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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坊有嘢講 溝通有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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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路，除了作行車用途，
還有其他可能性嗎？由民
間團體
健康空氣行動、行德Walk
DVRC、拓展公共空間主辦
、非常
香港策展的「非常（）德
」活動，獲運輸署及警方
批出德
輔道中文華里至摩利臣街
一段約200米道路，這段中
環塞車
重 災 區 之 一 的 路 段 ， 於 9月
25 日 成 為 6小 時 電 車 行 人
專區。
活動範圍鋪上人造草皮，
繁忙的馬路由行人、寵物
主導的
活動取而代之，包括休
憩空間、公開放映會、
歷史工作
坊、音樂會、環保手作等
等，為公共空間帶來全新
想像！
負責活動策展的
非常香港策劃人
Billy Kwan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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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你話事！

社區，並非窮得只講求經濟效益。非常香港和很多地區組織一
樣，致力改善香港人的生活質素，在各地區尋找空間，以故事
、活動展示文化與藝術，陶造一個舒適寫意的創意社區。

《大坑火龍 》舞舞舞！

Billy當日
看
到屬於城市 著熱切的參加者全情
的生命力，
投
是他整天最 入各項活動，感受
感動的時刻
。

相傳百多年前，大坑曾經發生瘟疫， 有村民獲報夢只要在中秋節舞火龍及
燃燒炮竹，就可以驅趕瘟疫。自此舞火龍活動便每年舉行，吸引大批群眾
欣賞。我們找到一位當晚負責維持秩序的警員Jeff 跟我們分享一下當晚的
熱鬧情況。
Jeff談起當晚的盛況便滔滔不絕：「雖然有工作在身，不過我諗我嘅感覺
同現場嘅人一樣，都覺得好壯觀！我企嘅位置望到成個舞火龍嘅過程！成
幾十人由鄉公所 發，舞入橫街窄行，再 翻大路！除左火龍嘅壯觀，亦
見識到舞龍師傅嘅合拍！條火龍真係自己識飛咁！好利害！」
他當晚亦被社區的人情味觸動。人群中很多人都是穿著「街坊裝」前來觀
賞，當中有家長都是帶着小朋友的。看見熟悉的街坊便會閑聊一番，說著
火龍的威武。舞火龍代表着灣仔區的一個特色，連繫着灣仔區街坊。歡迎
有興趣的朋友下年前來一同感受灣仔區這個傳統習俗！

藍屋創作室-BB班
每逢星期三，一起用不同方式創作，歡迎
不同年齡小朋友與媽媽一起來上課。
日期: 逢星期三
時間: 5:00pm - 6:30pm
地點: 慶雲街香港故事館

社區飯聚
每月第一個星期四晚上舉行，同一聚街坊食
個飯，吹吹水，睇睇書，唱唱歌！
自備食物，一同分享！
響應環保，自備餐具！
日期: 3/11 (四)
時間: 7:30pm
地點: 慶雲街香港故事館/社區公所
來灣仔墟
「來墟」通 常 於 單 月 份 的 第 一 個 星 期 日 舉
行，每次都會設定不同的主題及活動內容，
是會員的資訊交流及建立關係的重要平台。
日期: 6/11 (日)
時間: 1:00pm - 5:00pm
地點: 景星街藍屋空地

徵
環保杯具
灣仔好日誌於１１月份來灣仔墟派發神秘療癒系飲
品，現徵各方好友帶同杯具前來，免費共享滋味。
來灣仔墟舉行日期，請留意香港故事館公告。如有
合作查詢，請聯絡「灣仔好日誌」專頁墟市園長。
註：有環保杯具，不怕生態悲劇。

歡迎

坊
街稿
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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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相同感覺：
入室內冷氣特別凍，但是若然不開冷氣又好像有點熱；
有時好像很乾爽，有時又綿綿細雨落不停；
不停飲水，但仍然口乾

