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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素仲作品

話說店舖空置，不少人歸咎地產商
收購；本來從事藝術的王天仁察覺在
貧窮人口、新移民密集的深水埗區街
頭巷尾轉變中，有些吉舖為業主本着
放任心態，任由閒置，並無等待收購
或放租；他看準時機，找來大南街的
吉舖，與業主簽三年租約，決意發展
不像畫廊的複合藝文創意空間；以為
他有全盤計劃止蝕？他比想像魯莽，
卻一絲不苟營運「合舍」（Form So-
ciety）。
他有此說法：「一個人認同什麼，

很自然創造，進駐深水埗就自然發
生」；被問到駐足深水埗原因，他答
道：「未必為我選擇此區，可能為此
區選擇我」；尋根究底，潛台詞為性
格與習慣使然：「無論在畢業後或現
在，工作及創作算不上有計地去做，
有些事在腦海醞釀，天時、地利、人
和浮現，令我覺得是時候實踐」。
事緣某日，他在深水埗附近完成教
學工作之餘，有些空閒時間到大南街
逛逛，順道探訪朋友的店 common
room & co；途中他無意中發現街上
有很多吉舖散落在不同的地方；他當
時探望朋友一趟，兩人一起討論他的
發現，事後順直覺實地觀察，揭開令
人意想不到的吉舖成因；「上一代人
不願意再經營生意，舖頭空置又不希
望租給連鎖店、食肆或交給連鎖經營
的地產代理」。
對外來人而言，或大膽假設業主囤

積物業，等待收購，或區民拒絕外來
者滋擾，但事實上部分業主根本亦不
急於放租，或揀選過才租？有大南街
的布行、衣飾手作配件；鴨寮街的電

子、五金市場；北河街街市、桂林街
的生活日常店；新進駐欽洲街、青山
道、福榮街的食肆和散落的藝術空
間；深水埗相當混雜，卻又四通八
達，連接太子、長沙灣、石硤尾的中
心點。
對王天仁來說，深水埗是更為潛藏

創意的地方，「這是很多工具、物料
的集散地，又有很多二手地攤，所有
的事都跟文化和創作有關」；縱然租
下店舖那一刻，他並無計劃，但直至
後來找上專注可持續設計的KaCaMa
Design Lab作進駐夥伴，細談之下，
一面來自藝術界，另一面來自設計
界，一凹一凸，果然撞出方向。
自侃藝術邊緣人的王天仁，想到自

身體悟：雖接受藝術家身份，但仍對
藝術場所，如上流社區的畫廊、藝術
展覽有距離感，「我們做一個空間，
與周邊內容都要有關係，才彰顯到為
什麼要在深水埗」。
概念衍生「合舍」的空間以合串

聯，他解說，「合舍」連閣樓約1,300
平方呎，分五區域：一為合作區，即
大門故意設服務站式設計的位置，作
定期和不同創意單位合力營運特定內
容實驗；二為合場，約230呎左右的
多用途場地，作展覽、分享會、工作
坊等活動輪流發生；三為合煮，為小
型輕食廚房，將定期與不同餐飲夥伴
合作，帶來別具意義的食物；四為合
想，定期由有意思的人主理，以文
字、書籍、作品等，分享或延伸對合
舍各活動或事情的想法；五為合閣，
拾級而上，合租朋友的創作團隊基
地。

■葉 輝

大南街吉舖營運「合舍」

常熟美味叫花雞

歷史與空間 書若蜉蝣

■徐永清

■斯 雄

大美素色

豆棚閒話

■翁秀美

「安大簡」記（上）

詩情畫意

閒來翻書，有「練」字，頻現字間。譬如
瀑布，徐凝《廬山瀑布》裡生動壯觀的瀑布
形象：今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
又如江水，謝朓說，餘霞散成綺，澄江靜如
練。再如月光，白居易寫的是，霽月光如
練，盈庭覆滿地。畫面素雅。練，為白絹，
《孔雀東南飛》劉蘭芝「十三能織素」，織
的就是白色絲絹，而這細白光潔的絲織
品——白色或本色的生絹，稱為「素」。素
字意味無窮，尤喜「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
霜裡鬥嬋娟」，古稱嫦娥為素娥，應為月白
之故，竊以為，素娥比嫦娥有味道。
延伸開來，素色，指為一般的白色或本
色，簡約，素樸，給人潔淨靜謐之感。如果
說什麼時候能看到長時間的滿滿的素色，便
是秋末加上整個冬天。秋到了深處，花凋
零，葉落盡，樹木露出線條或纖細或虯勁的
枝條，粗枝細枝如蛛網疏疏密密；草色灰
白，大片衰敗枯萎，中見泥土裸露，滿目蕭
條。這時的天地，是極盛之後的寂寥，繁華
過後的安寧。
冷一冷，霧起了。霧帶來夢幻般的仙境，

