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05風物地理004

●欽州街小販市場　閔捷攝

●欽州街小販市場內部　閔捷攝

香港深水埗，曾經是製衣業中心，如今

仍有 350家中小企業和批發、零售商。

欽州街小販市場被稱為“最後的布市

場”，原來香港製衣業發達的時候這裏

只做批發生意，如今面臨拆遷，攤主靠

零售苦苦堅守。不遠處的美荷樓是香

港第一個公屋項目—石硤尾村的第

四十一座，從這裏可以穿越回舊日的

香港。

深水埗位於九龍半島西北部，曾以紡織

製衣業聞名於外，由此帶動周邊行業發

展，形成多條特色街道。記者來到深水

埗，從欽州街穿行，一路經過汝州街、

基隆街，這裏的樓群保留著 20 世紀

五六十年代香港的影像。

前港九纖維布匹批發商聯會會長列永

同說：“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深水埗是

東南亞最大的布料市場，這幾條街曾

經遍佈的以售賣布料為生的店舖數量

超過 1,000家。以時尚、潮流著稱的深

水埗是新加坡、泰國等趨之若鶩的布

料批發地。”而如今的深水埗恐怕很難

和“時尚”二字聯繫起來。泛黃的唐樓

外壁被時間沖刷得只剩下陳舊，暴露

在牆體外部的水管與冷氣機外機交織

相錯，白底紅字的招牌被鏽跡斑駁得

掩蓋了原來的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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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RY 01

深水埗的記憶鏈

殷曉媛　閔捷

●今日美荷樓　閔捷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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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 記

這篇稿子是“香港故事”欄目的開篇，還記得當時採訪後我和閔老師到美荷樓

生活館喝咖啡，這裏曾一度被一場大火燒毀，如今又原地重建，並活化成新的

模樣。其實香港從來都不缺故事，少的是願意靜下心來聽故事的人。後來的日

子裏，每當遇到採訪過的相關事件，就會瞬間被拽回去，這也變成了屬於我的

記憶鏈。（殷曉媛）

床架屋，算一算也不過就是五六十年過

去。這一頁翻過了歷史的落差，但貧富

的落差卻成了漏網的風景，深水埗見證

了香港的前世今生。

如今的美荷樓一側已經改造為“美荷樓

生活館”，並向公眾免費開放， 另一側

活化為青年旅舍以吸引各地遊客入住。

根據政府的規劃，今年下半年將推出以

時裝為主題的旅遊活動，未來還將在深

水埗推出結合歷史文化和多媒體創意的

科技旅遊項目。

●美荷樓生活館內部　閔捷攝

穿過深水埗警署就到了臨時搭建在荔

枝角道 373號的欽州街小販市場。這裏

俗稱“棚仔”，顧名思義，以塑料布互

相拼湊，依靠大樹而搭建成有屋頂的

市場。

走進“棚仔”，詢問是否有專門售賣日

本布料的店，被帶到了位於“棚仔”中

央位置的“信昌布行”。日式和風布，

柴犬、貓咪等卡通圖案，青花瓷扎染布

等各式各樣的產於日本的布料疊放在狹

小的空間。店主何小姐說：“我主賣日

本布，定期會飛往大阪跟布商訂貨，

還可以幫客人尋找他們想要的特定布

料。”記者選購了一塊純棉印花布料，

靠木棉花打成紗再織出來，穿著舒適。

列永同說：“以前附近的製衣廠會將剩

餘的製衣布料轉售給‘棚仔’，‘棚仔’

的顧客也大多數是低收入者。” 而如

今，這裏被稱作“最後的布市場”。

隨著全球化日益發展，歐洲及日本等

國供應商開始在內地設廠售賣布料。

“2000年後香港布料市場縮小，深水埗

也隨之減少了一半左右。”列永同回

憶道。

五年前，由跨界別人士組成的香港服裝

發展委員會為鼓勵紡織及製衣業轉型升

級，提出將深水埗和長沙灣一帶的成衣

製造業整合起來，以打造服裝潮流集散

地。如今，深水埗時裝及設計基地這一

構想已初步落實。“我們的初衷是把深

水埗打造成香港的韓國‘東大門’，成

為時尚和設計基地。”香港服裝發展委

員會成員何國鉦在談到重塑深水埗時

說道。

一棟五層高的樓內，分別有布料售賣

區、樣品展示區、工作室、配料區、公

共空間等，這就是即將建造的位於深水

埗通州街的時裝及設計基地。何國鉦

說：“建造這樣一個基地可以為本土設

計師提供設計、製衣和零售等一條龍的

工作空間，集中培育設計人才的創新能

力和營銷能力。”“我的父親是製衣業

供應商，小時候會經常跟隨他來深水

埗，深水埗有著自己的歷史，它只是缺

少了包裝，需要時間來尋回。”何國

鉦說。

記者來到距此不遠的美荷樓，它的前身

是安置災民的徙置大廈，導演吳宇森小

時候也曾居住於此。收音機、縫紉機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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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炎烈日下的香港赤柱正灘，兩種水