如果人在家裡「dry坐」，就不如落街找些樂兒。

大風吹

見到落葉有些憂鬱；開始心思思聖誕新年有沒有人作伴。
如果有上述超過兩項的徵狀，我們看來可以做朋友 看來
你身體都感受季節變化，屬於敏感體質呢。
第一項可以帶件外套
第二項似乎是天氣不似預期，出門前查看天氣或者隨身帶
一把細縮骨遮就已經解決得到。
而第三至第五項看來更是關乎心理因素，就是我們俗稱的
「dry」。

自製大風車，在公園或者在街上揹著行/跑，除左路人甲
乙丙會投以好奇的目光，小朋友見到會非常開心

掃樹葉
如果不想太引人注目，掃樹葉會好適合低調的你。特別要去石水
渠街，見到落葉就去掃，有時會有意想不到的驚喜，你會估都估
不到原來那麼多人對你掃樹葉好感興趣。
除了上述提議，可以參考後頁社區廣告，看看有沒有心水活動想
參加，社區報全體同人祝福你這個秋天不再「dry」!

灣仔老樹自述
我是一株細葉榕，扎根於灣仔峽山腳的土地上已不知有多少個年頭了。從一顆無花果內的種
子，由土地裏探出頭來，一日一日長大，身體也愈來愈大，愈覺得地方狹逼，很不舒服，於
是把自己的腳伸進水泥樓梯下，又把氣根伸到泥土裏，變成今日大家見到我的樣貌。
很多人覺得我可以生長在樓梯上這麼神奇，其實我有很多兄弟比我更厲害，可以生長在石牆
上，又可以生在斜坡、水渠邊，真是各有特色。通往灣仔峽的山路，那裏的
兄弟個個挺拔粗壯，因為他們住在河道旁邊，水源充足，空氣又好。聽人類
說，住在山頂的人都很有錢，又有優越感，我想山上的兄弟應該與山頂人一
樣，過得很快活了。不過我住的地方也不錯，早上可以聽雀鳥唱歌，也可以
看到人類跑來跑去，有時我還羨慕他們可以到處去。
我初到灣仔時，這裏背山面海，車子不多，低矮的房屋俯拾皆是。到了今
天，馬路上的「老虎」多了，四處的房屋像熱帶雨林中高大的樹木，比我高
得多、搶眼得多了。隨着灣仔的變遷，很多舊時的朋友漸漸離開了我，我也
不知道我還會活多久，但我很慶幸可見證灣仔多年來的變化，也很珍惜與我
一起成長和生活的一草一木、一磚一瓦。
大家若有時間閒逛灣仔，不妨穿過熱鬧的街道，沿着灣仔自然徑，探訪我和
我的兄弟，感受繁華背後的寧靜吧！

留
守

要習得普世大法，必須去一次香城。
這是師傅臨終前留下的一席話。
之前聽師傅講課的時候已經聽過這個地
方，經書內記載那是東方一個小國，人稱「香城」，位處中古淨土的沿海
邊陲，相傳香城人各有所長，生活自主自在。
安頓好師傅的身後事，我便四處打聽，這個叫「香城」的地方，「你說香
港嗎？香港不是國家來的，叫做香港區。」「不是不是，大叔，我是要去
香城呀。」問了店家、船家、馬伕都無人識得「香城」。走著走著，想起
師傅的身影，以及從小到大他都帶我到處講課，鼻子一酸，就哭了起來，
一路走一路上哭，淚眼模糊，真的管他眼前是什麼，前路茫茫，我真的可
以找到香城嗎？我真的能夠習得普世大法嗎？以後都吃不到師傅煮的咖哩
魚了……

好味道

訪ABC餅店第三代店主

站在往藍屋方向的皇后大道東，遠處便能見到霓虹的「ABC」招牌。甫入店
舖，地上的黑白瓷磚、金銅色的燈管讓你有置身舊時的錯覺，但不是王家
衛電影那種朦朧朦朧的感覺。室內明亮的照明加上復古但新淨的裝潢為這
家小舖帶來懷舊且新潮的氣質。除了常見的麵包西餅，還有各種富特色的
商品，如以真菠蘿做餡的菠蘿包、能化身成合桃糊的合桃酥等，價錢十分
親民，牆上的告示板貼住剪報和社區資訊。下午來的話，你很大機會會遇
上一邊聽著電台節目、一邊包糖的年輕老闆娘，解小姐Yvoone。