這仙境將整個天地都包圍、收納，隱隱地有
樓宇與樹枝的輪廓，山巒如線，江河不見，
彷彿一幅巨大的水墨。行人是一個個移動的

小點，在飄浮的霧裡，舉手撩一絲霧氣，作
一回素色的自己。
冷一冷，霜下了。霜帶着寒氣，悄悄地覆
於屋瓦，沾到枝上，落在田間地頭，低調，
不張揚，不像霧籠了一大片，亮晶晶的霜們
一粒粒地排着隊，浩蕩又輕盈，每一處都被
細緻周到地鑲上了蓬蓬的白邊。霜葉紅於二
月花，經霜的紅葉更加俏麗，霜打的青菜清
甜無比。霜裡那賽過紅燈籠的紅柿子，掛在
落光了葉的枝上，驚艷了秋，驚醒了冬。
冬始，開啟了一長串的冷寂，蕭瑟，山暗

淡，水不流，天寒地瘦，風也有了線條與稜
角，奔跑的時候吹得人皮膚生疼。勁峭的石
頭，光光的枝頭，天地疏朗，一切刪繁就
簡，返樸歸真，單一素樸到極致，淡煙衰
草，老樹掛枯藤，寒鴉萬點，流水繞孤村。
寒極之時，雪來了，一粒粒，一片片，一朵
朵，舞動的雪花成為寒冬最靚麗動人的風
景，天地茫茫，萬物皆白。毛澤東有《沁園
春·雪》，讚歎這白雪世界「山舞銀蛇，原
馳臘像……」當真是銀裝素裹，江山多嬌。
大美素色！將世界變得簡潔，廣袤。這般
的素色景象，被千年傳誦。孤舟蓑笠翁，獨
釣寒江雪。紛紛大雪，一人獨釣，天地一塵
不染，寂靜無聲。宋人馬麟的《暮雪寒

禽》：畫上是小雪天裡，有竹竿與帶刺的荊
棘橫斜而出，枝葉上積有薄雪，有鳥兩隻，
棲息於上，四周寂靜，雪色淒清，初冬寒意
透紙而出。
一片霧，一地霜，一場雪，籠了大地，覆
了所有，冷幽又清雅，大自然獨具匠心，打
造出唯美素色。我喜歡雪，亦追尋寒冷之中
的綻放，當耀眼的清亮中，有數枝紅艷，影
疏疏，尚未全開，暗香已先透。鳥鳴山更
幽，梅紅雪愈白，一狀山之靜，一點雪之
白。這是素色的美妙時光，是素色的高光時
刻，當鳥停於枝上，蹭了雪，雪撲簌簌掉
落；人行在路上，踩着雪，雪發出快樂的
「撲哧」的聲音，連續不斷，如歌如笑。
一陣笑語傳來，牆根幾位曬太陽的老人正

坐着閒話，白髮映着陽光，皺紋聚着溫暖，
老人穿着喜慶，紅棉襖，花褲子，讓人想到
她們那時的俏模樣，曾經的好年華。他們神
態輕鬆自然，和藹可親。至此，生命中的諸
般色彩已經深藏，人生的春華秋實已然領
略，恰如眼前一片素色，醇厚飽滿，恬淡安
詳。
素色，簡單，包容。雖無色，勝於有色，
至真至簡至純，含蓄蘊藉。天地如此，人，
亦如此。

來鴻

1904年，李叔同和一些同樣見解的
愛國知識分子在上海創辦了一個以精神
文明為宗旨的文化社團組織，叫滬學
會。
李叔同為該會的《文野婚姻新戲冊》
撰寫了四首詩，這是其中一首。李叔同
熱愛戲劇表演，並將其視為可開啟民智
的活動，積極參與。這詩可見李叔同出
家前已有的慧根和抱負。
又：這組詩共有四首，此處摘取其中
一首。
李叔同一九○七年在日本演出《茶花
女遺事》後，再將此詩連同另外一首重
錄一次，作為《茶花女遺事》演後感
賦，可見他對戲劇的愛和以戲劇作為教
化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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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詞偶拾

我小時候喜歡吹笛子，癡迷音樂。
1978年，湖北隨州曾侯乙墓出土的「曾侯
乙編鐘」，曾讓年少的我驚嘆不已，卻又大
惑不解。
戰國早期、2,000多年前的整套編鐘，居然

有律名28個，階名66個，構成十二半音稱謂
體系；音域有五個八度，比現代鋼琴只少一
個八度。音色優美，音質純正，基調與現代
的C大調相同，能演奏當代各種中外樂曲。
中國的禮樂文明與青銅器鑄造技術，早在
先秦時期就能出此曠世傑作，做工之精細，
氣魄之宏偉，完全超出我的想像和認知。
隨着年齡的增長，以及重大考古發現的不
斷湧現，遠古先民的智慧和力量，一再讓我
感到困惑與震撼。
不久前，《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一）》
新書發佈會上傳來的資訊，又一次讓我目瞪
口呆。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

