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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野圭吾的推理小說

解憂雜貨店的時空錯對
   陳朗

Powell街，即我們俗稱的日本街，

日人稱作小東京，離華埠不遠，其範

圍由Gore街至Jackson街，原是日本人

在溫市聚居的地方。遠在1890年代，

已開始有日本人在海傍的喜士定鋸木

廠工作，因此附近聚居不少日本人，

並開設不少餐館和各行業的商店，漸

漸成為一個日裔人士的社區，十分熱

鬧。但今日除了找不到絲亳日本文化

氣息外，見到的多是在街上遊蕩或蹲

在路邊睡覺的原住民或流浪漢，令人

無限唏噓。 

因為日裔人士越來越多來溫哥

華，並搶走了很多白人工作，這引致

1907年發生反

亞裔暴動。不

少白人先在華

埠搗毀商店，

砸碎窗戶，然

後再往 Powel l
街，使到這兩

個社區受到嚴

重損壞。不過

影響最大的要

算1942年日本

偷襲珍珠港事件的發生，加拿大宣佈

與日本開戰，並將在Powell街的日裔人

送往卑詩省北部偏遠小鎮的拘留營，

他們的房屋和商舖亦全被加國政府充

公。直至1949年日裔人才獲解禁。不

少日人選擇返回日本，或移居加拿大

其他省份，只有極少部分返回Powell
街，不過那時日本街已完全沒落，滿

目瘡痍，變得面目全非。

雖然這個社區現已消逝，但當年的

建築物今日仍有不少保留下來，不過大

多已是殘舊破落。好像富士雜碎酒家，

現在是日昇市場的一部分，它於1931至

1942年經營，為當時著名的日式中餐酒

家。毗鄰的瑞獅旅館，原是日裔人的賭

館，曾被視為日本街心臟的新世界酒

店，樓高四層，更是當時的地標，乃

專業人士出入的地方，現在已淪為廉

價旅館。成立於1925年的民星總社，

原是日本人的旅舍，2013年11月被市

政府列為危樓，下令所有住客遷出，

進行清拆，並引致保育人士對日本街

的一番爭議。日本語言學校，是保留

較完整的一座建築物，大戰期間曾被

加拿大軍方佔用，1953年交還給日裔

社區，這是唯一的建築物交還給日裔

人士，亦是唯一的建築物在日本街被

溫市政府列為歷史建築物。 

Oppenheimer公園於1898年開始

啟 用 ， 是 紀

念 溫 市 第 二

任 市 長 O p -
penheimer作
命 名 ， 是 區

內 居 民 的 活

動 中 心 。 日

裔 著 名 棒 球

隊Asahi早於

19 1 4年已在

這 裡 與 其 他

球隊比賽，不過公園現在已成為原住

民和流浪漢的天地，不少更在此吸毒

酗酒。 

雖然日裔文化在日本街已蕩然無

存，不過有心人士自1977年起每年八

月在Oppenheimer公園舉辦日本節，

介紹日本文化，非常熱鬧。每年夏天

著名的日裔棒球隊亦在公園舉行球

賽，更有導

賞團介紹區

內昔日的歷

史。希望日

本街的文化

不被歲月遺

忘。◇

   郭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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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野圭吾的推理小說《解憂雜貨店》

，以浪矢老伯的雜貨店為軸心，講述分

別相隔三十多年的時空，作者在故事中

做了一個假設，就在一個晚上（九月十

三日由凌晨至黎明）兩個時空可以經過

雜貨店以信件而互通訊息。這一切就在

這六個小時，發生了既是現在，又是過

去，而過去又是將來的故事。

在故事的眾多人物之中，不管是小

偷、潦倒音樂家、奧運劍擊女運動員、木

刻家、以至公司總裁，雖然身處不同時

空，但他們都被解憂雜貨店牽引著，在時

空的交錯中，彼此的故事交織在一起，並

隨著這些故事的發展，又可發現這些人物

其實都在他們生命中互有牽連。

首先是幾名小偷在犯案後躱到解憂雜

貨店，誤闖了奇幻的六個小時，帶出這

間雜貨店的老闆浪矢老伯三十多年前，

在經營業務之餘，還接受人們以信件諮

詢問題，由於他認真解答，越來越多人

向他諮詢。不

過，浪矢後來

懷疑一名曾向

他提出問題的

女子，可能駕

車投河自殺，

令 他 感 到 不

安，這也觸發了故事的重大轉折。

浪矢因此要求兒子在他去世三十多年

之後，登出廣告要求曾接受他諮詢的人回信

講述他們的感受，就在故事假設的奇幻六個

小時中，這些三十多年後的信，竟然穿越時

空，讓浪矢老伯在雜貨店逐一收到諮詢人的

感謝信，令他大感安慰。不過，就在這六個

小時內，身處雜貨店的小偷，亦因此收到三

十多年前向浪矢老伯諮詢的信。

在這些信中，有很多都是問及對前途

的憂慮，由於這幾位小偷都身處未來，他

們知道這些諮詢人日後面對的是怎樣的世

界，因而能夠為他們提供了中肯的意見。

例如一名陪酒女郎，因為聽從他們的意

見，把握時機投資地產，並且在日本泡沫

經濟爆破前，將資金抽離地產市場，投入

電腦及資訊科技，成為一名企業家。

雖然這些人物的故事，都是獨立成

篇，但作者巧妙地從他們的背景中串連

起來，互為因果，小說在他仔細的布局

之下，每個故事的人物之間就好像存在

一條細細的絲線，而每條絲線的盡頭都

連接到浪矢老伯的解憂雜貨店。故事布

局之妙，在一般小說中真的很少見到，

但在推理小說，通常要在故事終結時，

讀者才恍然悟出這種關係。

這也是閱讀推理小說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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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愛《新天地》