ABC餅店的歷史與重生
ABC餅店迄今已有六十多年歷史，解爺爺當年與一班同鄉從山東來到香港，
在港九開了多間分店。後來其他合伙人移民，把舖位通通售出。於是他在
1986年左右再搬去中環的店舖，一直做到14年被市建局收回，其時，解爸
爸解媽媽也決定退休。本來ABC餅店的歷史就此劃上句號，誰知Yvoone決定
把ABC承傳下去，上年一月在灣仔重開。
Yvoone自言很喜歡舊區，以前每天坐巴士都會經過這條街，剛好這舖位空
了，便在這𥚃落腳。「我嚟到呢區真係好開心，甚至對香港有啲改觀咗。
雖然呢類舊區喺灣仔已經越來越少，但相對中環，呢度啲街坊都好好
人。」例如，隔離的傢私舖老闆娘會熱心的幫她檢查閘落了、鎖了沒有，
還會幫手把最新資訊告知客人，比如，「（山東月餅）賣哂啦，咁遲
架！」。「我媽媽喺中環咁多年，都未必咁有感情。但我哋呢度短短一年
已經有熟客。啲客都仲會用whatsapp幫我宣傳埋，真係好感動，所以呢啲
人情味真係有錢都買唔到。」

留住味道與記憶
從小她便吃自家的麵包，「老實講，我食到今日都仲未厭，因為我自己厭
都賣唔到俾人。」Yvoone說，她在中環舊店到重開間的半年沒吃到自家的
麵包，只買街外的來吃，覺得還不錯。「但到自己出返啲麵包，一食返，
嗰個味『呯！』一聲，好大impact。先知原來呢個味道係同出面完全唔
同。」Yvoone一邊跟我們聊天，一邊給鳥結糖包上米紙，手勢乾淨俐落，
不消幾秒便包完一顆。「都有諗過用機器包，但因為質地好唔同，一定要

人手包。」於是每天下午她都會回來包糖，訪問當天她身體有點不適，但
都照樣回來。也許就是這些對味道與品質的堅持，為ABC留住了忠實的顧
客。
很多中環街坊會回來幫襯，其中有些說仔女只肯食ABC的包，便專程過來。
她笑說，其實人們來吃的不只是一種味道，而是來懷念以前的經歷，這些
都不是那些一式一樣的連鎖店能提供的。社區小店和舊區建築是香港的特
色，其他地方都找不到。「我哋算係好好彩，我哋有歷史所以啲人會留意
到，但其他舖頭又未必有呢啲好處。我覺得香港依家嘅發展唔係咁健
康。」話雖如此，Yvoone認為這一行也越來越難做。「主要係冇人入行
做。租金箇然係問題，但總有解決方法，但冇人就真係做唔到。」之前的
學徒都做不長，多數都轉去了大酒店或連鎖店，除了前路較好外，那些大
額經營的集團有很多機器可以幫手，比起很多工序都要人手做的ABC食譜做
法輕鬆得多。
因此，決定要重開初時，父母勸她不要自討苦吃。Yvoone續向兩老解釋，
她不是想開普通的麵包舖，而是一間把舊日美好時光收納進去的麵包舖，
他們便同意了讓她去試。「我唔係想要賺錢或俾人訪問出名，而係想要留
住ABC個名同味道，呢樣嘢比其他都緊要。」「所以我重開嗰時好多事都估
唔到，只是想留返我哋個食譜。我成個家族
所有嘢都係呢啲麵包俾我哋嘅，我唔捨得。
但點知原來，除咗我一個唔捨得，原來仲有
咁多人都唔捨得。呢個係我呢一年幾以來最
大最大的得益。」這一年多間，不時有老人
家會進來問： 「呢度係咪以前嘅ABC啊？我
哋拍拖就係嚟食你哋㗎啦。」Yvoone停下手
上的動作，說：「爺爺生前擁有好多嘢，但
佢走時一樣都帶唔走，所以我諗俾人記得一
啲事，可能仲緊要啲。」繁華終會消逝，唯
有記憶與情感永恆。

