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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機構：

【師說師文】■

●聖保羅書院 蒲葦老師

文科仁是創新書院的中三學生，
正準備中四選科。他從中文老師口
中得知，原來學校三年前已不再
開設中國文學科。他覺得很奇
怪，近年不是很流行生命及價值觀
教育嗎？為什麼報讀文學科的人數反
而不斷減少？於是他開始嘗試多了解一
下文學科。

「 文學反映現實，寄寓理想。學習文
學，可以探索生活和生命，感悟人
生……本課程讓學生通過研習優美的文
學作品，提高個人的藝術修養和品味；
透過探索作品的藝術境界，分享作品中
獨特而共通的思想感情，促進人與人之
間心靈的交感互動，提高對人類的同情

同感。 」看到課程大綱這幾句，文科仁深深動
容，他決心追尋文學的底蘊。要開班，自然要有
學生，科仁決定在同級尋找志同道合者。

「 才子，不要說笑吧，初中已經那麼多古文，
你還要我讀多一些？ 」

「 我們是男校，哪有人會讀文學？何況我完全
不知文學是讀什麼的，又沒有人介紹。我們中三
已開始讀數理化，起碼知道讀什麼。 」

「 我只需要讀兩科選修，文學可能排第四、五
位，選不上。 」

「 文學科？中文科已經有十六篇範文，
為什麼還要讀文學？ 」

「 除了教書，文學科還有什麼出路？
這年頭，我可不想教書呢！難道要做作

家？父母最反對。 」
「 聽說文學科要求很高的，很難取五級或

以上，我才不願冒這個險！ 」
「 文學與中史是同一組，如果選文學，我就得

放棄中史，我不願意，聽說中史現在很吃香。 」
「 我看過文學科那些作文題目，佔分多，又不

知要答什麼，我怕自己不行。 」
「 文學科要校本評核，壓力太大了！ 」
「 大學讀醫，一定要讀化學；大學讀中文系，

沒要求要讀文學，也不見有什麼優惠政策。我讀
中文科就可以了。 」

幾乎每一問，都迎來一盆冷水，但科仁以為鍥
而不捨，科目可開。皇天不負有心人，全級最後
有五位同道中人，科仁便喜孜孜地直奔校長室。

「 文同學，我很欣賞你對文學的愛好，但你知
道，學校資源實在有限。這樣吧，我們幾年前定
了個高中開科門檻，是十五人。如果你能找到十
五位同學，他們又願意聯署報讀文學科，學校會
考慮再開設文學科。 」可幸校長沒一口拒絕。

文科仁心頭一涼，之前還不怎樣，現在終於具
體感受到冷水的滋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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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香港作家聯會會長潘耀明細說倪匡的傳奇細說倪匡的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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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報特輯部製作

●記者文藝（以下簡稱「 記 」）：您和倪匡是
怎麼認識的？

●潘耀明（以下簡稱「 潘 」）：我跟倪匡先生
認識時間比較早，大概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就認
識了，因為大家都在文化界，所以經常會在一些
聚會上碰面。後來我曾一度主持過明報出版社和
明窗出版社，將倪匡過去的一些作品整理出版，
包括他的衛斯理系列和原振俠系列，還整理出版
了他二十多部武俠小說，以及《倪匡說三道四》
五冊散文集。

●記：除了工作，你們生活中聯繫多嗎？
●潘：因為有出版與作者這層關係，所以我們

聯繫還算密切。後來因為他患有皮膚癌等身體疾
病，晚期時行動不便，再加上他太太有老人癡呆
症，所以我們很難再到外面聚了。平常逢年過節
時我會到他家去拜訪，給他帶點水果及應節的食
物，我們也是這樣慢慢成為朋友的。

實際上在倪匡晚年的時候，我還為他策劃出版
了一套書，名叫《 歲月留聲——倪匡有聲筆記
本》，一套三本，是二○一九年出的。這一套書
裏收錄了倪匡的錄音講話，還有他早期的珍貴照
片，也是倪匡最後的遺作。

