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天，應邀出席哈薩克斯坦駐華大使努雷舍
夫在使館舉行的授勳儀式，我順手穿了平時喜
歡的咖啡色西裝。這是一套伴隨我40年外交生
涯的官服。
1979年夏，我第一次出國常駐，外交部發了

1,100元置裝費。這在當時可是一筆很大的數
目，我不知道該怎麼花。在國內，每次參加外
事活動前，都要憑單位開的介紹信到行政司生
活科借中山裝，用完當即歸還庫房。部裡的老
同志囑咐我，外交官出國要穿得體面，一定要
買上好純毛衣料，除了國慶等正式活動需中山
裝外，還要做兩套帶馬甲的西裝，再配上錚亮
的三接頭高檔皮鞋。因莫斯科天氣寒冷，必須
買皮帽和厚呢子大衣，可謂從頭到腳全副武
裝。
外交部的定點出國服裝店——紅都位於東交

民巷，其品牌起源於有着百年歷史的紅幫裁
縫。1956年為解決北京做衣難的問題，在周恩
來總理親切關懷下，專門由上海遷至首都。裁
縫都是南方師傅，態度和藹，做工考究，穿起
來非常合身。我還定做了襯衣，包括一件大花
的。據使館同事告知，當下莫斯科使團中流行
此款，實際上只穿了幾次就不敢穿了，國內來

出差的同事笑我太潮了。遵照老同志的交代，
特地做了兩條西褲，老師傅誇我說：「小伙
子，蠻有經驗嘛，褲子磨損快，確實需要有備
用的。」這次我穿的就是一直保存在家裡的備
用褲。
那年代，我們國家窮，出國人員只拿生活津

貼，每月就40多元外匯人民幣，但國內56元
工資繼續保留，被稱為「雙工資」，還挺知足
的。中低級外交官不讓乘飛機，只能坐火車，
從北京到莫斯科得一個禮拜，包括一些赴非洲
使館的也得繞道莫斯科，大家都習以為常。唯
一不能理解的是，不讓帶夫人，更不要說孩子
了。這在世界各國駐外使館中，算是獨此一
家。使館領導得知我夫人也學俄語，而且是領
事幹部，專門向部裡打了報告，過了一年才調
到使館。部裡不少老同志，因夫人在外地，沒
有北京戶口，不得不長期兩地分居。記得有一
次，外交部派我去外經貿大學做招生廣告，不
少同學都關心出國待遇問題，我就講了上述情
況，但指出，現在「鳥槍換炮」了，已與國際
接軌，不僅工資大大提高了，可以帶配偶、兒
女，而且丈母娘也可去帶孩子。同學們聽後都
樂了。同時我強調，想進外交部，要有吃苦的

思想準備，舒舒服服當不了外交官。兩年後，
我在部裡碰到一位年輕人，他主動與我打招呼
說：「周大使，當時我就是聽了你的報告後，
決定報考外交部的。」我問：「後悔嗎？」他
搖了搖頭。我很開心，看來還真沒白忽悠。
回想起那時的許多東西，貨真價實，不用擔

心受騙上當。就說那套西裝，穿了近40年，還
是挺挺的，沒有變形。不過裡子破了幾處，還
有開線的，我都自己及時縫補上。我想好了，
以後去見馬克思時，也要穿上這套西裝。如老
馬有興趣，不妨與他分享相關的故事，從中也
可了解到中國改革開放後發生的巨大變化。

「九大碗」就是鄉村的壩壩宴，現在被稱為宴
席。
農村人辦九大碗，一般是給兒女操辦結婚喜

事。之所以被稱為「九大碗」，是因為每桌宴席
必須擺上九個菜餚，家庭條件好點的，會增加到
十多個菜。這些菜餚中，主菜是圓子、酥肉、蹬
子肉、涼拌肉、肘子、渣粉子，配菜有竹筍、海
帶、粉條、豆腐、紅蘿蔔、白蘿蔔、芹菜、蔬菜
湯等。另外一個碗裡，裝着糖果和糕點。
那時候農村窮，一個月難得打一回牙祭，遇到