小春鄉月的心願
   石貝

吳門畫會

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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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欣

早上起床，陽光四射，老伴在我的書

桌上放了一份色彩繽紛的《中僑新天地》

月刊。我從第一頁翻閱至最後第32頁，看

到它的文章和編排，甚感喜悅——以往30

年的《松鶴天地》總算完成歷史任務，讓

《新天地》開創新天下。

《新天地》報刊編排不錯，有秩

序，有事實，有文章，有材料，彩色繽

紛，文章交代很清楚。今年二月，《中

僑新天地》面世，筆者寫此文時已是第

10期。希望《新天地》可以招納更多經

驗豐富的文人雅士和青年作者，加入義

工行列，為《新天地》創新世界、新事

物和新里程。

筆者一方面有新的創作，另一方面

亦保留過往的感情，雖然放下舞蹈教

鞭，但仍不停鼓勵學員繼續學舞，不停

練習，務使身

體強健安康，

尤其在音樂帶

領下，忘卻一

切煩惱，為自

己創新天地。

前星期和

舞蹈班一群「老」學員，三十多人，濟

濟一堂吃晚飯，師生團聚，樂也融融。

筆者自從停止授舞，轉眼已過了四個年

頭，難得一班學員沒有離棄過，他們一

方面跟隨另一舞蹈老師上課，一方面忘

不了「松鶴舞蹈組」每月的午叙，到時

到候的午宴，大家都會自動出現，歡樂

無邊，互相問候和詳談近況。年紀越大

的越準時，如麗娟、華太、何沛充夫

婦，婉蘭、李先生夫婦等，他們全都準

時到會；而較為年青的苗苗夫婦，和祖

哥哥夫婦則負責接送年長者。上月剛榮

升新翁姑的華珍夫婦，為感謝全班同學

參加當晚愛兒的婚宴，特別請吃午飯，

又送給各同學當晚婚宴的照片。每次和

他們一起，無論是午飯或晚飯，大家都

歡樂滿懷。

《新天地》除得到各界文人雅士義

工相助，寫作資料和各名家的綜藝展覽，

亦非常成功。為了表彰義工們的辛勞，今

年更舉辦30週年報慶午宴，真真正正的一

堂同慶，為《新天地》添「新姿」、「新

意」、「新面貌」，敞開「心扉」，興致

勃勃，「與你共鳴」。◇

   琬

香港特區政府要將殖民時代59個郵箱

身上的皇冠塗抹掉，公民黨郭榮鏗在立

法會質疑此舉有政治考慮。其實把「蓋

冠」改列為歷史文物，把郵遞服務做得

比英殖時期更好才是上策，可惜香港郵

政近幾年都蝕。

大不列顛擅於懷柔，那年遊英屬直布

羅陀，滿眼英式風情，街名叫邱吉爾，

酒吧賣fish and chips ……，但山頂最高

面對北非的那座回教院舍，從外到內絲

亳無改，當地回教徒心悅誠服，對岸北

非有人遙遙地嚮往英式法制，這皆因治

之有術。

從英式郵箱(我最愛笨重的、紅色圓

桶形的那款)想起居港時寫信、寄信、收

信的歲月。那時長輩寫信用毛筆、鋼筆，

我輩用原子筆，有個同學最特別，除了信

封面用原子筆，內文不論長短一定用鉛

筆，說是讀書寫筆記養成的習慣。

書柬信札屬於應用文，講究格式規

範。國書示好，戰書示威；公函、商業

信札用詞嚴謹；情信講未來，甜言蜜語

無厘頭；家書每多叮嚀，有時似本流

水賬；祭文是致死者的肺腑之言。古今

中外很多名信，例如《李陵答蘇武書》

、《祭十二郎文》、《曾文正公家書》

、《雪萊(J. Shelly)致濟慈 (F. Keats)
書簡》、美國南北戰爭時期 Blackford
家族三代軍人的家書(有人說等如戰

史)……。

最新有兩則關於「信」的好消息: 

總理賈斯汀‧杜魯多停設社區大信箱，

保持逐戶派信的諾言兌現了；在台灣被

綁架的香港姓黃商人被救了。事後黃先

生向傳媒讀出囑咐家人交贖金的短柬，

最後三句「錢財事小，回家事大，愛

你。」感人!不過「愛你」這樣文藝的

結語又令人懷疑求救短柬會不會是台灣

綁匪代筆。

親筆信令人

溫暖、喜悅、

鼓舞、決絕、

涕零。你多久

沒有用紙筆寫

信，去郵箱寄

信了? (照片：

蘇格蘭愛丁堡

機場內的大郵

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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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文以希在她的專欄裡，專門撰寫