●記：最後一次見到倪匡是在什麼時候？
●潘：我跟他最後一次通話是在三個多月前，

因為他喜歡喝茶，恰好朋友送了我上好的綠茶，
我就想拿一些給他，但是電話裏他告訴我他不
喝綠茶，如果將來有好的普洱茶的話可以送給
他。當時他講話還是很流利的，我本來想找時間
再去看望他，但是想不到他這麼快就離開了，這
對我來說太突然了。

線下最後一次見面是今年春節期間，在他的家
中。當時我們還一起拍了合照，現在再看這些照
片，不禁睹物思人！

●記：二○○六年倪匡從美國回到香港，回來
的主要原因是因為他的太太，他是一個重視家庭

觀念的人嗎？

●潘：倪匡早年比較嚮往風花雪月，套他的話
說：「 酒色財氣樣樣齊。 」但到晚年他由絢爛歸
於平淡，一直在照顧、守護他的太太，他經常說
希望自己不要走在太太前面。但是因為他患有皮
膚癌和其他很多毛病，還在醫院動過幾次手術，
所以身體情況不好。他給我看過他的大腿，上面
有很多手術留下的疤痕。他的腳也經常腫得厲
害，後來走路都不行了，但他還是硬撐下去。

倪匡本人比較樂觀，他說他死不了，因為還有

個太太要照顧，這也是他一直以來的精神支柱。
他喜歡講笑，這種樂觀的生活態度非常可嘉，很
多人年紀大了就喜歡唉聲歎氣，暮氣沉沉，但好
像從來沒有聽過倪匡唉聲歎氣，所以我很佩服
他。現在他走在了太太前面，這是一件令人非常
遺憾的事。

●記：您認為倪匡是一個怎樣的作家？
●潘：他是個天才，他的創作可說前無古人，

相信也很難有來者的。倪匡的寫作量非常驚人，
他自己說他寫出的字數超過一個億。過去他曾在
多家報刊同時開設專欄，最高峰時期，每天要寫
二萬字。如果說香港有專業作家，那麼一定非倪
匡莫屬了，其他作家大都是業餘的。

因為在那麼多作家中，只有倪匡及有限的作家
是以寫作為生，他寫得太多了。各種題材都在
寫，還能保持較高的品質。倪匡的文章讀起來是
非常流暢的，情節總是曲折離奇和出人意料之
外。

倪匡還有個好習慣，他喜歡閱讀，總是書不離
手。內地作家的作品他也看，他非常關心內地的
創作。他幾乎將內地所有好的文學作品都看遍
了，他的書架上有很多內地作家的書，如余華、
賈平凹、劉震雲、莫言、韓少功等等，他認為內
地新一代的作家寫的小說題材比香港及海外的更
加開闊、甚至表現手法更加新潮，而且文字表達
也更流暢，引人入勝。

●記：您什麼時候開始接觸倪匡
的作品？您與倪匡有代溝嗎？

●潘：在我少年時期，金庸、倪
匡的小說就已經很流行了，那個時
候我看了不少。倪匡的小說給我最
初的印象就是天馬行空，給了少年
時期的我很多想像的空間，所以我
當時算是比較癡迷。他的小說還有
一個特點是受眾年齡段跨度很大，

小到八、九歲的小朋友，大到九十多歲的老人家
都喜歡看。

認識倪匡先生後，雖然我倆之間有一定的年齡
差距，但是因為同屬於文化界和大致相同的生活
背景，所以我們之間並不存在代溝，算是比較談
得來的朋友。

我記得我曾問他寫作有什麼經驗，他說：「 好
看的書就是好書，不好看的書就是不好的書。 」
雖然說得很簡單，卻很有道理。他接說，你看
中國四大名著，古人也把它們當成流行小說、通
俗小說，是不能進殿堂的，慢慢的喜歡看的人多
了，它們就變成了經典。他認為好的流行小說，
將來也是能夠傳世的。我個人覺得，倪匡的部分
小說及他的好友金庸的一些作品，都會流傳下去
的，很可能成為後人的經典讀物。

