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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文豪但丁稱這裏是“世界上最美的回教城市”，德

國詩人歌德讚這裏是“世界上最優美的海岬”。

巴勒莫（Palermo）是意大利

西西里的首府和第一大城市，也

是地形險要的天然良港，水深港

闊，碼頭可靠泊超過十萬噸以上

的巨輪。人口約130萬，位於西西

里島西北部。

巴勒莫古建築沒有金碧輝煌

的傲人外觀，特色是集諾曼、拜

占庭及伊斯蘭三種風格並存，有

些還具有濃厚的阿拉伯色彩。意

大利文豪但丁稱這裏是“世界上

最美的回教城市”，德國詩人歌

德讚這裏是“世界上最優美的海

岬”。這座開埠超過2千800年的

古城，不止有黑手黨，還歷經腓

尼基人、古羅馬人、拜占庭帝

國、阿拉伯帝國、諾曼人、神聖

羅馬帝國、西班牙王國、那不勒

斯王國、西西里王國和意大利王

國的統治，巴勒莫所承載的文化

記憶，令人悠然神往。

在巴勒莫舊城區中心西南

隅，矗立了1千200年的諾曼皇

宮，將諾曼、拜占庭和阿拉伯的

建築風格共冶一爐。如今，西西

里王國早已灰飛煙滅，皇宮也在

二戰之後改成西西里自治區議

院，不過遊人仍可以買票參觀部

分建築。順着拱門進入後院，步

上二樓，鑽進一道不起眼的小

門，昏黃的燈光下，映入眼簾的

是巴拉蒂娜小教堂。小教堂的四

壁下半部鑲着大理石，上半部鑲

了金色的精緻壁畫和裝飾性圖

案，多為十字軍東征圖，當年負

責裝飾的卻是回教徒工匠。做工

非常細膩，藝術價值極高。

走出諾曼皇宮，經過一座公

園，不遠處的大教堂（Duomo）

理所當然地吸引遊人的眼球。這

座同是奢侈的西西里國王的遺

產，外形宛如一座阿拉伯的巨型

浮雕建築作品。

不過一踏進教堂，裏頭還是

百分百的天主教味道。巴勒莫確

實是意大利境內最有東方味的城

市，隨處可見阿拉伯風格的建

築。

教堂的地下室是墓穴──巴

勒莫最奇異的旅遊點是擁有幾百

年歷史的地下墓穴，除了特定的

盛大日子，平時並不開放，即使

開放，也禁止遊客拍照。

普雷托利亞噴泉是市中心的

焦點所在，整個噴泉四周，精心

安置了20多尊神話中的河神、仙

女、精靈等裸體石像，各自視向

不一卻不失協調的組合，如此典

雅超然，令人嘆為觀止。市容幾

度變更，噴泉曾一度被教堂的衛

道之士斥為“羞恥之泉”。

這裏的古建築不論是何種風

格，都和公園綠地、市街、廣場

融為一體，又絲毫不覺突兀。

許多人把巴勒莫和翡冷翠相

提並論，巴勒莫當然遠不及意大

利中部文藝復興之都翡冷翠的偉

大，但卻是個極為生活化、充滿

異國情調，而又雅俗共賞的旅遊

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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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了幾個主要景點，領隊