生產隊有人辦「九大碗」，總是歡天喜地，認為
可以飽餐一頓肉食了。但鄉里鄉親之間，也有不
成文的規矩，辦「九大碗」每家除了請來幫忙的
人及正宴那頓去「趕人情」的人外，頂多帶一個
未成年的小孩就行了。家裡姊妹多，出於對能被
父母帶去吃九大碗的姊妹的嫉妒，戲稱他為「趕
路狗」。「趕人情」就是「送禮」，那時候的
禮，也就是五斤大米，關係好的，送七斤。至於
是否送錢，除了親情的遠近外，還得看家庭條件
的好壞，如果要送，兩三元錢也就行了，如果送
上五元或十元，簡直是送了一筆巨款，非常了不
得。
「九大碗」一般辦三天。第一天，花宴；第二

天，正宴；第三天，回門。花宴那天早飯後，鄉
里鄉親扛飯桌的扛飯桌，背砂罐的背砂罐，拿盆
子的拿盆子，搬凳子的搬凳子，從四面八方來到
主人家裡幫忙。主人家委託一位支客師，負責給
眾人安排活計。於是洗菜的，剝蒜的，煮飯的，
主廚的，忙得不亦樂乎。
冬臘月辦九大碗，主人家一般會殺一頭豬。花

宴中午和晚上那頓飯，就會擺一盤豬肝炒菜、豬
肉炒菜和旺兒湯，其餘是蔬菜，也不管是幾個
碗，能吃飽飯就行了。如果不是臘月，主人家就
從農貿市場買肉回來，花宴那天桌上也就只有一
個葷菜了。
正宴那天是很熱鬧的，中午是九大碗的重頭

戲。新娘娶進門，鞭炮「啪啪」響，堂屋裡，家
簽前，一對新人拜天地、拜高堂、夫妻對拜後，
七大姑八大姨前來「受禮」（接受一對新人鞠躬
致禮，不過受禮後得摸出兩三角人民幣放到新人
面前的喜盆裡）。儀式完畢，支客師宣佈開席。

這時一些老人和小孩已經坐到了飯桌上。支客師
就扯開嗓子向大家喊道，「鄉里鄉親打個讓手，
新娘家裡的客人遠道而來，讓他們先吃！」那些
坐上桌子的老人就會自覺讓出座位，附帶也把自
家的小孩牽下桌來。又是一掛鞭炮響後，端盤的
小伙子腰上繫着一條紅布，雙手端着放上菜餚的
木製條盤，嘴裡喊着「拐子，拐子」，穿梭於人
群和飯桌之間，將菜餚一個碗一個碗地放到每一
張飯桌上，放完又回廚房端第二道菜，直到將菜
餚全部端上飯桌。第一道菜是糖果糕點，第二道
菜是涼拌肉，第三道是「香碗」，也就是圓子，
現在人們叫它「蛋鼓元」，第四道菜是酥肉，第
五道菜是蹬蹬肉，第六道菜就是芹菜炒肉絲，第
七道菜是渣粉子（用紅苕和糯米一起蒸的米
飯），接下來就是竹筍、海帶、粉條、芸豆、蓮
花白、紅蘿蔔、白蘿蔔等。當然，青菜是絕對不
能擺上宴席的，否則，就會出洋相、鬧笑話，也
是對客人的極不尊重。
晚上不像中午那樣人山人海熱鬧了，大部分親