●記：生活中的倪匡是個什麼樣的人？
●潘：他是一個率性的人。我記得有一次我們

幾個好朋友在一起吃飯，他說他想吃大閘蟹，但
是因為他有皮膚病最好不吃這類食物，朋友們也
都勸他別吃，結果他說每個人的生命長度都是有
定數的，要順應上天的安排。

後來我給他叫了兩隻大閘蟹，他一個人全吃掉
了。另外，他還喜歡吃潮州菜，潮州有道名菜叫
凍蟹，也是生冷類的食物，但他也喜歡吃。有一
次我還跟好友、香港足球總會主席貝鈞奇兄把潮
州凍蟹打包帶到他家裏去，吃完好像也沒有什麼
副作用，這可能跟他的心態有關。

●記：倪匡身上有
什麼是值得當下青年

作家學習的？

●潘：首先非常重
要的是樂觀精神，倪
匡在皮膚癌晚期及其
他多種毛病纏身的情
況下，從來沒有愁眉
苦臉，該吃吃，該喝
喝，該看書就看書。生活中見到他也總是笑容滿
面，特別喜歡和人開玩笑。

然後是愛讀書的精神。倪匡喜歡讀書，他沒有
一天是不讀書的，有時候他也嘗試在網上閱讀，
他這種愛書、好書的精神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還有就是勤奮刻苦的精神，在倪匡的創作時
期，他每天可以寫兩萬字，這對一般的作家來說
是不容易做到的，而且他還是手寫的，一筆一劃
爬出來的。不要說兩萬字，我認識的作家中有的
每天寫兩千字已不容易了。他給年輕作家樹立了
一個很好的榜樣。

●記：金庸、倪匡、黃霑、蔡瀾「四大才子」
其中三個都已離世了，老友的陸續離去，會不會

讓您對生死產生新的看法？

●潘：倪匡的離世對我觸動特別大的。從他身
上我也領悟良多，特別是他的豁達精神。人生在
世，不能太過斤斤計較，你只需要做好你自己就
行。現在社會變化太快，也太商品化，套劉再復
的說法，是「 器世界 」當道，「 情世界 」在消
退，我們無法預料接下來的任何變化，只需要過
好這一天，做好這一刻，認真履行本份的職責就
是了。

（ 本文圖片由潘耀明提供。訪問及整理者為
《明月灣區》特約記者 。）

▲倪匡的鬼馬動作（潘耀明於二○一四年一月拜候倪匡，攝於倪匡家）。

驀然回首，中學階段離我已久，
但貫穿整個情思敏感的少年時
代，只有自己一直獨排眾議的艱
辛歷程，回想仍歷歷在目。因自
小熱愛中國文學和中國歷史兩科，
儘管校內重理輕文風氣極盛，而自己
亦理科成績優異，但最後仍遞上剔選文
科的選科紙。自此直至大學選科，整個
中學生涯便一直在他人的「 善意 」中孤
軍作戰：老師們多番找我面談規勸，同
學們婉轉表示疑惑，父親與我爭吵不
休……背後無非都基於「 出路 」二字。
後來我以為選科自由了，那個屬於我的

時代已過去，卻總不時聽聞選修文學科的人數逐
年減少，看來人心的枷鎖並不因外在條件的自由
而得到解放。

曾苦苦自問選擇文學科為何是原罪，如果成績
不好會沒有選擇權，為何成績好也要自設規限自
我剝奪選擇權？早知人生規劃既非投身醫學、科
學、工程等領域，選科對未來職業其實影響不
大，為何不選擇自己真正喜歡的學問？若對職業
生涯如此重視，在畢業後至少三十年的時光中，
能接受自己一直在做並非真心喜歡的工作嗎？即
使從公開試的角度，聯招看的是整體成績，中三
時好些成績不俗的女同學，選修理科後成績一落
千丈；中五時有同學在文學科奪A，預科時卻為

了「 有用 」而改選經濟科，結果只取得剛
好及格的成績。我常想這些語文能力頗佳
的同學，若當年選科時忠於自己，今天
的人生命運肯定不一樣。
從人類文明的角度，每門學科都有其不