上運動項目在這裏交匯—皮划艇和

賽龍舟。震天的鑼鼓和吶喊聲中，人

們的目光不自覺地被龍舟吸引過去。端

午將至，長洲島、沙田、香港仔、荃

灣⋯⋯香港多個海灘被“賽龍舟”這

項古老而年輕的運動“佔領”。

與內地賽龍舟大多在江河中進行不同，

由於坐擁多個開闊平靜的港口，香港的

龍舟比賽大多在海中進行。目前香港有

近 280支龍舟隊，每年有近 60場大大

小小的比賽，比賽密度和隊伍均堪稱世

界之最。而賽龍舟，對港人來說，也不

僅是端午才出現的民俗項目，更成了他

們生活方式的一部分，點燃他們平淡生

活的高光時刻。

記者在赤柱海灘邊見到剛從龍舟上下來

的蔣肇軒，他是閃耀永明龍舟隊的划槳

手。在賽前繁忙的訓練之餘，他對記者

講述了他第一次參加比賽的情形。

“我大腦一片空白，好像連怎麼划槳都

突然忘記了。”蔣肇軒說。那是一場真

正的比賽，鑼鼓聲中，飛濺的水花打濕

了他的眼睛和身體。還來不及擦一擦，

他就要立刻集中精力，划第一槳。這與

平時訓練有熱身、上船再慢慢滑到比賽

場地不同。他說：“我沒有辦法，看了

一眼身邊的隊友，心想硬著頭皮上吧。”

香港龍舟錦標賽的賽道一般長 300米，

到達終點要划 100板到 120板。“這 120

板，每一板都需要高度專注，全力以

赴。”擔任了近 20年龍舟教練的侯志

輝說。“為鼓足力氣，划前 30板時，我

們都是不能呼吸的。”香港福建菁英龍

舟隊的划手趙松梅告訴記者。不同的龍

舟隊伍有不同的技巧和“戰術”，趙松

梅的隊伍前 30板會拚盡全力划。

臨近端午節，趙松梅所在的龍舟隊已連

續五個週末參加各類比賽。與所有的集

體項目一樣，賽龍舟也要經過嚴格的訓

練。每週一、三、五的晚上，趙松梅都

會到葵涌貨運碼頭，在燈光和汽笛聲

中與隊友一起訓練兩個多小時。“我從

七八歲就開始接觸龍舟了，”在福建農

村長大的他，小時候經常在龍舟上度

過。“記得有一次我剛開開心心地跟大

人一起坐龍舟回來，就看見媽媽拿著竹

條在岸上等著準備揍我。”

●閃耀永明龍舟隊隊員在練習時合

影　呂小煒攝

STORY 02

海上龍舟　 

承載燃情歲月

周雪婷

●閃耀永明龍舟隊隊員在赤柱正灘練習　呂小煒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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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速度。大家的統一、協調和默契才最

重要。”蔣肇軒說。

在一聲聲的“Power Up”中，蔣肇軒所

在的龍舟衝過終點線。兩分多鐘，120

板，“上了船你就會明白，每一板我們

都在拚盡全力。”