胡思亂想一通，頓覺越走越熱，不知不覺煙霧彌漫，「哎呀！」砰的一聲
撞到硬物，當場幾乎要昏倒過去。揉揉紅腫雙眼，眼前一個白色的巨塔，
「怎麼這東西超大的？」正所謂初生之犢不怕虎，應該說是，這一刻既然
師傅不在了，我豁出去了，決定探個究竟。塵煙滾滾，視力實在不好使
了，於是我用手一探，冰冰的滑滑的，要是把臉貼上去，一定很舒服。 突
然，眼前有一塊類似大門的東西突然打開，射出白色光芒，眼都睜不開
了，心想「好呀，這是天堂的光芒吧，師傅我來找你了！」
我記得矇朧之間聽到人聲車聲，及一把溫柔的聲音……

消費物價指數。
通脹的成因很多，同時亦很複雜。部分原因如下﹕
太多的貨幣，但商品太少，大家搶購商品，造成物價上揚。
工資增加、原材料價格上升、企業出現壟斷等等，生產商需要提高售價去彌補成本上漲。
巿民預期物價會繼續上漲，他們可能會因此而搶購貨物，這種預期出現通脹的心理。
一些季節性的事件和節日。
食品價格及油價上漲、美元 疲弱及人民幣升值等原因，亦會對本港通脹構成壓力。

著我走，我們穿過木門、木樓梯，往下走了大概4層，到了地面，眼睛有些
不習慣，陽光普照，這是一條不是很大的街，兩旁樓高不過八層，不少店
舖寫著「囍」、「嫁」，店家客人似乎都很熟絡，老人家在店內談笑，一
些小朋友望著印刷店的機器在發呆……且慢！這個景象似曾相識，不就是
剛剛夢見的那個地方嗎？馬上找尋街牌，寫著「喜歡里」，咦？不是「利
東街」嗎？「喂！媚姐，呢個肥妹仔係你個女呀？」一個白頭老翁道，媚
姐接著說「唔係！有個咁肥肥白白嘅女我都想呀！」

喜帖成街百業興 鄰里相助顯濃情
我夢見自己走在陽光普照的街上，兩旁樓高不過八層，很多紅色的店舖，
店家客人似乎都很熟絡，老人家在店內談笑，一些小朋友望著印刷店的機
器在發呆，走在這裡的感覺很好。經過一個街牌，寫著「利東街」。突然
天空漆黑一片，樓房化作灰土，隆隆的巨響緊接著張開的黑色長臂，混亂
之間不見了店家、老人、小孩。頓覺呼吸困難，一張開眼，毛毛茸茸的，
暖暖的，急步聲，然後一把女聲說著「小花，怎麼又伏在人家的臉上睡覺
了？」
· · · · · · ·
日光射著花綠綠的地磚，那是一個下午，我看著眼前這位嬌小的老婦人，
戴著一副金絲眼鏡，頭髮短短，眼角隱約見到風霜，笑起來有幾條魚尾
線，甚是慈祥。她輕輕撫著那隻叫「小花」的貓咪，對我說「我叫媚姐
呀，後生女，你叫咩名呀？」
雖然不太懂這方言，但隱約猜得到意思「我呀，叫我寶寶吧。」「你圓咕
碌，白雪雪咁，寶寶呢個名都好襯你啵！我帶你落街行下啦」May姐一手拖