可取代的價值，並無高下之分。學生學完微
積分、相對論等公式理論後，將來就業難道會有
保證嗎？世界瞬息萬變，學科是否有用，關鍵只
在於個人專長和發揮；而站在祖先不斷增厚的巨
人肩膀上，具有相同天賦的人將能夠看得更高更
遠，並繼續推動人類文明的進步。

感謝人類有文學，讓我可以跨越千年
萬里的時空距離，與古今中外偉大的心
靈接通，通過各個真實或虛構的人生故
事，毫髮無傷便已遊歷了複雜世情和攫
獲經驗教訓，領悟到這個大千世界具有
豐富多元的不同觀點，以至每當面對自
己或他人的難題時，或借鑑印證，或自
我排遣，或超然物外，而不致庸碌汲營
折騰於眼前世俗公因數。

王國維《 人間詞話 》中論治學三境
界，在抵達「 眾裏尋他千百度……那人
卻在，燈火闌珊處 」的最高境界之前，
別忘了需先經歷「 獨上高樓，望盡天涯
路 」和「 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
憔悴 」的孤獨和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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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都會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 盧敏芝老師

◀倪匡最後遺著《歲月留聲──倪匡有聲筆記本》
（逍、遙、遊，三本一套）。

▲潘耀明某次上門探訪倪匡，恰巧倪震（左一）來
看望爸爸，照片中倪匡與倪震的笑容有幾分神似。
（攝於二○一九年六月十五日）

文學科令人聞之色變？

▲倪匡二○一八年十一月
題贈潘耀明的十六真言：
「謗譽隨之，爾言爾是；
寵辱不驚，我行我素」，
他說這十六真言亦題贈過
給金庸。

編按：二○二二年七月三日，著名作家、科幻小說大師倪匡安詳離世，享壽九十歲，香港作家聯會會長潘耀明接

受訪問，追憶倪匡傳奇。潘耀明與倪匡自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相識，為他出版過多部科幻小說、武俠小說以及散文

集，更是沒代溝的老友，訪問中提及倪匡最後的遺作、從美回港的原因，生活中的軼聞趣事，不乏第一手資料。

●文藝
訪問及整理



【文化綠蔭】■

【文 訊】■

五月十八日為國際博物館日，旨在喚起

大眾對博物館事業的關注。本年度博物館

日的主題為「 博物館的力量 」，世界各地

博物館紛紛響應，配合主題舉辦不同類型

活動。而廣州四家博物館首次跨館聯合創

造「 博物館星球 」，透過創新科技，推出

數字文創，將博物館文物帶至元宇宙中。

四家博物館（南越王博物院、廣州博物

館、廣東民間工藝博物館、廣州市文物考

古研究院（南漢二陵博物館））透過數字

技術，將二十一款歷史文物化成非同質化

代幣（NFT），讓一眾文物愛好者以幾

十元的價錢將不同類型的國寶收入囊中。

將博物館裏實體文物數碼化融入虛擬世

界中，能夠緊貼現世代潮流，令歷史文物

更加「 貼地 」，從而有效向大眾推廣文

物。惟限量發售有機會造成炒賣隱憂。針

對元宇宙NFT的概念，部分博物館為首

次涉足NFT領域，同時國家還沒有達到

流通階段，現有法律亦不能夠全面保障買

家或賣家，因此需要政府及博物館加以規

管，以利有效推動行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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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子的鄉愁【學府點滴】■