或推薦大溫地區甚具特色的食肆，本人

作為一名美味佳餚的愛好者，每期都會

留意以希的好介紹。

幾個月前，以希在專欄裡寫到「小

春壽司」，一間座位不多但很溫馨的壽

司小店，女主人親力親為，不但親自下

廚還熱情招待食客，只不過地點稍嫌偏

僻，在New Westminster一條不起眼的

小街上。查了一下地圖，嘿，離老友雷

子家不遠，她是大提琴手，我經常在她

那兒合琴。

於是找了一天，合完琴之後便走路

去「小春壽司」。我對於日本食物可以

說愛不釋「口」，從壽司到魚生，從甜

不辣到照燒肉，無一不愛。美樂之後美

餐一頓，還有甚麼比這更令人興奮的！

小春壽司，果真小小的一間食

店，潔淨文雅。女主人正忙，我們找

了張空桌子坐下，從點菜到食物上桌

到吃完，一直都與女主人用英文交

談。忽想起以希提到女主人曾在中國

住過，便問她是否能講中文，女主人

立刻轉成國語跟我們熱烈交談起來。

原來她是在中國大連長大的中日混血

兒，中文才是她的母語。

女主人說她父親是日本人，長期在

大連生活工作，說一口流利中文，又娶

了中國太太。雖然可以隨時回到日本生

活，但多年來與中國和中國人感情日

深，寧可留在中國。她父親為她取名鄉

月，以中文字面意思解釋，即故鄉明

月，或許以此懷念一水之隔的日本吧。

也真是巧，雷子也是中日混血（母

親是日本人），兩人當即用日文交談起

來，鄉月頻誇雷子的日語純正。

「食」歸正傳，鄉月的壽司確實名

不虛傳，食材新鮮，搭配甚有新意，而

價錢又非常大眾化。我們忍不住問她為

何不到市區熱鬧的地段開店，鄉月淡定

地說，她在這裡開壽司店，就是想讓一

般工薪階層的人，可以用相對較低的價

格一嘗真正的日本壽司，這才是她的心

願。聽鄉月這番樸素的願望，幾乎不能

相信這是出自開店做生意人的口中。

鄉月爽朗地笑起來——我就是喜歡

做東西給人吃，跟客人聊聊天，賺錢反

而其次。原來鄉月老公做中日貿易，她

可以不必侍候孔方兄，而得以實現理

想，為大眾貢獻她的廚藝。

以希，感謝你為我們介紹了個好餐

館，更交到了好朋友鄉月。◇

  犇淼

會，合也。（見《說

文》）《易》乾載：「

文言曰：『亨者，嘉之會也。』」合而

聚，團體也。

畫會，聚合愛好畫藝之團體；則「吳

門畫會」者，以其畫風俱屬蘇州（別稱

吳門）一脈，因以為名。

吳門畫會在溫哥華創立，純因陸馨如

女史、即周士心教授夫人，於2011年病危

時特囑周教授設立。歷整歲積極籌備後，

於2012年10月17日陸女史逝世一週年忌日，

假列市幸運海鮮酒家正式成立，並召開會

員大會，由弟子洪子珺主持。出席者除兩

位顧問顧小坤老師、黎沃文老師以及女作

家馮玉明和攝影家胡振秋外，尚有吳門畫

家、各弟子與喜愛吳門畫藝友人逾卅位。

創會會長周士心教授不僅實踐其妻遺

願，足見鶼鰈情深，且可把吳畫派「天人合

一」之宇宙觀、文人畫秀麗之典雅風格，宏

揚開去。蓋其組會之宗旨，以繼承、發揚吳

門畫派為目的，又基於志同道合之意願，特

發起籌組加拿大溫哥華吳門畫會，從而繼續

結合同好，從事學習、研究、創作，提高學

術內涵，期能發揚華夏優良文化傳統，推動

復興，承先啟後於海外。

周教授在大會中，提名

胡玲達為第一任會長，副

會長李君儀，另選出李慧

嫻、梁巽 、丘潔嫻、曹

蓉、胡燕祥及曾慶儀等六位

理事。計劃舉辦學術研討，

邀請專家演講，出版藝術刊物，出外旅

遊寫生，定期舉辦聯展和餐會，加強國

內外其他文藝團體之互動，並貢獻社會

公益。至要者，乃吸收新會員，加以培

訓，使畫藝、會務蓬勃發展。

吳門畫會自成立以來，每屆均召開會

員週年大會、雅集、會員作品展覽、即場

示範書畫，既出席文藝研討，又觀摩其

他派別書畫展覽，並參與中僑百萬行等公

益活動。第三屆（2015-2016）理事會成

員：創會會長周士心教授，顧問顧小坤老

師、張俊傑教授和女作家馮玉明，會長李

君儀，副會長及會員事務丘潔嫻，理事梁

巽 、李慧嫻、曹蓉、黎英麟、胡燕祥、

曾慶儀及張麗娜。本年度年展定於2016年

4月16日至24日，假溫市中華文化中心文

物館舉行，歡迎各界人士屆時親臨，欣賞

吳門工筆花鳥、山水。

總之，溫哥華創立吳門畫會，謹以

《禮》中庸篇「至誠不息」句共勉，須

持之有恆，方不昧周師母之遺願，且可

抵博大精深之境界，何況情誼之維繫，

誠屬可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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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填字遊戲