回望與龍舟多年的緣分，趙松梅說，喜

歡划龍舟不僅能鍛煉身體，還能更痛

快、更熱血地感受運動的激情；蔣肇軒

則表示，在龍舟上，他不僅見過香港最

美的海景，也明白了集體的真正含義。

侯志輝說，全力以赴地前進、集中精力

地拚搏、整個團隊的妥協、親密無間的

合作，這就是賽龍舟裏透著的哲學。

離開採訪現場時，記者坐到了一艘龍舟

上。小小的座位只能容納一個人，在搖

搖晃晃的海面上，將槳插入海面，而周

圍的龍舟已經划出了很遠。漂泊在海上

的龍舟，不僅承載著港人的快樂與信

念，也承載著他們的燃情歲月。

手 記

去採訪那天，香港的氣溫創下了全年最高紀錄，而在赤柱海灘上賽龍舟的氣

氛，似乎比當天的氣溫還要高。我站在海邊，看他們坐在龍舟上一起揮動船

杆，一起齊聲吶喊，瞬間就被這樣集體運動的氛圍所感動。

一直聽人說，香港是傳統與現代相結合的城市，這一點在賽龍舟這項運動中體

現得再好不過，雖然是端午節的傳統運動，但在香港被發揚光大，成為不少公

司團隊建設的項目，不少外國人也十分樂意參與其中。資深龍舟教練告訴我，

龍舟有 3C精神：Concentrate（集中），Cooperation（合作）和 Competition（競爭），

秉承著這 3C精神，隊伍才會取得好成績。（周雪婷）

●閃耀永明龍舟隊隊員在赤

柱正灘練習　呂小煒攝

15 歲從福建來到香港以後，趙松梅一

度斷了與龍舟的牽連。直到 2015年，

他經朋友介紹加入了香港的龍舟隊。入

隊後，他深深感受到香港龍舟運動的繁

盛與發達。目前，香港有國際龍舟邀請

賽、香港龍舟嘉年華、香港龍舟超級聯

賽等多個國際性賽事。而他的隊友也不

僅是香港市民，超過 80% 的龍舟隊中

都有外籍人士加入。

“賽程過半時，有的隊員已體力不支，

有的隊員還有餘力，但勉強還能維持統

一。”蔣肇軒清晰記得龍舟比賽時的種

種細節。按照船的大小，香港的龍舟可

分為大龍、中龍和小龍。一般參加國際

標準賽事的龍舟是中龍。船上會有 18

到 20名隊員、一名舵手和一名鼓手。

香港幾乎沒有專業從事賽龍舟的運動

員，所以同一條船上的隊員平日的身份

完全不同。在工作日，他們是裝修工

人、寫字樓文員，或是政府工作人員；

而在週末，他們才換上統一的隊服，在

一架小小的龍舟上同舟共濟。蔣肇軒是

金融從業者，趙松梅是一名廚師。

龍舟教練侯志輝說，在龍舟上，隊員們

沒有了不同的社會身份和階層差異，而

是回到人與人之間最樸素的情感—

為了一個目標而拚盡全力，這也是賽龍

舟最美的地方所在。

不僅是普通人，香港還有一支名為“黑

武士失明龍舟隊”的盲人龍舟隊，侯志

輝在隊中擔任顧問。隊伍中一半是盲人

隊員，一半是義工。龍舟給了盲人們生

活的快樂和動力，有盲人隊員形容“龍

舟改變生命”。

終點近在眼前，還有最後 40板。這是

蔣肇軒感覺最為疲勞，也最為擔心的時

刻。由於體力原因，他發現隊友們的節

奏幾乎都亂了。

關鍵時刻，蔣肇軒不記得是誰喊起了他

們平時的口號：“Power！Up！”不同

年紀、不同職業的隊友們突然又有了統

一的節奏，喊“Power”時槳向下插，

喊“Up”時統一提起手臂。

“在公司工作時，總覺得誰的業績最好

誰就最叻，而到了龍舟上，發現真的不

是這樣，划得最快的人一定不能心急。

因為一個人的‘快’，並不能提高集體

●龍舟划手蔣肇軒在岸上訓練　呂小煒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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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常自稱住在“石屎森林”，形容

在這座人多地少、建築高且密的城市

從下往上望的觀感。但從另一個角度

來看，香港也被不少人稱為“天台城

市”，其獨特的天台文化在鋼筋水泥之

上演繹著各色別具溫度和趣味的風景。

透過天台上的風景，可以看到香港人的

生活百態，更可一窺這座城市過去數十

年的別樣記憶。

唐樓天台上的“空中村落”

法國攝影師羅曼．雅凱—拉格雷茲來

香港八年，過去兩年間把鏡頭聚焦在九

龍區舊式唐樓的天台上。這些天台面積

通常都不大，不少還因鋪設管線、架設

天線等而頗顯局促。但香港居民利用這

有限空間進行的活動顯然超出不少人的

想像：練武、祭拜先人、拍攝時尚大

片、搭帳篷露營⋯⋯

把通常在地面、室內或庭院進行的活動

“搬”到天台上，顯示出香港人的無限

創意。在雅凱—拉格雷茲看來，這是

香港獨特的一面，也是他試圖藉助鏡頭

留下的記憶。畢竟，隨著城市的發展，

越來越多的舊式唐樓逐漸被現代化大廈

取代，這樣充滿煙火氣息的唐樓天台文

化或將慢慢消逝。

香港的唐樓天台文化可以追溯到 20世紀

50年代。據香港特區政府數碼史料平台

“香港記憶”記載，二戰結束後，大批內

地移民湧入香港，不少移民在山坡或市

郊搭建寮屋居住，也有不少人在親友所

住的唐樓屋頂自建“天台屋”。

那時不少唐樓的天台相互連通，儼然成

了“二重地面”。住在天台屋的人家甚

至把原先在農村養雞種菜的生活方式

“移植”過來，組成“空中村落”。

幼年曾住在九龍城唐樓天台屋的沈慶喜

回憶，天台屋沿著天台邊緣搭建，圍出

中間一片空地，供孩子們玩耍。曾經的

唐樓居民劉榮光則說，唐樓居民時常上

天台乘涼、聊天、賞月，天台在那個年

代堪稱“社區中心”。

“天台武館”和“天台學校”