好逑。」

這是《詩經》中的經典句子。
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文獻，《詩經》

等經典在春秋戰國之前，就應該已經形成並
流傳了。春秋戰國是中國歷史上思想和文化
最為輝煌燦爛、群星閃爍的時代。這一時期
出現了百家爭鳴的文化大繁榮局面，盛況空
前，成為中國思想文化的一座高峰。
《詩經》，是中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

它既是學樂、誦詩的教本，又是宴享、祭祀
時的儀禮歌辭，也是外交場合或言談應對時
的稱引工具。《詩經》在中國文學史上具有
崇高的地位和深遠的影響，奠定了中國詩歌
的優良傳統，中國詩歌藝術的民族特色由此
肇端而形成。
漢代司馬遷早就提出過「孔子刪詩說」。

專家們推測，在春秋晚期，《詩經》經孔子
整理並已有定本，是有可能的。
可是，歷史的長河，真的如江河，有時候

也會斷流。
秦始皇焚書，滅先代典籍，導致《詩經》

等後世流傳的經典中斷了，有些甚至徹底失
傳了。
我們今天能看到的經典，大部分是由秦朝

的士人依靠他們強大的大腦記下來的。可無
論他們如何博學強記，畢竟時過境遷，整理
出來的，終歸不會完全可靠，甚至會有錯
訛。何況很多典籍都產生在秦「書同文」之
前，各地的語言文字本身就有很大差異。
《詩經》到了漢初，才重新恢復整理出所

謂齊、魯、韓、毛「四家詩」。今人所讀到
的《詩經》實為漢人毛亨所傳《毛詩》，但
有的詩篇疑點重重，歷代《詩經》訓詁學者
費盡周折，仍難達成共識。
要恢復先秦古籍、中國早期歷史、中華古

代文明的原貌，人們只能期待考古發現。
「安大簡」《詩經》的發現，為破解流傳

過程中的一些疑難問題提供了可能。
2015年1月，一批流落到海外文物市場的
戰國竹簡，被安徽大學入藏。這批竹簡共有
編號1,167個，整簡數量在900支左右。經北
京大學加速器質譜實驗室第四紀年代測定實
驗室的碳十四檢測，以及國家文物局荊州文
物保護中心化學檢測分析，「安大簡」的年
代被測定為距今約2,280年左右，屬戰國早中
期。其內容包涵多種古書，目前初步認定的
主要內容有《詩經》、楚史類、孔子語錄和
儒家著作類、楚辭類、占夢及相面類等。除
《詩經》以外，其他文獻多未曾流傳於世。
學界一致認為，「安大簡」是繼「郭店
簡」、「上博簡」和「清華簡」之後，出土
先秦珍稀文獻的又一次重大發現。
「安大簡」《詩經》，是 「秦火」之前的

版本。共有編號117個，三道編繩，完簡長
48.5 厘米、寬 0.6 厘米，每簡 27至 38字不
等，實際存簡93支，簡文內容為《詩經》國
風部分，共存詩57篇，為目前發現的抄寫時
代最早、存詩數量最多的古本，同時也是未
經後代改動過的較原始本子。與《毛詩》相
比，「安大簡」《詩經》各國風的排列先後
與其不同，各國風內部所屬詩篇排序和數量
也與《毛詩》略有差異，而且存在大量異
文。

■《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一）》
作者提供

■書籍內頁 作者提供

C「詩語背後」

李叔同詩句
素仲配畫
丁酉夏日

在我國，用雞烹製的佳餚很多，比如上海
的白斬雞，海南的文昌雞，四川的口水雞，
新疆的大盤雞，雲南的汽鍋雞，山東的德州
扒雞，江西的贛州三杯雞，安徽的符離集燒
雞……真是多得難以枚舉，其中名稱最土最
俗的，當屬江蘇常熟的叫花雞（又稱叫化
雞）。
您還別小瞧這又土又俗的叫花雞，它可是

道響噹噹的佳餚。現如今，就我國來說，無
論是大江南北的繁華鬧市，還是長城內外的
菜市場，都能找到叫花雞的行蹤。尤為在江
南一帶的酒店，這美味的叫花雞，更是有着
不可撼動的一席之地。江南人對叫花雞的熱
情，不亞於北京人、南京人對烤鴨的熱捧。
叫花雞的外表，全都用泥糊着，呈橢圓