上期填字遊戲答案

2

7

1.  12月24日晚上

2. 歌名。周璇名曲

3. 午夜至黎明前一段時間

4. 弘一《送別》歌詞一句，

   上句：天之涯，海之角

（二） 填充 

1  

2

3

4

6

病

一

提示

灘

更

宵

式 微

藤

鶴

12 |    

（橫）

1. 洗雪冤屈

3. 感情深厚的朋友

4. 蟬的別稱

5. 白居易《慈烏夜啼》

   一句，下句：聞者為沾襟

6. 地名，最近發生爭端

7. 二字詞，對比中的差距

  （下降）

通

比喻相同的中、英成語對比

  番書仔

4智能手機及平板電腦課程 (粵語)

以上電腦班乃粵語教學。費用:$65(會員)/75(

非會員)

(50歲以上人士，每年長一歲，學費減$1) 

英語會話興趣小組（國語教學） 

日期: 逢星期二及六下午1:30至3:00 

(9月至12月)

費用：$52(會員)/$65(非會員)，或每月$15(

會員)/$23(非會員)，加$5課本費。歡迎任何

年齡人士參加及插班。

華埠耆英聯會耆英英語組
（9月至12月，歡迎中途加入）
費用：全期四個月連講義費共$57
或每月$15，另加$5講義費 

PMD班（粵語）

日期: 逢星期一及五上午11:15至12:45

AME班（粵語）

日期: 逢星期三及五上午11:30至1:00

AMC班（粵語）

日期: 逢星期三上午9:45至11:15及星期六上

午10:30至12:00

報名及查詢:中僑社區服務部，片打西街38號。  

(電話:604-408-7260) 

中僑社區服務部1 2月份活動

 2015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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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日期：1月4日至3月21日 (逢星期一；2月8日放假)

上課時間：上午10時30分至中午12時

上課地點：中僑社會服務中心禮和堂(28 West Pender St, Vancouver)
費　　用： $44.00 (共11課)；每課 $5.00
參加資格：參加者須為中僑互助會及松鶴之友會員

報名地點：中僑社會服務中心105室 

查詢電話：604-408-7274 內線1054

歡迎隨時加入，一起強身健體。

導師簡介
導師梁恒嬌(Hanna)有多年教授排舞經驗，對傳統社交舞、民族舞、中國舞都有
深入研究，曾在多個社區中心任教，學生無數。

課程簡介
排舞源自美國中西部的牛仔
舞，其後結合歐洲宮廷舞，
加入嘻哈舞、爵士舞等舞步
元素演變而來，配合輕鬆、
優美的音樂節奏，簡單易學
是活動全身的舞蹈，可以忘
掉憂慮，促進舞者健康。

，

7

樓

外

3

5

（直）

1. 世人結交須黃（ ）

2. 無邊落（ ）蕭蕭下

3. 抽刀斷水（ ）更流

4. 日出江花紅似（ ）

5. 姐妹弟兄皆列（ ）

     答案
（二）填充

      1. 金   

      2. 木   

      3. 水   

      4. 火   

      5. 土

（三）字謎  

      1. 馬   

      2. 量   

      3. 她（女也）   

      4. 來  

      5. 斯（共二斤）

層

黃

8

 華埠耆英聯會興趣組
週二卡拉OK演練組(每次$1)  
逢星期二下午1:00至4:00
乒乓球練習組(每次$1)  
逢星期二及五下午12:30至4:30

北派武當孫家太極練習組(每次 $2)  
逢星期三上午8:45至10:15

書法班(每月$30)  
逢星期四上午9:00至11:00

六通拳練習組(每次 $1)  
逢星期三下午1:00至3:00

健康舞蹈練習組(每次 $1)  
逢星期三上午10:15至中午12:00

歡樂園地歌唱組(每次 $1)  
逢星期五下午1:00至4:00

粵曲組(每分鐘$1)  
逢星期三下午12:45至4:15

國畫班(每月$10)  
逢星期六上午11:30至下午1:30

海

9

各猜一字

1. 有口就要問，有女便是娘

2. 日行一里

3. 千金

4. 兩人抬大木

5. 三十六兩

（三） 字謎 

上

弘

壓

5

1.	飢不擇食	
Beggars can’t be choosy.

2.	入鄉隨俗，入境問禁	
When in Rome, do as the 
Romes do.

3.	活到老，學到老	
Learning is a life long journey.

4.	福無重至	
Opportunity knocks only once.

5.	良藥苦口 
Bitter pills have blessed effects.   

