的震撼
人心！更值得讚賞的，是《流浪地

球2》有一個值得這些特效包裝的
戲劇角色和故事內核。

相比起前作，《流浪地球2》
最讓我驚喜的，是除了吳京飾演的
中國航天員劉培強這一 「武將」 之
外，還成功塑造了一個文質彬彬但
同樣鐵骨錚錚的 「文官」 角色──
地球聯合政府中國代表周喆直。感
謝李雪健老師形神俱佳的演繹，讓
我在銀幕上看到了一個 「活」 在二
○五八年的 「周總理」 。除了都姓
周之外，台詞中沒有一句暗示這個
角色與周總理的聯繫，但中國人太
熟悉這個清瘦的身影了，太熟悉中
國在國際輿論陷入被動時，在國際
外交舞台不卑不亢為中國、為中華
民族發聲的那位英雄了。

三個小時，一部科幻片，不但
關於未來，也關於過去和當下。

《流浪地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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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色之中的小西灣，流淌着生
活的張力。穿着不同顏色校服的學
生，嬉鬧着穿過人行天橋，像風一樣
鑽進了大小食肆；街角的水果攤、魚
檔、肉舖、菜店，燈盞一一亮起，黃
色的光暈，打在或疲憊或熱情的面孔
上，不知不覺地放亮了生活的底片；
海濱花園的長椅上，三三兩兩的老人
家一邊大聲傾偈、一邊不時地望向夜
跑的年輕人，夕陽下那聲音和影子都
被海風幸福地拉長……小西灣，像
是一個不善打扮的姑娘，將港島生活
的日常，化作質樸的美，燃點着生機
與希望。

這裏是港島的最東端，名字中
卻有明晃晃的 「西」 。這背後，是語
言學家和地理學家都感興趣的課題。
未填海前，因為南臨馬塘山和馬塘
坳，這個區域被稱為 「馬塘灣」 ，和
「東」 與 「西」 都無關聯。 「西」 的
出現，實際上是拜與之相鄰的柴灣所
賜。二戰後，政府開發柴灣，將與之
相鄰的 「馬塘灣」 簡化為 「小柴
灣」 。這時，有人提出 「拉柴」 就是

死亡，實在不吉利，建議將柴灣改名
為翠灣，這也正是翠灣邨以及一眾公
眾屋苑以 「翠」 命名的原因。不過，
翠灣最終沒有流行起來，但更名願望
卻用另一種形式在 「小柴灣」 上得以
體現： 「柴」 在客家話中發音與粵語
「西」 音近，柴灣也曾被民間冠之以
「西灣」 ，所以港島規劃區第二十區
出爐，小柴灣成為 「小西灣」 。

小西灣的歷史並不 「小」 ，遠
東規模最大的情報中心曾興建於此，
並長年作為香港英國皇家空軍人員居
住地。上世紀八十年代，隨着中英聯
合聲明的簽署、主權移交，這些在小
西灣叱咤風雲的 「曾經」 ，都被徹底
關閉和摧毀。其後，富景花園、富怡
花園、富欣花園等大批住宅建成，衛
理中學、漢華中學等大批學校遷入，
造福港人的小西灣煥發新的生機。

小西灣

一八三二年一月二十三日，法國印
象派奠基人愛德華．馬奈呱呱墜地。今
年是他誕辰一百九十一周年。他在而立
之年曾完成了一幅其早期頗具代表性的
成名作《杜伊樂麗花園的音樂會》。為
了向這位西方繪畫巨匠致意，本周所推
薦的專輯便以此作為封面。唱片出自
EMI廠牌的 「HMV音樂會經典」 系
列，由英年早逝的意大利指揮家圭多．
坎泰利執棒費城管弦樂團所演繹的 「法
國管弦樂傑作」 ，收錄了包括保羅．杜
卡斯《魔法師的學徒》；拉威爾《達芙
妮與克羅埃》、《獻給逝去公主的孔雀
舞》；以及克勞德．德彪西《牧神的午