嘉慶《 新安縣志 》一年多前出了一個新版

本。此新版由深圳市史志辦公室整理編輯，華

南理工大學出版社出版。書前「 題獻頁 」有將

此書獻給「 寶安建縣一六九○年 」字樣。現在

史志界公認，東晉咸和六年，公元三三一年，

為寶安建縣元年。這一年，分南海郡，置東官

郡，轄寶安、興寧、海豐等六縣，寶安為六縣

之首，郡、縣治所設於今深圳南頭。

因深圳、香港歷史上同屬寶安（新安）縣，

不管康熙版本還是嘉慶版本，《新安縣志》所

載所記，皆事關兩地共同歷史，一如新版「 前

言 」所稱，嘉慶《新安縣志》不僅是最完備記

錄深港兩地歷史沿革、經濟狀況、社會變遷和

人文風物之文獻，也是中國古代最後一部記載

深港地區全史之官修縣志。如今

以粵港澳大灣區文化角度視之，

《新安縣志》更有其尋根問祖的

文化紐帶作用。

明清時期新安一縣雖頻頻修

志，有文獻可徵者少說也有六

種，但明修的三種早已不存，清

修的也只剩康熙、嘉慶兩種。嘉

慶版是在康熙《新安縣志》基礎

上修纂而成，內容有增補，不足

之處有刪訂，篇幅已多出康熙版

一倍，故以歷史文獻角度論之，

稱嘉慶《新安縣志》為「 深港第

一書 」毫不為過。

深圳經濟特區建立四十周年之

際，我因要在深圳坪山圖書館開講一門「 深圳

閱讀史 」課程，即以個人知見與興趣為標準，

草創了一份「 深圳四十年四十本書 」書單。當

時考慮此書單雖然要把選書重點放在一九八○

至二○二○年間出版的新書，但為存續傳統

計，《新安縣志》不容有缺，我於是將《深圳

舊志三種》選入書單。此書由張一兵校點，海

天出版社二○○六年五月出版。書名之所以稱

「 三種 」，蓋因除康熙、嘉慶兩種《 新安縣

志 》外，另收入明朝天順年間盧祥纂《 東莞

志》一種。張一兵說，唐代至德以後至明萬曆

以前，深圳地區屬東莞縣管轄，此間的東莞縣

志即包含「 新安 」在內。

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二○○七年曾影印過

一版線裝嘉慶《新安縣志》，校

編者為孫立川與郭杰，饒宗頤先

生特為題簽。值得一說者，是用

於影印底本的嘉慶廿四年刊本

《新安縣志》原由長居香港的著

名作家葉靈鳳先生收藏。據說葉

先生生前曾婉拒香港某官方機構

的重金購藏，並囑家人於其過世

後將此書捐回內地。現此書藏於

廣州中山博物館。影印版由深圳

大學文學院主持完成，堪稱為

「 深港第一書 」又增添一筆濃重

的「 深港色彩 」。

（作者為深圳報業集團副總編

輯、《晶報》總編輯。）

▲深圳市史志辦公室整理編輯
的新版嘉慶《新安縣志》。
（資料圖片）

《新安縣志》──「深港第一書」●胡洪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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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澳門 ●吳志良