Android平板電腦及智能手機應用課程(二)
日期：11月25日至12月16日 
逢星期三中午12:30至下午2:30

iPad/iPhone及智能手機應用課程(二)
日期：11月24日至12月15日 
逢星期二中午12:30至下午2:30

WeChat應用課程
日期：12月4日至12月18日 
逢星期五中午12:30至下午2:30

What’s App應用課程
日期：12月9日至12月16日 
逢星期三上午10:30至中午12:30

Google應用課程(app 版)
日期：11月24日至12月15日 
逢星期二上午10:30至中午12:30

※所有課程及興趣班，參加者必須為中僑

會員及華埠耆英聯會員。





今年十月，世界衛生組織屬下的國

際癌症研究機構（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發表了一個報

告，把加工肉列入第一種類的致癌物

質，而紅肉則列入第二 A 種類。第一種

類致癌物質的定義為根據流行病學研

究，有足夠的證據顯示食用加工過的肉

類會導致結直腸癌，而第二 A 種類的分

類則是基於有限的證據。

報告中所指的紅肉包括牛肉、豬

肉、羊肉和馬肉等等；而加工肉則包括

醃製過、發酵過和煙燻過的肉類製成

品，如火腿、鹹牛肉、凍肉、煙肉、

臘腸、臘肉、香腸、豬/牛肉乾等等。

報告指出如每天吃50克的加工肉，便

會增加18%患上直腸癌的風險；而紅肉

的份量則約100克（已煮熟的重量計

算）。50克份量的加工肉約等於1 條熱

狗腸、兩片煙肉，或兩片薄的凍肉；而

100克已煮熟的紅肉份量則等於一塊約

掌心大小的肉類，厚度不超過小拇指。 

報告亦指出，高溫度的烹調方法如

燒烤，也有可能增加肉中致癌物質

的產生。除此以外，加工肉類的飽

和脂肪及鈉（鹽）含量較高，對心

臟健康有不良影響，前者會增加血

膽固醇水平，後者則會影響血壓。 

   不少傳統節慶食物禮品和菜式以紅肉

或加工肉類為主，大家不妨參考以下的

建議，減低吃加工肉和紅肉的機會：

‧聖誕禮物籃——選購果仁或水果，

來替代莎樂美香腸（salami）或其他煙燻

過的肉類 。

‧頭盤或小食——選用蔬菜（新鮮或

煮熟）和水果替代油炸或燒烤的紅肉，

並配上含營養豐富的雛豆醬（hummus）
。

‧中式拼盤——以素菜、海鮮、雞肉

替代加工肉如叉燒、排骨等等。

‧  西式拼盤——採用不同顏色的蔬

菜和水果，取代以凍肉或火腿為主的拼

盤。

‧主菜——選擇雞肉、魚類或海產來

替代一些以紅肉為主的菜式，又或選用

含高蛋白質的素食如豆腐、各式乾豆或

扁豆等。

‧烹調肉類時，避免使用高溫方法

如油炸或燒烤。

欲知更多有關以上的報告，請瀏覽

世界衛生組織網頁http://www.who.int ◇

加工肉和紅肉的疑惑

材料：新鮮白菜

300克、白菜乾30克、

紅蘿蔔150克、蜜棗

4- 5粒、南北杏2湯

匙、豬腱300克、豬骨湯底4公升。

做法：

1.先將豬腱切成小件，飛水待用。

2.把白菜乾切成小段，用熱水浸泡約30分

鐘，再用清水洗淨，待用。

3.將白菜乾、紅蘿蔔、蜜棗、南北杏，豬腱放入煲內，加入湯底，先用猛火煲

滾，再用中火煲約1小時。

4.最後加入新鮮白菜，用猛火煲滾約5分鐘，調校味道即成。

豬骨湯底材料：豬骨1公斤、水6公升、薑8-10片。

1.先將豬骨飛水，洗淨，加薑片及水入煲內。

2.先用猛火煲滾，再用中慢火滾約2-3小時（可用真空煲，煲約4-6小時）

3.用隔篩隔去豬骨，湯待凍後放入雪櫃冷卻，用時將湯面油脂拿走，即成。◇

    註冊營養師翁潔瑩

香焗雞腿配藜麥沙律

14     

 圖文：趙靜蘊

材料： 雞腿2隻、藜麥（Quinoa）1/2杯、紅黃甜椒各半隻、柳姬菇1盒、上湯

       3/4杯、蒜茸2茶匙。

醃料： 鹽1茶匙、檸檬汁1湯匙、西醬油1湯匙。

做法：

1.雞腿洗淨抹乾，用醃料醃15分鐘，放進預熱焗爐，用350℉焗30分鐘，

  汁留用。

2.藜麥浸水一會，用上湯煮熟備用。

3.紅、黃甜椒去蒂去筋切粗粒，柳姬菇去根部，撕開。