後》前奏曲、夜曲《雲》和《節日》等
三位法國作曲家的六首名曲。

《杜伊樂麗花園的音樂會》是馬奈
在巴黎創作的關於當代生活的重要作
品，被學術界認為是 「在主題和技術上
最早的和真正的現代繪畫案例」 。畫作
挑戰了學院派推崇歷史題材的主流審
美，將目光聚焦於十九世紀巴黎街頭休
閒活動的活色生香。這幅人頭攢動熱鬧
非凡的作品除了記錄下羅浮宮前杜伊樂
麗花園的露天音樂會盛況（這一每周兩
次聚集在栗樹林中的現場演奏吸引了諸
多藝術家和知識分子到場，成為當時著
名的社交活動），還是一幅畫家及其家

人、朋友和同行的群像。畫家巴齊耶和
方丹．拉圖爾；作曲家奧芬巴赫、詩人
波德萊爾等名流均在畫中出鏡，馬奈的
自畫像也 「隱藏」 在畫作最左邊。作品
聚焦當代社會題材的選擇也是對波德萊
爾倡導當代生活轉瞬即逝之美的呼應。
畫面一眼望去密不透風，但仔細觀看仍
能夠看出層次與細節。有趣的是，作品
雖名為音樂會，畫中卻並未出現演奏
者，可能演出尚未開始或是間歇。以此
作用於三位同代法國作曲家名曲的唱片
封面可謂再應景不過了。

「碟中畫」 《坎泰利執棒法國管弦
樂名曲》／《杜伊樂麗花園的音樂會》

《杜伊樂麗花園的音樂會》


光造氛圍
一年中最亮堂的一天，我以為是

除夕。這一天，也是光最忙碌的時
候。紅燈籠掛滿街頭，春節就快到
了。小區裏，海棠樹、槐樹也亮起了
彩色燈帶。生活不能缺少氣氛，否則
就成了荒漠枯潭。最高明的氣氛組是
光。大節大慶，張燈結綵，典禮集
會，光對氛圍之營造，自有其章法。
自家生活裏營造一點小氛圍也需 「借
光」 。這些年花樣翻新的網紅燈具，
大到高端奢華的 「落日燈」 ，小至萌
寵形狀的 「小夜燈」 ，發出不同顏
色、強度、形狀的光，翻花似地組合

變幻，把屬於大自然的落日、朝霞、
星空、流雲再造於室內，也把各種情
緒從人的內心牽拉出來，堪稱家中氣
氛擔當。

與燈光一樣善於造氛圍的，還有
燭光。最早發明蠟燭的，據說是古埃
及人。作為古代最普遍的照明之物
之一，蠟燭竭力挽留白晝的離去，延
長着有效時間。燃燭之人，或為了多
一些讀書的時間，或為了等一個應約
未至的好友，又或許只是為了一場填
塞空虛的歡宴。 「何當共剪西窗燭」
「蠟炬成灰淚始乾」 ，燭光營造的氛

圍，在古人的詩文裏留下了意境的印
跡。當然，也有 「斧聲燭影」 這樣的
驚悚故事。

我小的時候，電燈已普及，電力
卻還不夠用。於是，家家常備蠟燭。
一停電，就趕緊點上幾支。在燭光下
做作業，亮度比台燈弱了太多，實在
令人心煩。或許因為這個緣故，蠟燭
給我留下的印象並不好。記憶中有幾
次春節，也遭遇停電，節日氣氛霎時
消融，好不掃興。女兒這一代沒有嘗
過停電之苦。燭光是生日派對的標
配，伴隨着歌聲和祝福，形象大為改

觀。近年來，香薰蠟燭全球流行。一
經點燃，光暈重重，香味習習，視覺
和嗅覺合而為一，蠟燭製造氛圍的功
力又長進了許多。不管來自於燈還是
燭，也不論強弱色澤，光總能給人希
望，這或許是它善於造氣氛的秘訣
吧。既如此，便讓大街小巷之光，帶
來更多信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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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加拿大吃甜品，就像在這
裏尋找熱帶水果一樣，都不是什
麼容易的事。雖然毗鄰美利堅，
但更北端的楓葉國在 「吃」 上依
舊短板明顯，想定位本土製造更
是難上加難。大概也是這個原
因，讓當家花旦們能無懼歷史變
遷，管它過去多久，都穩坐人氣
交椅，沒有絲毫危機感。