戚以及新娘家裡來的客人飯後都回家了。晚飯時
隨便上幾個葷菜就可，也不必講究擺幾個碗。對
小孩子來說，晚上還有一個精彩的節目，那就是
「鬧洞房」（向新郎新娘要喜糖）。喜糖放在新
娘娘家送來的嫁妝裡，那些櫃櫃箱箱一般都上了
鎖，於是大家就向新郎新娘要鑰匙，不給鑰匙，
大家就把新郎新娘按在床上揉搓，輕輕拍打，要
他們交出鑰匙。新郎新娘裝着要交鑰匙的樣子趁
人不備撒腿就跑，大夥兒立即追出去把他們抓回
來，直到拿出鑰匙，打開完所有的抽屜，吃了放
在裡面的糖果糕點，大家才結束鬧洞房的遊戲，
讓新郎新娘上床休息。也不是所有嫁妝的抽屜裡
都有糖果糕點，那時候窮不說，購買糖果糕點還
需要商業供應票，不是隨便能夠買到的。但大夥
兒圖的，就是一個喜慶熱鬧的氛圍。鬧洞房要喜
糖也有講究，長輩不能向晚輩要，兄長不能向弟
媳要，洞房鬧得再過分，新郎新娘也不能發火，
因為這是風俗，據說鬧得愈熱鬧，婚後家庭就愈
和睦。也有不需要鬧洞房就給了喜糖的，一位在
鄉政府工作的表哥結婚，不到10歲的我和父親
一起去參加婚禮，瞅準機會，我悄悄對新娘子
說：「表嫂，晚上給我吃點喜糖好不好？」年輕

漂亮，也在鄉政府工作的表嫂看我一眼，說：
「不用晚上，現在就給你。」接着從衣兜裡掏出
一大把糖來塞給了我，把我樂得像隻快活的小
鳥。
第三天回門。娘家的兄弟帶領一幫親戚放着鞭

炮前來迎接新娘新郎回娘家看望父母，早飯依然
要擺「九大碗」。娘家兄弟和來的親戚還要被請
到堂屋大桌上，娘家兄弟要坐「上八位」。吃完
早飯，新娘新郎和娘家兄弟一行人走後，鄉里鄉
親開始歸還桌椅板凳，熱熱鬧鬧的「九大碗」宣
告結束。
為什麼端盤的小伙要喊「拐子」而不喊「讓

開」呢？父親說，「拐子」就是要撞到你了，請
你讓一下的意思，「讓開」就是請你走開的意
思。主人家辦九大碗，來者都是客，如果直接喊
讓開，怕人家多心，認為說他是多餘的，生氣走
了。我知道父親早年曾拜師學藝，行走江湖，見
多識廣，覺得他說得很有道理。父親和母親每次
去吃九大碗，都要「包肉」，也就是把宴席該他
吃的那一片肉拈來擱在一片青菜葉或芭葉上，帶
回家和家裡人一起吃，那時候村裡人都有這個習
慣。每一次我心裡都湧起小小的期盼。如果遇到
我去吃九大碗，我也把肉包回家，和父母姊妹一
起分享。
「九大碗」桌上吃剩的菜混裝在一起叫「傳

菜」，其實也就是大雜燴罷了。一九七七年臘
月，大哥結婚，三天下來，傳菜不少，母親送了
一些給鄉里鄉親後，用一個很大的陶瓷缸把傳菜
裝起，裝了滿滿一缸。每頓在鍋裡熱一下給我們
吃。剛開始我很失望，因為裡面也就是一些海
帶、蘿蔔、白菜之類了，連肉渣和骨頭都很少。
但一個星期後，缸裡的菜開始變得有點酸酸的，
酸過之後味道可口，連白蘿蔔、紅蘿蔔都很化渣
香美，每頓飯我們把鍋裡的湯都吃得乾乾淨淨。
直到現在，我也沒吃過那種味道香美的菜餚

了。

話說黃泥涌村大片農地1854年
闢為馬場，3年後跑馬地馬場落
成，一年一度舉辦「周年大賽」
舉行3至5日跑馬賽事，吸引不少
中外人士入場觀看；1918年2月
26日為周年大賽第3日比賽，一
個看台棚架突倒塌，棚底為熟食
檔，觀眾無從走避。
1953 年 12月底至 1954 年 1月