形，跟哈密瓜一樣。由於經過碳火長時間的
烤製，其外觀略呈灰色，硬得有點像磚。這
看似尋常的皮相，實則內有乾坤。打開叫花
雞的層層包裝，一股熱氣，如煙如霧一樣嫋
嫋生起，頓時一股鮮美的雞香撲面而來。這
香隨着熱氣在緩緩地升騰，在周遭嫋繞。是
誘惑？是煽情？柳下惠可以做到坐懷不亂，
面對美食，您肯定是心旌搖曳，垂涎不止。
那還猶豫什麼，趕快動手動口。這跟品德無
關，又不逾矩。
叫花雞特點是，色澤棗紅，油潤光亮，雞
香濃郁，肉質酥爛。就雞肉來說，不僅酥得
毫不費牙，更是爛得絕不塞牙，老人孩子都
能享用。就味道來說，香氣入骨，表裡如

一，回味無窮。吃得興起，一些牙口好的食
客，就連酥爛的雞骨，也通通嚼碎嚥下，據
說還能補鈣呢。就叫花雞的配料來說，頗為
高檔，既有香菇、蝦仁，又有火腿片、冬筍
片，它們既能為雞增香添味，又豐富了食
材，不至於單調寡淡。您可以搭配着吃，也
可輪着吃。
大凡享用叫花雞，手撕最好，一是成絲

的，成條的，形狀好看；二來就像在內蒙古
的大草原，席地而坐，品嚐手把羊肉，不僅
豪爽，還別有情趣。此時此刻，有人既想斯
文，又要痛快，這就難了。百姓們常說：
「做人要自在，吃肉要大塊。」您看吃螃
蟹，哪個不是自剝的？吃螺螄，哪個不是自
嗍的？吃瓜子，哪個不是自嗑的？孟子早就
說過，魚和熊掌，不可得兼。至於作何選
擇，您還是看着辦吧。
說到叫花雞的歷史，至今未有史料詳細記

載。相傳是在明朝，抑或是清朝，也不知是
哪年哪月哪日，蘇州的常熟虞山一帶，有個
叫花子，不知從哪裡搞來一隻雞，不知是偷
的，還是撿到的，反正來路不明。叫花子既
無家當，更欠炊具，怎麼辦？一時急得是抓
耳撓腮，一籌莫展。常言道：「河狹水急，
人急計生。」就在靈光一閃之際，有了！叫
花子將雞宰殺後，雞毛也不去除，找來幾張
荷葉，用葉包雞，葉外再裹以泥巴，放於火
上烤製。期待之際，雞香四散。一時間，引
來許多路人的圍觀。觀看之際，雞也烤熟

了，只見叫花子吃得是那麼開心，那麼美，
簡直勝過皇帝老兒的山珍海味，人們艷羨得
不禁垂涎。
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於是人們紛紛

效仿其烹製方法，嗨！果然是人間至味！其
後，再經歷代酒店的大廚，不斷改進與升
級，日臻完善，從而盡善盡美。您瞧，這就
地取材，土法上馬的烹製方法，成就了一道
名揚華夏的美味。此後，這道美食不僅扎根
在常熟，植根在蘇州，光大於淮揚菜系，並
世代相傳，流佈四海。
說來好笑，有一年我們家喬遷新居，自然
就有好友前來道賀。一位老友送來的禮物，
其中就有一隻叫花雞。這麼好的美食，豈能
獨享。心想次日正要宴請親朋，共用美味，
豈不快哉！
是日晚宴，友人濟濟，酒菜齊備，就等這道

大菜閃亮登場了。一時間，個個兩眼發亮，充
滿了期待；人人垂涎，準備了喝彩。就在眾人
目光的聚焦下，咱小心翼翼地敲碎叫花雞泥糊
的外殼，壞了，您猜怎麼了？一股異味撲鼻而
來。俗話說：「醜媳婦總要見公婆的。」鼓足
餘勇，撕開荷葉，完了，這隻叫花雞變質了。
原來叫花雞的保質期很短，通常只有一至兩天，
況且時值炎熱的盛夏。
嗨！您看這糗事。從此得出結論，大凡食

物，均應及時享用，免得浪費，也免得嘆氣
傷身。推而廣之，任何好事，均是宜早不宜
遲，免得夜長夢多。

■李潔新

紅隧重開兩首
（一）

囂暴碩鼠毀紅隧，
夜拋油火煙迷漫。
磚砸棒砍斷行路，
港島脈弱氣色殘。
繼夜搶修施智術，
續日清整查傷瘢。
急民所要得復暢，
希望重燃車馳歡。

（二）
雲幔疊黛透束彩，
金陽半露掛海旁。
隧口斑頂蓋霞曙，
洞壁璃燈閃鮮光。
徽車輪轉馳故路，
雕亭傷累換新裝。
心乃戚意懷憂憤，
禍港之災世難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