很多人說起港澳，通常把兩地看作一個無差

別的整體或兩個相連的個體。事實上，在中國

兩個特別行政區中，香港和澳門雖然具有許多

相似之處，但又有很多差異。

的確，無論從土地面積、人口數量和經濟總

量，還是兩地的金融、航運、教育、醫療衛生

發展水平和國際化程度，當今兩個城市無法相

比。而澳門作為一個微型城市，很多方面也無

法進入世界排名。但是，相對而言，澳門開埠

的歷史比香港要早，文化積澱也比香港深厚，

所以我非常贊成有些學者所言，香港是經濟城

市，澳門是文化城市。經濟的香港和文化的澳

門，應該就是這兩個城市在大中華地區的最大

特色，同樣可以在國家發展戰略中發揮各自的

優勢，擔當積極的角色。

當然，如果兩個城市能夠進一步聯手，將各

自的優勢併合，可以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

程中發揮更大的作用。我想，這也是構建粵港

澳大灣區的其中一個重要緣由。粵港澳大灣區

戰略的實施，一方面為港澳兩地可持續發展提

供了廣闊的腹地和空間，為兩個特別行政區全

面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搭建了便利的平台，另一

方面，為港澳兩地提供了充分挖掘內部潛力、

發揮自身優勢、大顯身手的舞台。

港澳的優勢在哪裏？如何將這些優勢有效地

發揮作用並在國家發展戰略中彰顯價值、作出

貢獻？特別是對規模細小的澳門來說，如何實

現「 國家所需，澳門所長 」的良好願望？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給澳門的定

位是世界旅遊休閒中心、中國與葡語國家經貿

合作服務平台和「 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

化並存 」的合作交流基地。澳門一向是世界旅

遊休閒中心，擁有世界上最好的旅遊設施，疫

情之前，每年接待三千萬的遊客。中國與葡語

國家經貿合作論壇的秘書處設在澳門，經過多

年的努力，平台的功能正在逐漸顯示。文化合

作交流基地是近年提出來的一種構想，十分契

合澳門歷史和現狀。

澳門在西學東漸、東學西傳過程中發揮過獨

特而關鍵的作用，中西文化交流的地位舉世公

認。在澳門，古今同在，中西並舉，不同可

和，和而不同，是一道美麗的人文風景線。

（作者為全國政協委員、澳門基金會行政委

員會主席。）

明報特輯部製作

嶺南文化以兼容多元、交融圓通、簡易務實為

特質，其形成與其地五方雜處、交通頻仍相關，

亦與其沉澱千年文明發展相關。追根溯源，漢末

牟子於其《理惑論》中，便以無異於當頭棒喝之

論斷，為嶺南文化的精神特質，作出了明確宣

示。

漢末中原多故，南荒遂為避亂之地，牟子也是

將母避世交州。與之前後，來自北方的異人、學

者不在少數，他們帶來了不少內地的典籍，中華

學術遂漸興。尤其是，交州為東西海程之中心，

因能吸收異教殊俗，且被中華教化未久，思想比

較自由開放。於此背景下，才可能產生《 理惑

論》這樣的著作。

《理惑論》最早為南朝梁釋僧祐編《弘明集》

所收載，為《弘明集》首篇。通篇採用一問一答

的形式，來自北方的儒者發問，牟子則一一作

答，這既可視為本土儒道文化與外來佛教文化的

一次對話，也是嶺南文化與中原文化的一次對話

操練。

大量的北方流徙者集於交州，與本土思想文化

的衝突在所難免，甚至說，中原文化的優越感，

中原文化對嶺南文化的懷疑與責難，是必然存在

的。所以，牟子的一一辯駁，就不僅是為佛教文

化的自辯，也正可視之為嶺南文化的自證，是對

當時思想文化界的混亂狀態的釐清與校正。如其

中一章：

問曰：佛道至尊至大，堯舜周孔曷不修之乎？

七經之中不見其辭，子既耽詩書，悅禮樂，奚為

復好佛道喜異術？豈能逾經傳美聖業哉？竊為吾

子不取也。

牟子曰：書不必孔丘之言，藥不必扁鵲之方，

合義者從，愈病者良。君子博取眾善以輔其

身。……

中原文化視堯舜周孔為正經。牟子卻說「 書不

必孔丘之言 」，不必以孔丘之言、扁鵲之方為唯

一遵從。可謂石破天驚！

「 合義者從，愈病者良 」，即博取眾善以輔其

身，沒有固執拘泥，擇其善者而從，一切以實用

有效為原則。通俗的說法，不就是不管黑貓白貓

抓住老鼠就是好貓嗎？這不正是我國改革開放之

能「 殺出一條血路 」的文化密碼嗎？就此而言，

近兩千年前的《理惑論》，可謂解碼嶺南精神的

一把最好的鑰匙。

（作者為《 羊城晚報 》編委、文化副刊部主

任。）

合義者從 愈病者良 ●陳橋生

●廣州暨南大學 鄭涵

五月節是外婆忙碌的節日。兩隻大鐵盆放在那扇木門的門口，暗綠
色的箬葉從壁櫥裏取出來，攤開了泡在裏面，清水慢慢洗刷隔年的
積塵，糉葉的綠色是一點點亮起來的。泡完的糉葉還得掛起來晾乾，
不然容易破了漏餡。走過那片晾的糉葉，渾身都被裹在濕漉漉的清
香裏面了。外婆包的糉子大概是世界上最好吃的糉子，她常說：「 看
那些賣的糉子，又小又沒料，長得俏又有什麼用！ 」可是她的糉子賣
相也一點不比市場的遜色。待到糉葉晾乾後，裹上糯米、香菇、花