環顧四周，這條街雖然和夢中景象相似，但有很多高樓大廈包圍著，有些
高到遮住半邊天空，這讓我想起之前的那座白色巨塔。
還在思索的我，不知不覺隨媚姐去到一個樓梯檔，那裡陳列了各式各樣的
珠寶手飾，心想店舖那麼開揚，不怕有人來打劫嗎？「我呢度呀勝在地方
細細，我轉個身就可以整曬一套手飾喇」媚姐眉毛一揚，既自豪又歡喜
「客人嚟呢度呀，訂完囍帖就嚟問我訂手飾；有時我行開去個方便呀，隔
離左右大家都識，幫手睇住個檔，咁多年都係咁。」「我呢就好鍾意咩都
試同埋唔鍾意嘥，所以如果有喲膠樽呀碎料呀都可以整到耳環。」聽著媚
姐興奮的說著，不一會就見到她弄好一個用膠樽整成的蘭花耳環，栩栩如
生「呢個送比你啦，係啵寶寶，你肚餓未呢...」
這是夢嗎？除了師傅便沒有其他人待我如此親切，突然泛起傷感之情，急
忙擦乾眼淚，幫忙媚姐收拾檔口，此時夕陽西下，不知時日過。
(待續)

時間的歌
對的時間遇上對的歌，即使過了良久，旋律亦可隨口哼出，這歌可能勾起
你過去的失落，也可能讓你尋回前行的勇氣。音樂盛載人們的記憶與情
感，不同世代的人能否也藉著音樂交換，從而了解對方？這期開始，我們
一邊邀請灣仔老街坊，一邊請來年輕朋友交換他們年代的流行歌曲和想
法。今期，就先由李生和小編打頭陣囉。

通脹，全名通貨膨脹，意指
整體物價水準相對特定數額
貨幣（購買力）持續上升的
狀態。
最常採用衡量通脹的方法是

（本故事純屬虛構，如有雷同實屬巧合）

成發椰子香料有九十多年歷史，現任老闆李先生已是第三代。他少時已經
在椰子舖幫忙，服務街坊，對 頭的產品瞭若指掌。當天一邊受訪，一邊
給顧客中肯的意見，應付自如。他已較少留意流行歌曲，腦海裡的記憶都
是許冠傑、張武孝(大AL)等歌手的歌，他對大AL 的<我的歌>印象較深，歌
詞勵志，推介給小編。
李文廣先生心選之歌：<我的歌>—張武孝(大AL)
「輕輕將悲哀拋去一揮袖
我要那歡笑天天暖心頭
願望實踐世上從今滿歡笑
前途望去一片錦繡
高歌一曲抒出我真感受
我要唱出心中歡笑哀愁
但願在這世上從今有真愛
和平共處不再爭鬥 」

小編：之前聽過大AL 的歌大多比較市井，例如<行快D啦>、<鬼叫你窮>等
歌。<我的歌>卻認認真真唱著，歌詞到肉，旋律動聽，即使現今的人聽起
來，仍會覺得感動，受到鼓舞。除了勵志，還訴說著要盡市民責任，重視
環境、社會和歷史，教曉我們學會爭取，這是小編樂於看到的事情。
因為小編第一次揀選歌曲與街坊交流，故選了這首較生活化、輕鬆的歌，
希望街坊聽後了解到年青人對熱愛生活的態度，和對生活迫人的無奈。
小編心選之歌：<窮得只有愛> —At 17
窮得只擁有愛 難以買四兩菜
但窮未曾令我倆下台
口袋只有愛 志氣卻超載
常被人預言並沒有未來 從來不感慨
我 一身債 時時仲爭一蚊過海
我 只知道 豪華是一開口唱 一街都喝彩」
李生：曾聽過小兒子在家播這歌，但一直未有留意歌詞。今此有此機會重
新認識這首歌。他笑說現在不會買不到「四兩菜」，始終覺得許冠傑的歌
詞較「到肉」。認為現在的年青人經常抱怨，未曾體驗物質缺乏的那個年
代。他形容七八十年代的環境較辛苦，每天聽電台播歌，便是輕鬆的娛
樂。相比過往的日子，現在社會環境氣氛較嘈吵，太多負面的言論，認為
現時日子已較輕鬆，但都理解年輕人對自由的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