初，鰲洋客在《華僑日報》撰
文，憶述「火燒馬棚」；他指當
年馬場有4,500名馬迷入場，火災
時多人走避不及，半小時內已燒
成「人炭」，身體支離破碎；警
察和消防員到場時僅可收屍，屍
體放在馬場上讓親屬認領，辨認
不到的就運到山上荒廢的咖啡園
埋葬，運屍山路當時尚無名稱，
後因東華東院落成而命名為東院
道。
鰲洋客更提到，死難者遺下不

少金銀首飾，找到金鈪146隻，金
戒指255隻，潔淨局工人將肉碎收
拾並包好，運到鵝頸橋的碼頭扔
到海中；一個疍家女人見狀，遂
撈起其中一包，以為有金執，豈
料為死人的頭顱。
事後東華三院負責賬災，與港

府合力將咖啡園設置為公墓，
1922年即火災發生4年之後，公
墓落成，建有「馬棚先難友紀念
碑」，以紀念死難者；直至半世
紀之後，紀念碑及公墓於2010年
獲評為一級歷史建築，港府去年
更列為法定古蹟。
咖啡園墳場在掃桿埔樂活道，

為香港開埠初期的華人公眾墳
場，於1891年開辦；1918年跑馬
地馬場大火罹難者悉數安葬在咖
啡園墳場戊午馬棚遇難中西士女
公墓；1952年興建香港大球場搬

遷部分墓碑，1961年不再接受安
葬申請。
就在1916年，一位從巴西回國

的華僑，帶很多巴西咖啡種子回
來，由於為當時咖啡主要銷售
地，因此便來港找尋種咖啡的地
方，他看中掃桿埔旁邊的一座
山，認為土質氣候適合種植咖
啡。當咖啡樹苗移植到山上時，
咖啡樹生長得不好，不少樹苗移
植後就枯死了，令他所有的投資
完全沒有任何收成，最終遂放棄
咖啡園。
約於上世紀30年代，成和道尾

興建道路，工人掘路時發現到一
堆骨，自此就有跑馬地亂葬崗之
說；其時為戰前時期，故此推斷
以前的華人慣常葬在山邊；翻查
史書記載，就在 1942 年 2月 22
日，本港成為日本軍事佔領區之
後兩日，當時一班女性被日軍抓
到藍塘道的其中一間住宅內強
姦；女士出門之後發現一班男人
屍體，料為遭日軍所屠殺，便草
草把他們埋葬了事。
另外，亦曾有一批醫護人員意

欲離開跑馬地一個防空洞，最終
醫護人員投降，卻遭日軍所屠
殺，亦有可能令此地成為亂葬
崗；禮頓山及對面木球會位置原
本俱為英軍之軍營，就在本港保
衛戰時期，英軍曾與日軍在此地
爆發激戰，但由於死傷不及赤柱
一役慘重，故此較少人提及。
經東華全力爭取，咖啡園公墓

落成，名為「戊午馬棚遇難中西
士女公墓」，又建立「馬棚先難
友紀念碑」，紀念及慰藉死者；
咖啡園公墓據說就在大球場後
山，但地處偏僻，很少人會前
去，遂成為湮沒的歷史。

■葉 輝

馬場大火與咖啡園墳場

從那套紅都西裝想到的

歷史與空間 書若蜉蝣

■ 周曉沛（中國前
駐烏克蘭、波蘭、哈
薩克斯坦大使）

■羅大佺

素未謀面的父親（上）
■星 池

豆棚閒話

■羅偉民

兒時的九大碗

努力不懈
父親於我來說，在我人生的前十七年間，僅

僅意味着一個名字。我從沒有見過父親，撫養
我的姑母姑丈也沒有對我提起過父親姓名以外
的其他信息。同樣，在那些年中我也沒有見過
母親的面龐。小時候，每當我在香港街頭見到
父母牽着其他小朋友散步，心中總是泛起一絲
苦澀。直到新中國成立前，我隨在港北上的民
主人士來到北京，開始在北京讀書生活後才逐
漸透過歷史的迷霧，一點點窺見到父親偉岸的
身軀。