生、蝦米、臘腸和鵪鶉蛋，米香、菌香、肉香和糉葉的草木香糾纏在
一起，構成獨屬五月節的香氣。外婆再用軟草梗把糉葉捆好，糉身被
餡料塞得滿當當，四個尖角又肥大又精巧，擺在紅圓盤裏甚是可愛。
再把糉子往那祭祖先的木方桌上一放，便有了沉甸甸的節日的份量。

但我的面前只有一隻剛鬆綁的異鄉的糉子，糯米上可憐地附淡黃
色的脫衣綠豆，還有兩塊單薄的肥肉。

鄉愁大概就是一個糉子那麼重吧。

糉
子
裏
的
鄉
愁

●日本慶應義塾大學 眠氣

正逢櫻花盛開之時，駕單車前往中目黑賞晚櫻。不出所料，橋上人
頭湧動，我們兩人被迫擠在「 請保持社交距離 」的告示板下，踮起腳
尖胡亂的照了兩張相後便落荒而逃。

電車上，好友突發奇想，提議去「 喝茶 」。我當即吃了一驚，這位
日本友人竟然在剛才的「 戰鬥 」後還能有閒情逸致欣賞茶藝！一番追
問下，原來是指新宿的一家港式茶樓。自以為國際化的我也不由得再
次燃起興趣，那是海外遊子們源自靈魂的，對家鄉事物的渴求。而五
感中又以味覺為甚，往往與靈魂相連。

出了車站，來到了一家裝修頗有刻板風味的餐館。服務生微微一鞠

躬，遞給我們一份西式的套餐菜單。熟悉的菜品，帶來的卻是令人咋
舌的異域風情，而其中，又以一份日式甜口乾炒牛河最為猝不及防。
得不到滿足的味蕾無聲地尖叫，換來的是一張五位數的賬單，以及
變得些許煩悶的心情。看朋友那洋溢滿足感的表情，我苦笑掏
出錢包，結束了這一次出遊。

回家路上，我一如既往的走在嘈雜的東京街頭，口罩中的空氣彷彿
令人窒息。突然，耳機中傳來一段極富浪漫色彩的音樂。我點亮屏
幕，緩緩停下了腳步。恍惚中，餘光裏的景色也變得些許扭曲，一時
間竟分不清這裏是否就是我熟悉的那座繁華都市。

那首歌叫《香港街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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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伯明翰大學學院 李浚霖

當我未到外國留學前，並不會明白「 思鄉 」的概念。直至我到英國
留學後就正正式式體驗到鄉愁。尤其是在傳統中國節日或是一家人團
團圓圓聚在一起的時候，例如冬至、端午、農曆新年的時候；而在農
曆新年期間更是思鄉最嚴重之時，因為足足有兩星期，而且當你打開
社交軟件看見每個在香港的親朋戚友都聚在一起過節、吃年糕瓜子，
但身在異鄉的自己卻什麼都不能參與。

面對鄉愁的煎熬，我能做的除了多打電話回家，就是相約一班來自
香港的朋友一起吃團年飯、打麻將等等。而我甚至自己學會了做年
糕、蘿蔔糕來應節，一部分會留給自己吃，另一部分分出來跟朋友分

享。
但是如果你問我有沒有後悔到外國獨自生活，可以很肯定回答你沒

有。因為正正就是這種經歷令人成長，學會獨立、自理和成熟。同時
我心裏知道在外國流浪的日子雖然不容易，但只是過眼雲煙，在我七
八十年的人生中佔的時間只有短短三四年，當中學會的東西卻會陪伴
我一輩子。

思鄉的時候可以很痛苦，但是其實痛苦的時間並不多。科技發達使
我簡單的在電話按上幾個鍵就能夠見到親朋戚友的面孔，聽到他們的
問候與祝福。亦因為在英國有唐人街，雖則味道和質素不夠新鮮和正
宗，但香港有的東西在唐人街的超市裏大多也不難找到它們的蹤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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