4.熱少許油炒蒜茸，放入甜椒及柳姬菇，加焗雞汁炒香，與藜麥拌勻，

  與焗好雞腿同上。◇

2015年12月

    謝其賢

藜麥入
饌‧吃

得健康

特色美食賀聖誕
金銀菜豬腱湯

聖誕節是全球

每個國家都會慶祝

的節日，各大商場

及百貨適店都悉心

佈置，迎接這個普

天同慶的大日子。

傳說中的聖誕老

人、鹿車都載滿禮

物，笑臉盈盈的向

小孩子招手，使路

過的兒童好不開心

哩！

這個充滿喜樂

的節日，也是和親

人朋友共聚的好

機會，每家帶些拿手好菜，大家分享，

成人們聊天，閒話家說，孩子則互相嬉

戲，的確是一個溫馨的活動。現在向

你們介紹一個健康好味、老幼咸宜的美

食，希望你會嘗試！

藜麥（Quinoa）亦稱「灰米」，產於

南美洲安第斯山區，是當地居民的主要

穀類食量，是一種有優質蛋白的鹼性食

材，被聯合國農業糧食組織定為「唯一

完美全營養食品」。它低脂、低熱量，

也容易消化和被人體完全吸收，又含有

我們必需的胺基酸，可以增進健康，幫

助孩子生長發育，特別是有些孩子怕吃

肉類，就要多吃藜麥，因為它的蛋白質

和肉類蛋白質相近，礦物質亦高於其他

穀類食物。

由於它的味道偏淡，所以浸水之後，

用上湯煮熟，就可以聞到清香味道，配

上炒好甜椒和菇菌，以及焗好香噴噴的

雞腿，是一道受歡迎的好菜！

祝大家聖誕快樂，共賀基督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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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文

：

以

希     
傳統聖誕糕餅

試一 難 忘 的

我雖然喜歡下廚，卻不大懂得焗蛋糕

和做西式甜品。簡單的曲奇餅與果批還可

以應付，但總是欠缺耐性去依著食譜按步

就班張羅搓弄一番，還得留意烤焗時間，

坐在家中看待等候。幸好友儕間有不少焗

糕餅高手，加上在餐廳與甜品店的出色甜

品師們的精彩出品，總能滿足我對甜食的

迷戀。

才11月底，一眾業餘糕餅高手的話題

竟然已經與聖誕糕餅有關：做甚麼曲奇糕

點、何時開始做、往那兒去購買食材、做

多少……我在一側聽著，心中想的只有一

樣東西：「可否多做一些送給我？」

焗聖誕糕餅的習俗可追溯至14世紀的

歐洲，德國的圓卷狀鋪上糖粉的Stollen蛋
糕在當時早已存在。有說薑餅曲奇是最先

在16世紀開始的，後來就各地的飲食風俗

與地理食材而有其他的曲奇餅面世，朱古

力、花生醬、燕麥與牛油酥餅最為普遍。

那時在11、12月，家家戶戶便傳來烤餅的

香氣，還有乾果、玉桂、果仁、瓜子仁、

焦糖漿與朱古力的氣息。我總認為，就是

這些氣味、爐灶的火光暖意和聖誕歌樂，

組合著送來佳節的溫馨。

曾經先後收過兩份聖誕蛋糕，一份是

用高身盒子盛著約十吋高的意大利鬆餅

Panettone，另一份是來自紐約，用臘紙和

錫紙包裹得很仔細的乾果蛋糕。Panettone
用酸麵粉做麵母，最少要升發三次的軟身

果子鬆糕。乾果蛋糕是英式的，主要食材

是乾果和蘭姆酒（Rum）或拔蘭地。可惜

收到的兩份聖誕蛋糕都既乾又硬，看似是

去年的製作，一年後轉送給我的模樣，當

然留下甚不好的印象，教我日後對聖誕乾

果蛋糕都遠離之。

其實新鮮做的聖誕糕餅曲奇是美味非

常的，包裝妥當，放在美麗的盒子裡做聖

誕禮物，是不少國家的習俗。提早做好，

是為了有足夠時間送到遠方的親友手上。

年前在市中心四季酒店的Yew餐廳

吃到一件讓我驚喜的德國聖誕蛋糕Stol-

len，立時除

掉了乾果蛋

糕在腦海裡

的陰影。原

來那件Stol-
len是已經退

休的前廚師

Weitzel 的心

水之作，是

來自家鄉的

食譜，一樣

有乾果與果

仁，但加入

香料和廚師

的經驗和手

勢，味道和口感立即昇華，較高級甜品店

的聖誕蛋糕還勝一籌。每年在聖誕期間推

出時，專程到四季酒店來品嘗和買回家去

的Stollen迷越來越多。如此這般，濕潤香

 

