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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區有故事之長洲

搶包山 飄色巡遊取消 長洲即受創

■今年長洲舉行簡樸的神像巡遊活動
今年長洲舉行簡樸的神像巡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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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公眾人士只能在包山場地外圍拍照留念
今年公眾人士只能在包山場地外圍拍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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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誕當日
佛誕當日，
，不少市民排長龍購買平安包
不少市民排長龍購買平安包。
。

2020 年開端不太平，香港被一場新

冠肺炎席捲，疫情如同猛獸在人間撲
食，有人聚集的地方便有病毒肆虐的可
能性。小島如長洲，儘管空氣清新、距
離市區約一小時船程，像是將病毒隔開

了。但在疫情威脅下，長洲也不得不忍

痛將太平清醮活動安排從簡，搶包山、
飄色巡遊、神功戲等活動取消，只保留
了按照傳統習俗舉行的祭祀儀式。如此
島上店舖生意即時受
創，而長洲作為港內旅

遊勝地，市民的「喘氣

口」，疫後增加島上的
硬件建設及旅遊配套設
施，才是長洲經濟復甦

及長遠發展的關鍵所
在。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茜

■ 翁志明希望政府疫後支
援長洲的旅遊配套設施。
援長洲的旅遊配套設施
。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舊日由一條小小的漁村發展成為
現今的國際金融大都市，不可不謂

一個特定歷史背景下的都市奇跡。文明
當然是種進步，但在高速發展的過程
中，現代化與傳統之間的衝突難以避
免，難於取捨的情況下，最理想的狀態
便是保留下一片方圓，將難以割捨的舊
日情懷悉數留下。
在特殊地理環境造就下，香港除了本身
便是小島，更有數之不盡的「小小島」，
長洲便是其中一個。事實上，早在香港開
埠前，長洲島便有人聚居，以漁農工維生
為主，居民大多有着中式的民間信仰。如
果時間會說話，那麼這些有關歷史、文化
的沉澱將被紛紛帶進歲月的漩渦中，由意
義本身說出它們的意義。
從中環五號碼頭出發搭快船或普通
船，用時半小時至一小時不等，便慢慢
悠悠地登上這座離島。甫一落到地上，
便一下子投入到長洲土地的氣氛中——
吆喝着出租度假屋的攤檔大姐，販賣紀
念品的商店，長洲大魚蛋與平安包，甚
至趿着拖鞋走過、皮膚黝黑的居民，都
無不帶着濃濃的小島風情。長洲這座小
島，沒什麼別致細膩的文藝，倒有一種
粗獷熱切的親和。

翁志明憶太平清醮的今昔

既是島嶼，便有漁業，長洲幾乎所有
的記憶與風俗都與昔日的漁業有關。太
平清醮中的「醮」字，是「醮會」的意
思，即祭祀活動。長洲太平清醮值理會
主席翁志明解釋道：「從前傳統的醮日
並不固定，是由負責的長洲太平清醮值
理會每年四月初一去擲筊，擲到哪天就
會 在 哪 天 舉 行 。 但 在 （1997 年 ） 回 歸
後，便多了一個佛誕假期，而以往經濟
沒那麼好，僱主不願意員工告假來參
加，於是就再向北帝問卜，定期於四月
初八是否可行。」得到正面的問卜結果
後，才正式將太平清醮定在了佛誕。正
因時令上的傳統，在其他文娛活動紛紛
可以延期舉行的情況下，屬於長洲的
「太平清醮節」惟有取消。
「飄色會景巡遊」是太平清醮節期中
的重頭戲。有關「飄色」的起源，其實
已不能考究。只是早年間，巡遊儀式相
對簡單，只是由居民高舉神龕在島上主