父親的腳步——投身革命永不悔

父親羅登賢，據姑母與姑丈說，原名為羅
舉，1905年出生於廣東省南海縣一個貧苦人
家。幼年時，祖父母就已經雙亡，生活非常艱
辛，之後父親來到香港投靠姑母與姑丈。11歲
就跟着姑丈到香港太古船廠當學徒，學習安裝
電燈，學做鉗工。4年學徒期滿後，又當了6年
鉗工。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前，父親就積極參
加工人運動。1920年4月，香港5,000多名機
械工人舉行大罷工，要求增加工資。父親與太
古船廠工人一起積極參加罷工鬥爭，反抗英國
資本家的壓迫和剝削。1922年初，作為黨領導
的第一次工人運動高潮起點的香港海員大罷工
爆發。父親當即在太古船廠召開工人大會，號
召工人要將罷工進行到底。在楊殷等在港活動
的共產黨人的影響下，父親開始接受馬克思主
義，於1925年春加入中國共產黨。不久，擔任

香港海員工會秘書。1925年五卅慘案發生後，
全國掀起轟轟烈烈的反帝浪潮，在廣州和香港
爆發了聲勢浩大的省港大罷工。父親參與省港
罷工委員會的領導工作。罷工結束後，父親繼
續領導工運工作，成為著名的工人運動領袖。
在蔣介石、汪精衛相繼背叛革命後，父親作

為中共廣東省委委員，參與廣州起義的領導工
作。他冒着極大危險往返於香港和廣州之間，
進行起義的準備工作。起義失敗後，他被迫轉
移到香港繼續開展秘密工作。
在六大召開的過程中，父親作為中央臨時委

員會的成員之一，與鄧小平同志共同主持工
作。在留守中央的過程中，父親與李維漢、任
弼時同志一起，在極度困難的形勢下努力發動
群眾，運用靈活的鬥爭策略，使處於低潮的中
國革命漸漸獲得復興的生機。在黨的六屆一中
全會上，父親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
員。後又相繼擔任中共江蘇省委書記、中共廣
東省委書記、中共中央南方局書記、全國總工
會常委會負責人、中共中央軍事部書記等重要
職務，領導江蘇、廣東及全國的工人運動。
1931年「九一八」事變前夕，黨中央派父親

任中共中央駐東北代表，到東北指導中共滿洲
省委工作。12月，父親任中共滿洲省委書記。
他領導東北人民抵抗日本侵略者，成為黨在東
北發動抗日鬥爭的領導者。在東北工作期間，
父親留下了這樣鏗鏘有力的話語：「黨內不許
任何人提出離開東北的要求，誰如果要提出這

樣的要求，那就是恐懼動搖分子，誰就不是中
國共產黨員。」父親的話，堅定了東北共產黨
人驅逐日本帝國主義，為祖國爭取東北解放的
決心。
父親領導滿洲省委積極整頓各地黨的組織，

加強對東北抗日鬥爭的領導。帶領滿洲省委貫
徹統一戰線政策，加強對抗日義勇軍的指導和
協調工作。父親和滿洲省委對如雨後春筍般湧
現的各種抗日義勇軍高度重視，發出一系列指
示，加強對義勇軍工作的指導。根據東北義勇
軍的不同情況，採取不同策略與他們加強聯
繫，派遣黨員、團員到義勇軍中去，動員社會
各界人士募捐以支持義勇軍的鬥爭。這些黨領
導的抗日游擊隊伍不斷發展壯大，後來發展成
為東北人民革命軍和東北抗日聯軍的組成部
分，成為東北抗日武裝的中堅力量。
1932年7月，因反對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父
親的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和滿洲省
委書記職務被撤，並於12月強行將他調回上
海。到上海後，他馬上投入緊張的工作。他組
織上海紗廠和鐵路工人大罷工，主張全民族抗
日，反對國民黨打內戰、「圍剿」紅軍。1933
年3月28日，父親出席全國海員工人會議，由
於被叛徒出賣，國民黨特務將他和廖承志以及
在上海治病的陳賡等五人逮捕。雖然宋慶齡等
民主人士多方營救，反動當局還是卑劣地對父
親痛下殺手，8月29日，父親被反動當局在南
京雨花台殺害。