讓團友自由活動。巴勒莫市區很

大，主要的景點集中在火車站往

西北方向的區域，兩條最主要的

大街向北延伸，東是羅馬街（Via

Roma），西是馬克達街（Via

Maqueda），而從四角廣場向西的

艾 曼 紐 大 道 （Corso Vittorio

Emanuele），則通往大教堂及皇

宮這兩個重要景點。巴勒莫旅遊

業旺盛，一年四季遊人如鯽，到

處人頭湧動。廣場上和行人專用

道上，有人唱歌跳舞，有人彈結

他吹口琴，有展示行為藝術的

人，也有無所事事的老人坐着發

呆。

路邊擺滿賣熱狗、玉米、雪

糕的流動小販攤檔，在四角廣場

附近還有售賣假名牌包包的地

攤，我試圖舉機拍照，馬上遭到

喝止，也未見巡邏的警察干涉。

領隊告誡不要購買這些冒牌貨，

若攜帶過關被查出，必然惹上大

麻煩，切勿以身試法。另外，遊

人必須小心保管隨身的貴重物

品。

從四角廣場放射出去的四條

街道，沿路商舖林立，餐廳酒吧

咖啡店鱗次櫛比，掃貨醫肚都能

滿足，重要的是銀兩充足。

商店群中，可能失驚無神的

突然出現一座小教堂，一間小型

美術館、小劇場或音樂院。商業

與文化藝術，絕然不同的類別融

在一起，卻沒有絲毫突兀的感

覺。

路過一間音樂院，大門敞開，

悠揚的音樂從裏面傳出，只見天井

中央一位女士正在演奏鋼琴，周圍

的聽眾席地而坐，沒有人收門票，

我猜是免費的了。於是學着其他人

坐在地上聽，坐下不久，有人手持

一個紙皮箱向聽眾收錢，箱面寫着

意英兩種文字，大意是為某團體募

捐。從音樂院出來，有人在人來人

往的路中央拍婚紗照，一對新人在

攝影師指揮下擺出各種親昵動作，

旁若無人，盡顯意大利人的激情浪

漫性格。

夜幕低垂，華燈初上，馬路

上亮起的燈飾和店舖的廣告燈

牌，為這個老城披上閃亮美麗的

彩衣。遊人如過江之鯽，個別路

段更擠得水泄不通。熱鬧的情況

有若香港的旺角女人街和中環蘭

桂坊，但香港沒有那種文化氛

圍。

距離巴勒莫約8公里的世界文

化 遺 產 蒙 雷 阿 萊 大 教 堂

（Monreale）是另一處諾曼時期的

建築，可以在諾曼皇宮西側的獨立

廣場（Piazza Indipendenza）乘搭

巴士前往，約半小時車程。

尋找古希臘遺址可包車前往塞

利農持（Selinunte），約110公

里，車程約一個半小時。值得一遊

的阿格利真托城，約140公里，車

程2個半小時。以上的距離都是以

獨立廣場作起點計算。

阿格利真托是“諸神的居所”，

希臘抒情詩人品達爾（Pindaros）曾

盛讚為人間最美的城市，城市的規

模早在公元前581年就已建立。公

元五世紀起先後被迦太基人、羅馬

人佔領，又歷經拜占庭、阿拉伯王

國統治，但後來阿格利真托的重要

性被西西里島東岸的城市所取代，

昔日繁華不再，只留下許多神廟的

遺跡。

阿格利真托可遊覽的景點很

集中，最重要的景點神殿之谷

（Valle dei Templi）距離市中心

的火車站約三公里，兩個區域之

間可以步行，也可以搭乘巴士，

車程十分鐘左右。阿格利真托往

南七公里有個很受當地人歡迎的

聖雷歐海灘（SanLeone），可以

游泳及進行水上活動，搭乘巴士

約半小時可到達。

造訪了意大利電影《教父》

拍攝地的小村莊，在酒莊享受了

豐富美味的意大利餐和葡萄酒，

馬不停蹄又趕往意大利巴勒莫城

區。旅遊車越過廣袤的原野，穿

過險峻崎嶇的山路，沿途風景美

不勝收，大部分的團友找周公聊

天去了，錯過不少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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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莫市內古建築觸目皆是

巴勒莫確實是意大利境內最有東方味的城市，隨處可

見阿拉伯風格的建築。

▲大教堂內部是百分百天主教味
道

商店群中，可能失驚無神的突然出現一座小教堂，一

間小型美術館、小劇場或音樂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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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西里人十分重視“根”的概念，他

們的根深植於對家鄉的感情與熱愛中，人

們保持着歷經變革沿襲下來的宗教傳統，

而西西里人傳統的核心便是家庭觀念。年

輕人遠走他鄉謀生，但絕不疏離家庭。他

們認為，家庭成員應該親密無間，即使天

各一方。

巴勒莫有許多木偶劇場。燈光、布景

和服裝都很講究，木偶的體形比中國一般

木偶戲的木偶大些。古代武士們的滿身盔

甲都是用亮晶晶的金屬薄片綴成，配上色

彩鮮艷的戰袍，顯得既威武又華麗。木偶

是西西里島的旅遊紀念品，製作精美，在

商店和攤檔都可以買到。

復活節前的“聖周”儀式是西西里島

最隆重的節日。老老少少全加入遊行集會

和戲劇演出的熱潮中，紀念耶穌的死亡和

復活。成年男子扛着棺木緩緩前行，哀歌

從隨行樂中沉沉升起，氣氛嚴肅。

世界聞名的意大利麵，口感爽中帶

韌，別具風味。有人說，最好的意大利麵

產於西西里，麵條顏色除原色外，還有

紅、橙、黃、綠、灰、黑等，所有顏色皆

來自天然材料，絕無人造色素。例如紅色

是在麵中混入紅甜椒或甜椒根，橙色麵是

混入紅葡萄或番茄，黃色麵是加入南瓜

肉，綠色麵是混入菠菜，灰色麵是加進葵

花子粉末，黑色麵用的是墨魚的墨汁。三

種基本醬汁主導麵的口味，分別是以番茄

醬汁，奶油醬汁和橄欖油醬汁。這些醬汁

若配上海鮮、牛肉、蔬菜，或者其他天然

香料，又可變化成各種不同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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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香港特區護照

或BNO護照均無需簽

證，持中國內地護照需

辦理神根簽證，成功申

請其中一國簽證，便可

入境任何神根國家。主

要目的地是意大利，當

然是向意大利領事館申

請。

香港和內地沒有直達西西里的航

班，都需要在羅馬或米蘭轉機。巴勒

莫（Palermo）和卡塔尼亞（Catania）

有機場，主要開通部分西歐的國際航

線和國內航線。海上交通有車輛渡輪

和乘客渡輪穿梭墨西拿海峽之間，熱

那亞、那不勒斯、馬耳他和突尼斯都

有渡輪到西西里島，夏季船票最貴，

最省事是通過旅行社購買。

西西里全年氣

候溫和，日夜溫差不

大。夏天炎熱乾燥，

冬天溫和濕潤。意大

利人喜歡選擇8月份

休假出外旅遊，許多

店舖會停業，故不建

議這個時間前往。

簽 證 交 通 最佳旅遊季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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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擺賣冒牌包包的地攤

古城承載文化記憶

與翡冷翠相提並論

商業與文化共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