要街道走一圈，此舉為的是代表居民期
望得到神祇的祝福庇蔭。而三十年代開
始，居民在巡遊中引入「飄色」表演，
即選出適齡的兒童，讓其裝扮成具有特
色的人物，站在不同主題的附有支架的
手推花車上，穿梭長洲大街小巷，場面
熱鬧有趣。早期的兒童扮相多以古今人
物或傳說角色為模板，而近年來則會將
時事、娛樂等熱點作為小朋友的裝扮，
博得大家的喜愛。

家長不想小孩參與飄色巡遊
翁主席回憶，當年成為參與巡遊的小
朋友會十分自豪，也是他們每年都盼望
的大事件之一。然而，近年來「一孩」
家庭增加，兒童越來越「矜貴」，家長
會有捨不得兒女吃苦的心態。更因為時
政原因，市民更趨於用時事來反諷社會
現象，所扮人物不討好，與往年扮演神
話中角色扮相大不同了。
飄色巡遊結束當晚，北帝廟前會搭建
起由竹棚搭成、掛滿平安包的「包
山」。過往不少居民會參與傳統的「搶
包山」活動：在子夜時分爬上包山，盡
力搶奪平安包，祈求來年為全家人帶來
好運。傳統觀念認為，搶到越多和越高
的平安包，便預示着將可獲得越多的福
氣，這樣的傳統讓每個參與者都賣力，
並沒有所謂的訓練過程，「一來就直接
上去了。」翁主席說道。
當年的「搶包山」居民都擁戴非常，
適逢那日，幾十上百壯士便自動團結起
來捆紮包山，細心將竹竿捆綁一起，逐
層搭建，每一滴汗都是滿足的。而婦女
們則忙於製作平安包，每製好一枚，便
以虔誠心情寫上平安二字，盡是對家人
與未來生活的盼望。包山雖是風俗玩
樂，但箇中的真情實意不可小覷。

近年趨商業化已忘記真含義
上世紀七十年代後期，搶包山活動發
生了嚴重倒塌意外，導致超過二十人受
傷，因而被政府禁止，至 2005 年，在長
洲居民的爭取下，這項非物質文化遺產
才再重現歷史舞台，卻變為「包山嘉年
華」，再不是祭祀所用的三座自製包
山。「比賽形式和從前不一樣了，目前
的搶包山是一種競技比賽，並且有繩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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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年的飄色巡遊熱鬧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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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吊以保證活動的安全性。」翁主席
說，「當時的氣氛是很熱鬧、很緊張
的，搶到的包都是屬於自己的，因此也
代表着平安。」現如今的搶包山活動，
依然受到遊客「獵奇」的歡迎，但滋味
興許大不同前。
然而，發展總會帶來改變，近年來太
平清醮節期其實越趨商業化，人們對於
此節真正代表的含義已不再熟悉。回顧
昔日打醮期間，居民是必須齋戒和禁止
殺生的，長洲亦完全不提供任何肉類食
品，餐廳紛紛將肉、蛋收起來，作為信
仰的一種準則。但隨着旅遊業的大肆發
展，近年開始有食肆為了生意的需求，
在遊人要求下不理齋戒習俗。不過，長
洲太平清醮值理會依然依照傳統，提倡
「齊齊齋」，希望以此喚醒長洲人對習
俗與傳統文化的維護和擁戴。
由 2006 年香港旅發局支持下，開始為
其大力預演以進行宣傳。在太平清醮的
活動當日，香港旅發局推出為遊客而設
的旅遊套票前往長洲，特別為遊客提供
交通、導遊和預留位置觀賞節目等等增
加活動收益。而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亦與
建醮委員會合作舉辦搶包山活動和宣傳
飄色活動，兩天活動總吸引了數以萬計
遊客參與，是一樁旅遊界「盛事」。到
2009 年，政府宣佈將會首次獨立申請四
項本土獨有的節慶文化，成為第三批國
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當中包括了長洲
的太平清醮活動。2011 年，長洲太平清
醮更被列為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太平
清醮活動令到「打醮」這一種傳統習俗
一躍而成為世界知名的事。非物質的東
西往往比物質的東西更加重要，當中涵
蓋了人類的情感，包含着難以言傳的意
義和不可估量的價值。