「知道嗎？『努力』是你的摯友，
它絕不會背叛你，所以不要放棄！」
爺爺泛起慈祥的笑容對孫兒說。
「我不僅僅輸掉了比賽，近來無論

花多少時間練習，好像進步不多。」
孫兒瞥瞥被他隨意拋在沙發上的羽毛
球球拍，頗為沮喪地回答。
在這萬里無雲的下午，孫兒參加了

一場青少年羽毛球比賽。他在賽前曾
努力備戰，定好時間表，用盡溫習功
課以外的每分每秒去練習羽毛球，可
惜最後鎩羽而歸，成績未如預期般理
想。「我可能不適合打羽毛球，有人
也曾取笑我打得非常差勁。」孫兒嘆
了一口氣。
「不用氣餒，『努力』是一把傘
子，只要你緊握它，便可以為你遮風
擋雨，那些惡意說話，根本毋須理
會。而且，雨後的景色往往會變得美
麗，洗滌萬物。」爺爺說道。
「我不喜歡下雨天，我寧願要一把
太陽傘！」經過爺爺的安慰，時間的
過去，孫兒重拾好心情，淺笑地續
說：「我喜歡在陽光明媚的日子打羽

毛球！」
「你說『喜歡』，這便是你打羽毛

球的初衷，不要忘記這一點。這是老
生常談，滴水能穿石，『努力』是水
滴，一點一點累積，儘管是銅牆鐵
壁，也有穿過去的一天。」爺爺堅定
地說。
「真的嗎？」孫兒不由得拿起球

拍，隨心揮動。「我會繼續打羽毛
球，不過技術或許會裹足不前。」
「我常常觀看你打羽毛球，你正一

步一步前行，別只看向遠方，忘掉腳
下那些進步，這已尚算不錯！」爺爺
笑逐顏開：「下次，你教我打羽毛
球。」
「當然可以啦！」孫兒不停揮動球

拍，續說：「看來我也離不開『努
力』這位好朋友了。無論如何，做運
動亦可強身健體，不斷地練習，努力
不懈，體能及反應必會更好。爺爺！
下次再來看我參加的比賽！」
「當然會！」爺爺立即回應，並恍

若瞧見孫兒的背上長有羽毛，正展開
雙翼飛去嚮往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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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今的「九大碗」早就超越九個菜，也成為
了旅遊美食的招牌。 網上圖片

生活點滴

詩詞偶拾 ■俞慧軍

斑斕的秋天
綺麗的晚霞

在季節的界線俯瞰
秋風滑翔天籟

抵達芬芳氤氳的城郭
抵達你溫馨的心靈驛站

萬家燈火的窗花
日以繼夜地收集日子的喜悅

一座城市被季風吹着走過
走過喧嘩與寧靜
走過浪漫與經典
花雕玉刻的城池

敞開一扇扇幸福的門扉
讓歲月的搖籃長滿相思
長滿鮮花盛開的記憶

斑駁的古城牆
纏繞着紫藤與瓊花的舞姿

仰視你雄偉的身影
波詭雲譎的新城大道

留下一盞盞璀璨的燈火
多想貯藏五彩繽紛的故事

讓古老與現代締結金蘭之交

■這套咖啡色西裝是伴隨作者40年外交生涯
的官服。 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