比如走紅於十九世紀的草原
派（flapper pie），時至今日仍
是很多人的飯後首選。這個明顯
帶有西部廣袤風韻的甜食曾一度

席捲人們的餐桌，霸道到沒有競品，也讓
東部人民甚是憤憤不平。至於名字由來，
已經沒人在意了，只知道曾經的艾伯塔省
百花齊放，拍出了震撼人心的《斷背
山》，擁有北美最大的城市公園，也有一
個個充滿人情味的富饒農場。也許是某個
農場主靈機一動，抑或是心靈手巧的女主
人乘勝追擊，一個不經意，就俘獲了眾人
心。

總之，發源於大草原上的草原派是名
副其實的加國熱門，供應不分季節，一年
四季都有穩定輸出。更重要的是，只要手
邊有料，不管是餐廳還是平常人家，都能
自己動手，吃個歡暢。細分下來，草原派
用自己的 「一生」 ，詮釋了 「真材實料」
這四個大字。清晰的三層結構，最下面是
烘烤到酥脆的全麥餅皮，中間一層卡仕達
醬，最上面鋪上蓬鬆的蛋白霜或輕奶油，
如此這般，便完成了。三層當中，也許你
對任意一個構成非常熟悉，芝士蛋糕也有
全麥餅底，水果派裏不乏卡仕達餡，更不
用說 「龍套之王」 輕奶油，但凡跟甜品二
字沾邊的，就少不了它的出場。可就是這
三層組合，簡單裏全是真誠，想是環境造
就的道理，抬起頭，冰川湖泊、奇景錯
落，眼前一份最最家常的草原派，每一口
都像是注氧般清新。書中說的見者驚喜吃
者驚艷，也並非誇大其詞了。

大年初二，北方普降大
雪。想當年，第一次看到
「一下雪，北京成了北

平」 ，青衫馬褂的民國文藝
範兒，瞬間拉滿。然而，好
話經不起三遍。如今，天上
剛開始飄兩片雪花，朋友圈
裏， 「一下雪，西安成了長
安，南京成了金陵，杭州成
了臨安，太原成了晉陽，瀋
陽成了盛京，開封就成了汴
梁……」 網紅、各種媛、真
真假假的文青，紛紛出動。
刻薄者說：一下雪，文盲都
成了文青。

社交平台，頓時化作
「中國地名大會」 的考場。
「白茫茫大地真乾淨」 的

雪，倒好似歷史地理知識考試的白紙試
卷了。長安、金陵等還可以腦補些灞橋
蹇驢、秦淮玉瓦，至於 「一下雪，寶雞
就成了陳倉，聊城就變成了東昌……」
筆者愚鈍，對如此孤僻佶屈的雪，實在
一無所知。

還有更啼笑皆非的： 「一下雪，濟
南就成了濟南府。」 加個 「府」 字，能
高明到哪裏去呢？但這也難怪。兩千多
年來，從濟南國、濟南郡，到濟南府、
濟南路，除了間或並稱 「齊州」 之外，
濟南的名字幾乎沒變過，自然少了些變
化的資本。

至於青島、大連、哈爾濱等，就更
吃了大虧。明明都是每年降雪量較大的
城市，然都是近代興起的城市，在古代
不過是一些漁村，祖上沒有闊過，也就
無緣參與雪後 「凡爾賽」 。再者，如杭
州、瀋陽，本是比臨安、盛京更悠久的
名字，真不必再從雪裏挖一個蟲洞了。

民間有些俗語： 「話說三遍淡如
水，再說三遍打驢嘴。」 「好話說三
遍，雞狗不待見。」 西方也有作家說：
「第一個用花比喻美女的人是天才，第
二個用花比喻美女的人是庸才，第三個
用花比喻美女的人是蠢材。」 再動聽的
語言，氾濫起來，也就成了陳詞濫調。

自在享受雪景，少些附庸風雅，少
穿越幾次好不好？雪也是真夠累的。

麥麩寄福
農曆新年是內地年輕人喜歡結婚

的日子，今年又是疫情防控全面放開
後的首個春節，此前推遲的婚禮便在
年底扎堆舉行。在婚禮習俗上，春節
回鄉所聞所見的幾場婚禮雖大致還保
留傳統，但部分流程則也已 「與時俱
進」 。

在老家所在的豫北地區，結婚時
撒麩皮至今仍是必需環節，當新娘剛
下婚車，就要由新郎的妹妹在第一時
間把裝在小笆簍裏的麩皮 「傾倒」 在
剛進門嫂子的頭上。麩皮即麥皮，是
小麥磨取麵粉後篩下的種皮，因為麩
諧音 「福」 ，寓意新人福氣滿滿。麩