■日籍店主稱生意不如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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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主感謝政府雪中送炭
據不完全統計，每年太平清醮盛事期間，來往中
環及長洲的市民以數萬計，少則四五萬，多則六萬
以上，以至於每逢其時，島民甚至需要出走市區
「避難」。旅遊業的盛況帶動着長洲的經濟發展，
不過亦同時因為商業化磨礪掉了一些珍貴的原始氣
氛，箇中需要取得的平衡，還需努力。
每年「搶包山」活動，便吸引了逾六萬名的遊客
前來湊熱鬧，對於長洲的旅遊業來說是一樁盛事，
更是小商舖賴以生存的基礎。
在長洲碼頭邊上，有一間名為小島品味的紀念品
商店，門口擺放着各式的「平安包」紀念品。據店
主稱，這間商店在此已有逾二十年的歷史，今年是
首次受到這般重創，店主說：「這段期間，閒日基
本上一單生意都沒有，就算是周末也很差。」她認
為面對疫情是很矛盾的，既又要為大家的安全着
想，但對於小店生意來說確實如履薄冰。有感政府
對於店舖的支援，雖然都算作雪中送炭，但她深覺
依然「租金難捱」。
而隔壁另一家同樣販售紀念品的商店老闆則表現
「隨緣」，他稱疫情期間，幾乎所有行業都陷入膠
着，也並不是只有自己這家店在「捱」，不過希望
政府能夠「盡量幫助」，和大家一起渡過難關。
在長洲的沙灘一側，另有一間由兩位外國店主開
設的手工藝商店，日籍店主稱於去年 11 月在長洲
開業，她介紹自己由去年二月已經在長洲居住，親
身經歷過太平清醮的熱鬧，有感今年的遊客實在寥
寥無幾，與當初設想的人流量實在大不相同。而這
間手工藝店內本身有製作環保袋的工作坊，如今也
要減少到四人座位，而參與的大多都只剩下本地居
民。
翁志明有感 2003 年，全香港被沙士蹂躪到崩潰
邊緣，惟太平清醮作為解除威脅後的第一個假期活
動，長洲又是「零感染」的地方，那年會景巡遊
日，成千上萬香港人湧入長洲，由中環前往長洲的
渡輪更是座無虛櫈。雖然今年難敵又一場病毒侵
襲，但他認為長洲有信心保持「零感染」，亦希望
03年的情景很快再見。

港內旅遊勝地需增硬件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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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間旅遊業瀕臨席捲式的行業崩
潰，長洲作為港內旅遊勝地，在整個業
界來說並不算最低落的。適逢周末抑或
小長假，市民依然願望選擇長洲作為
「氣口」，給壓抑生活透透氣，疫情以
後，相信長洲的經濟復甦指日可待。
翁志明主席有嘆長洲作為香港其中一
個最知名的島嶼，在軟件上有特色文化
的濃厚背景，但對於旅遊景點來說，硬
件的建設卻略嫌緩慢。翁主席說：「很
希望政府對於長洲能夠發展出更多的配

套，譬如大埔有觀音像等等，但是我們
曾經希望能夠申請一個天后像，一直都
沒有回應。」他認為包裝對於旅遊景點
來說很重要，「長洲有這麼好的沙灘，
也有海鮮、單車，我們希望能夠有更多
的翻新去吸引遊客。」
香港的文化特色在於華洋交雜，有着
獨特的歷史背景，而長洲雖堅守昔日傳
統神俗，但一樣包容其他多元，翁主席
說：「長洲是一個很和諧的地方，這裡
有很多教會，大家可能有不同的信仰，

■長洲生活和睦融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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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都很融合。」因此，長洲多年來吸
引着無論是市區、甚至外籍人士前往定
居，開店，儼如一個避世的桃源，盡顯
着祥和一片。

■經營逾
經營逾20
20年的紀念品小店面臨危機
年的紀念品小店面臨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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