柔、甜度適中的 Stollen 和四季酒店便結

下不解之緣。Weitzel 就算已退休，也在

徇眾要求之下，每年這時候回到四季酒店

的廚房去大展身手。也因這樣，已留下訂

單的朋友自然有不少！

除 了 吃 過 便 鍾 情 的 Sto l l en蛋糕

外，四季酒店的聖誕新年節目亦多姿

多采，Festival of Trees Celebration 便
是闔家老幼都喜歡的活動。由加國名廚

Ned Bell掌廚的Yew 餐廳的特備佳節午餐

和應節晚餐、Brunch 自助餐等，一向夠

精美夠吸引力，訂位者眾，有興趣的話，

建議閣下上網查看早日訂位。◇

筆者對葡萄酒的喜愛程度，隨著與飲食

業的頻頻接觸而增長；至於烈酒，因為酒精

度高，只能淺嘗，但干邑的剛柔並重與繞轉

嫵媚，我也戀棧。身為飲食傳媒，被邀出席

的拔蘭地、干邑、威士忌、蘭姆酒（rum）

、伏特加與琴酒（gin）的品試宴的次數並

不少，對這些烈酒稱不上有深認識，但皮毛

總是有的。這些試酒會通常由酒廠派出重要

人物來主持，由歷史背景講起，再逐一介紹

面前的杯中液，然後引導座上客如何去用鼻

子、眼睛、手勢和口腔去品試。在專家指引

之下，滑進嘴裡的酒液，總是特別可口，更

香氣襲人。

一向被稱為香橙拔蘭地的 Grand Marni-
er，筆者特別喜歡，也許因為橘香流溢，添

一分柔情，容易打動女士們吧。又或者香橙

拔蘭地是不少法式甜品中的神來之筆，滿嘴

甜牙的我，正是在桌旁即時烹煮，末了灑上

Grand Marnier製造火花後才端上的 Crepes 
Suzette 的擁躉。酒裡的香橙氣息與軟柔汁滴

的熱薄餅結為一體時，堪稱一頓充滿法國情

調晚餐的最佳尾聲。

除了入饌外，香橙拔蘭地做主角的雞

尾酒亦非常流行。最簡單的一個做法，就

是加入切角檸檬和薄荷葉，攪磨一下，加

冰塊，搖勻，隔開倒入已放有冰塊的玻璃

杯中便是。

最近在專程從法國來的釀酒大師Patrick
的邀請下，在市中心的西餐館與Grand Mar-
nier有一個特別的約會──同時品嘗該酒坊

旗下共六款的干邑，包括已貯存百年、酒瓶

設計有如皇者風範的 Quintessence和紀念酒坊

在1880年創始而最新推出的 Cuvee1880。另

外四款是：流露著蜜糖韻味的 CuveeDu Cen-
tenaire,青松與茶葉香同時浮現的 Louis-Alex-
andre,果情芬芳的 Raspberry Peach 和市面上

最常見的 Cordon Rouge。
據 Patrick 說，Grand Marnier在聖誕

新年期間銷量特別好，因為是非常受歡迎

的禮品。◇

橘香滿腔的 Grand Marnier

圖文：以希     

聖誕蛋糕Stollen是四季酒店的著名出品

四季酒店Yew餐廳的聖誕Bru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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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老曾