皮裏藏有九枚硬幣，象徵 「財」 源滾
滾，長長 「久久」 。倒麩皮的任務只
能由新郎的妹妹完成，如果新郎沒有
親妹妹，找堂妹、表妹也行，這背後
的文化請教多人但都不甚清楚。

麩皮裏的硬幣落到地上後，觀禮
鄉親都可以撿，以前日子過得緊，用
的多是壹分錢貳分錢，現在則換成了
常見的壹元硬幣。

在迎親途中，要專門安排儐相於
沿線遇石遇井貼上紅紙，以此迴避井
煞、石煞。典禮環節各地都差不多，
豫北特別之處是在禮成之後，街鄰會
拿準備好的鞋油給新郎新娘、喜公喜

婆開花臉，將他們 「整蠱」 得如黑臉
包公一般，當事人還不許紅臉，因為
臉被塗抹得越黑，代表這家越隨和可
親，受街鄰歡迎。

過去十年，婚禮最大的變化要數
「抬嫁妝」 環節，現在為圖省事，已
將前一天去娘家抬嫁妝與娶親進行了
「合併」 ，抬嫁妝搭上迎親的 「順風
車」 。其次，糖品在生活中已極大豐
富，現場撒的喜糖越來越好，但搶喜
糖的人越來越少。再次，以前婚禮結
束後，會請村裏的鄉廚到家裏掌勺做
飯，如今為了高大上顯檔次，則多到
大酒店吃席。

彩禮是躲不開的話題，天價彩禮
事件近年屢見不鮮，豫北的彩禮也已
由十年前的 「萬裏挑一」 （一萬零一
元），變成現在的 「二十萬裏挑一」
乃至 「五十萬裏挑一」 ，高企的彩禮
變成婚姻的 「攔路虎」 。如今虎年已
過，惟願有情人 「兔」 出 「虎」 圍終
成眷屬，福氣滿滿，長長久久。

《回家》
出生時我住在旺角的舊唐樓板間

房，接着在小學四年級搬到觀塘區的
鯉魚門道邨，該屋邨總共只有七座樓
宇，每座七層高，住戶沒有獨立洗手
間，每兩戶共用一個位於走廊而有門
鎖的洗手間。小學至中學時期，我都
在該屋邨成長，那已經是四十多年前
的事了。

我在觀塘區就讀中學，那年頭身
邊的同學大多住在周邊的公共屋邨，
年少的我沒有什麼自卑感覺。中學時
期，有一位同學住在彩虹邨，卻令我
好生羨慕。首先，從學校去彩虹邨需

要乘坐地鐵，雖然只是相距幾個車
站，但感覺就像去了其他地區似的。
那時曾到訪該同學的家，面積很大
（也許因為我們的年紀太小），有獨
立廚廁，我們幾個同學可以在其露台
打開一張四人摺枱聊天、打紙牌。友
人的父親下班回家，見到我們有些不
悅，於是我們便將摺枱搬到走廊，升
降機附近有一個寬敞空間，再多放幾
張摺枱亦不覺擠迫。

雖然我不住在彩虹邨，但也覺得
那裏有一種 「家」 的感覺。

前陣子觀賞電視資訊節目《回

家》，看着影視藝人謝君豪重返他在
彩虹邨的老家，不期然令我勾起自己
的回憶。謝君豪在節目裏介紹邨內的
鐘錶店、茶餐廳、雜貨店，他更在老
酒家重遇小學同學，與對方一起尋回
童年記趣。直到現在，彩虹邨仍然屹
立在東九龍，樓宇外牆的彩虹顏色，
依然是屋邨標誌式印記，能夠吸引遊
人專程到來拍照 「打卡」 。雖然相比
其他新型屋邨，彩虹邨亦難逃老化的
命運，可是屋邨仍保存着濃厚的人情
味，實在難得。

事實上，全港現在大約有二百多

萬人住在政府興建或資助的公共房
屋，當中有些新式公屋的居住環境，
甚至可以媲美私人居所。市民的生活
條件能夠逐漸改善，社會便能邁向和
諧以至共同富裕。一些老化的屋邨，
只要我們細心修飾，耐心保養，家的
感覺便可長長久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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