唐樓天台也在相當程度上促成了 20世紀

60年代前後的香港武館“黃金時代”。

據統計，當時香港的武館數量多達 400

STORY 03

天台之城　風景百變

郜婕

●香港銅鑼灣的一處天台　王申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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穫。我學到不少東西，打算以後嘗試在

家盆栽種菜。”

希慎企業可持續發展經理余婉珊介紹，

希慎廣場在設計階段就考慮開設天台花

園，在樓頂防漏、承重等方面都有特殊

設計。種菜活動為身居都市的市民提供

體驗田園樂趣的機會，還與周邊學校合

作，教育下一代親近自然、為減輕都市

熱島效應出一份力。

如果說早年間香港居民對天台的種種活

用體現的是在擠迫生活空間下的靈活變

通，如今像天台花園這樣越來越多湧

現在現代化大廈屋頂的創新，則在這座

“石屎森林”之上添上了新的風景。這

新舊兩種風景折射出香港的多元化，正

如雅凱—拉格雷茲所說：“香港是一座

充滿多樣性和細節的城市。你不親眼目

睹，難以想像它的樣子。”

手 記

以前說起香港的天台，我首先會想到電影《無間道》裏兩名主角在天台對峙的

場景。的確，不少香港電影中都有在天台取景，香港的天台也藉由電影成為不

少人心中對這座城市的標誌性印象之一。

經過《天台之城　風景百變》的探究和寫作，現在再提起香港的天台，我腦海

裏會一時湧現出數不清的畫面—既有唐樓居民憶述的充滿煙火氣的“天台村

落”、黑白照片中以藍天白雲獅子山為背景的“天台學校”，也有正午陽光下在

30多層高的天台菜園裏勃勃生長的瓜果、夜幕降臨後在購物中心天台放映電影

的銀幕……對這座城市的印象，也隨著關於天台的印象一起，在時空兩個維度

變得豐滿厚重。這豐滿厚重，緣於今昔多元風景的對比，從中能看出這座城市的

發展變化，也能發現港人在有限空間中靈活變通的特質一如既往。（郜婕）

●銅鑼灣，一名男子在搭有遮

陽傘的天台上曬日光浴　王申攝

多家，大多設在租金相對低廉的天台。

有居民回憶，每到黃昏，各武館師兄弟

在天台練習拳腳兵器套路或舞龍舞獅技

藝，伴著鑼鼓聲，成為老香港的一道獨

特風景。

1953 年石硤尾大火燒毀大量寮屋後，

香港開始大規模興建徙置大廈，供原

先自建寮屋、天台屋的人家租住，香

港居民的“天台空間實踐”也由此延伸

至徙置大廈屋頂，最為典型的就是“天

台學校”。

那時不少徙置大廈的天台都被慈善團體

用來開辦學校，以低廉學費為大廈租戶

子女提供基本的教育。在那個教育還未

普及的年代，“天台學校”為香港基層

家庭子女提供了難得的接受基礎教育的

機會。

“香港記憶”收藏了多張記錄“天台學

校”上課場景的照片。照片中，黑板和

課桌椅露天整齊擺放，背景是藍天白雲

和獅子山，學生在老師帶領下識字、做

操。照片說明寫道：“天台學校位置便

利，學費廉宜。儘管學校設施簡陋，師

生關係卻不失親厚。”

鬧市之上的“田園風光”

如今，“天台武館”、“天台學校”都已

隨著時代變遷逐漸消失，但香港人對天

台空間利用的創新仍在延續，“天台酒

吧”、“天台電影院”、“天台農圃”層

出不窮。位於銅鑼灣希慎廣場 38層的

天台花園，約 800平方米的範圍內設置

了數十塊菜地，種植著數十種瓜果蔬

菜，呈現出與樓下繁華鬧市截然不同的

“田園風光”。這個天台花園每年舉辦

三期種菜活動，每期持續約三個月，參

與者多為在附近居住或上班的人。

正值天台花園定點開放時間，公司文

員夏女士從金鐘坐兩站地鐵趕來，料

理她的菜地。“這裏一般中午和週末開

放，只要開放我都儘量來，看看我種的

菜。”她說。

種菜活動頗受歡迎，每期約 100個名額

通常要從數百名報名者中抽籤決定。夏

女士與其他不少參與者對種菜都是“從

零開始”，“好在這裏有專業的菜農指

導我們開田、播種、搭架、施肥、收

●攝於 20世紀 60年代的香港黃大仙徙

置大廈的“天台學校”　香港記憶館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