收藏於以色列博物館的死海古卷真本

馬撒大遺址，高度幾近300公尺。 

平平無奇的昆蘭廢墟，竟成為全球

焦點。

要上馬撒大

高台，可乘

登山吊車，

或 步 行 登

山，約一小

時可至。

昆蘭死海古卷
Qumran

1 9 4 7 年，一個貝都因

（Bedouin）牧羊人，在死海西

岸山區附近的昆蘭（Qumran）
尋找失羊時，發現山洞內有八

個瓦甕，其中七個甕塞滿很多羊

皮卷軸，寫滿他完全看不懂的文

字。

牧羊人將羊皮卷軸

帶進城，賣給一個叫根

度的敍利亞人基督徒。

之後，根度將其中四卷

展示給一位耶路撒冷主

教。主教認識這是古希

伯來文手抄文獻，立刻

全部買下。

主教研讀這批羊皮

卷軸，知道是稀世珍

寶。1949年，他將羊皮

卷軸帶到美國去。古卷

由雅丁教授以25萬美元收購，帶回以色列。雅丁教授父親

以利亞撒舒基利教授，亦輾轉從伯利恆收購其餘三卷軸。

那些古卷現存於耶路撒冷以色列博物館，最出名是《

以賽亞書》。它一呎高、24呎長，並用玻璃片鑲著。

後在死海山區又發現900多卷軸，那些卷軸有兩卷是

寫於銅片上，其餘寫於羊皮或蒲草紙上。其中少數是以

希臘文、阿蘭文、納巴提文和拉丁文寫成，大部分都是

希伯來文。

據推測，公元66-70年，猶太人反羅馬統治失敗而

逃亡。猶太文化面臨滅絕之災，一些猶太教苦修教徒

艾塞尼教派，將羊皮經文卷軸，藏在死海附近的乾旱

山洞中。

豈料艾塞

尼人全部

殉難，無

人知道這

批經文藏

於何處，

直到近年

才重現世

上。

死 海

古卷包含

聖經舊約全書，

經考古學家五十

多年修復拼湊，接近500卷部分或全部復原，其中保存

最完整是《以賽亞書》。

馬撒大高台 
 Masada

巨盤石上高台堡

壘馬撒大，已成為聯

合國世界遺產，它位

於猶大曠野（Judean 
Desert），在死海南

方，離死海西岸不

遠。高台長約800公尺，濶

200公尺。高台下有深谷圍

繞，與周圍曠野分離。

大祭師便雅依（ Elea-
zar Ben-Yair）於公元前二世紀

中葉，在馬撒大山頂北方，建

造堡壘。紀前40年，大希律王

擴建堡壘，並營造華麗宮殿。

在高台上加築城牆。高台內有

貯藏室、營房、軍械庫，西北

崖下鑿有兩條截水道，引水入

堡壘下之地底水庫。

公元70年，羅馬大軍征服巴勒斯坦，耶路撒冷全被摧

毀，便雅依帶領一群不肯屈服的猶太人，撤退至馬撒大。

後來續有更多猶太人逃離羅馬人佔領區，投奔至此，並建

立組織突擊羅馬人。

公元72年，羅馬人決定要攻克這高台。施維瓦將軍

（Flavius Silva）率領一隊八千人的軍團，並押帶數千奴

隸，圍攻馬撒大一年，不克。在山下築圍牆包圍整個高

台，並在外圍建立了八座軍營，隔絕外援及逃離，圍牆

完成後多次發動進攻，但都無功而退。

後來羅馬軍在西坡崖下，驅使猶太俘虜，運土填

築一條斜道，更命令猶太婦孺在前推土，使堡壘上不

敢放箭。斜道漸漸填高至緊貼城牆，將攻城戰車推近

城門。

便雅依眼看羅馬人翌日即可攻破城牆，便聚眾商議，

「要投降淪為奴隸，或應為光榮不辱而死」。傳聞便雅依

慷慨陳詞：「我們寧願為自由而死，不為奴隸而生！」

當時堡壘有接近一千人，猶太教因禁自殺，於是議

決抽簽選出十人去執行「殺同胞」的神聖任務，其餘人

與至愛親人擁抱後殉難。最後十人中再選一人，先處死

其他人，然後自盡，當中僅一人犯禁。

翌日天明，羅馬軍進攻堡壘，驚訝沒有遇到抵抗，

以為猶太人從秘道逃去。進入堡壘後，只見遍地屍骸，

血流成渠。羅馬軍人大感氣餒，遍搜全高台，竟無一生

命。後來在地窖石隙中，找到兩個生還的婦人及五個小

童。這堅守三年、最後

集體殉難的悲壯故事才

得以留傳後世。

羅馬大軍以為可享

勝利歡呼，押俘凱旋，

豈料竟遇此殉難場面！

羅馬人離去後，千多

年來，雖然間中會有修道

人來此高原靈修，唯因伊

斯蘭教的影響，終於放棄

不再回來，馬撒大亦因此

被遺忘。

到了1838年，馬撒

大被亞拉伯人發現，先後有多批考古學者攀上高台考

察及測量。1963年由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主導，發掘

及重整。

以色列古蹟多不勝數。筆者這次去以色列，參觀過死海

古卷、馬撒大高台、伯利恆等地，且待老曾仔細道來。

馬撒大山上的遺蹟，多集中在北區。 

圖中一條條的是支撐地板的石柱 

以色列古蹟驚世

千人自殺血灑高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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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利恆城  
Bethlehem

伯利恆（希伯來文是糧倉之意），距

耶路撒冷南八公里，比地中海海平線高約

800公尺，是大衛王家族的原居地。

當年羅馬皇命令各省人民必須返回原

居地登記戶籍，大衛後裔約瑟携同懷孕妻

子瑪利亞回到伯利恆，是時已是深夜，客

棧已滿。夫婦走到後面馬廐避寒。嬰孩耶

穌基督降生，放在馬槽裡。傳說伯利恆主誕堂(Church 
of Nativity) 即建在當年馬槽之上。

公元135年，哈德良皇（Hadrian）敉平猶太人第二

次叛亂後，建一教堂，覆蓋在耶穌降生地之上。

君士坦丁（Constantine）大帝於主後324年，與母

親夏蓮娜（Halina）同時信奉上帝，並且宣布基督教

為國教。

主後325年，夏蓮娜摧毀哈德良神廟，建立三間大

教堂。第一間建於耶路撒冷加略山、耶穌被釘十字架之

處，第二間建於伯利恆耶穌降生之洞穴上，第三間建於

橄欖山。

君士坦丁大帝特別關注主誕堂，藉以紀念母親。主

誕堂外表平凡。有四排紅石柱，柱頭有精緻花籃托裝

飾。1936年在地底發現十字軍東征時留下的碎彩石砌

畫，目前以木板鋪蓋保護。

同樣在伯利恆的天使報喜堂(Greek Orthodox Church 
of the Annunciation)約建於20世紀初，牆上有浮雕裝飾，

描繪耶穌道成肉身及天使報喜的情況。堂內穹頂高52公

尺，兩旁牆上鑲有多座天使送聖嬰降生塑像，其中日本

和中國的各一座。◇

主誕堂古樸莊嚴。右上圖為教堂內的「伯利恆之

星」，相傳是耶穌降生地點。 

主誕堂大廳的石柱充滿歷史感，與古色古香的吊燈相輝映。

主誕堂的石柱，柱頭有精緻的

哥林多式花籃柱頭。

天使報喜堂的外貌

聖母與聖子像 天使報喜堂

裡面的別致裝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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