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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成為張國榮、梅豔芳合作拍攝“烟脂扣”的
背景地方。石塘咀位於堅尼地城前，西營盤後，
包括德輔道西前的貨物裝卸區。
1903 年，港英政府發展石塘咀，使設在水
坑口、皇后大道、荷里活道的妓寨遷往石塘咀。
而 “塘西風月” 也在此地發展，“靚仔”、
“老舉寨”、“鹹水女”（接待洋人的妓女）、
“蛋家妹”（也是接待洋人的妓女）
、“一元”
為“一雞嘢”，就是妓女每次局票（召妓陪酒
的花紙）為一元，而省港大仕稱“妓女”為
“雞”，既然一元召得一雞，後來便稱一元為
“一雞”。
妓女先到酒樓停留，至午夜十二時至一時
才正式大開筵席，埋席時，主人及飯客的背後
均坐著一名陪酒的阿姑，稱為“后土”，若無
“后土”，被笑為“身後蕭條”。妓女尤注意：
“猜飲彈唱”（猜枚、飲得、玩樂器、唱歌）。
石塘咀就是在清初，香港尚未開埠，石塘
咀一帶皆為山地，多花崗岩，俗稱“麻石”，
為上等建築石材，惠州的客人多為石匠，聽聞

第二回考察路綫
第二回考察路綫：
考察路綫：

此地多麻石，便集中此地。日久，一大片山頭

中環綫
中環綫：遮打花園→海旁填海基石→立法
會→皇后像廣場→舊中國銀行石獅→匯豐銀行

被鑿平，採石的地方又陷成一大塘，石匠便稱

銅獅→昔日大會堂紀念牌匾→雪廠街→都爹利

窄，從內向海外望，近海石塘尾的地方，形成

街石階及煤燈。

尖形如鳥咀，便名為“石塘咀”，清乾隆年間，

上環綫
上環綫：西港城→南北行公所→荷里活道
公園→水坑口街→東華醫院→太平山街→廣福

長樂縣石匠名為朱居元的人，在此地立村，名

慈航→卜公花園→文武廟。

完成，更顯荒蕪，無人開發，便以「水坑口地

赤柱綫
赤柱綫：赤柱天后廟→美利樓→赤柱大街
→八間

方狹窄，不能容納太多妓寨，下令搬去石塘咀。」

報名
名： www.ftihk.org / 9303 7033 蘇 sir

妓寨於 1903 年，自中環等地，遷往此地。
（見

為 “石塘”，其地離海較遠，近海的地方則狹

為“石塘咀村”。至二十世紀初，石塘咀填海

議員認為：
「利用妓女嫖客開荒，實在一樂也。」
吳昊：
《香江風月史》
，香港：南華早報，2001）

香江紅燈區
談及上環及西環，也可以注意在水坑口和
石塘咀為其時的“紅燈區”，妓寨林立。水坑

1932 年禁娼，其時洋妓寨集中在：一為中
環荷李活道和雲咸西街；一為在灣仔春園街；
而東洋妓寨在灣仔軒尼詩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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墳和墓的不同
新界人對「墳」與「墓」是有分別的，新
界鄉民傳統習俗，凡有親人去世，慣用土葬，
落葬完畢，就在墳前堆砌石頭，名之曰「墳頭」
，
多數無須立碑。逾十年後，始將先人骸骨挖起，
清理後置入「金塔」
，暫時安置於山邊。富有者
就重金禮聘風水名師，登山尋龍探穴，物色佳
地，興建墓地，開庚放水，刻石立碑，安葬先
人骸骨，名之為「風水地」。

編輯：李國柱

拜。有些人還行古老三跪九叩之禮，虔誠跪拜，
以示隆重。烹飪者於煮其大鑊飯，及傳統之鹹
菜油腐炆豬肉，候拜祭完畢，就席地而食其盆
頭大菜，然後齊齊下山回家去也。
至今時勢變遷，有些山頭汽車也可直達，
毋須擔伙食上山，全族人等，可以浩浩蕩蕩，
乘車前往。飲品隨處有售，紙包裝與罐裝攜帶
方便，登墳拜山者，只三牲果品、香燭衣帛，
便可成行。

新界人稱為「墓」或「地」
，客家人則多稱
為「地」
，如太公地、亞婆地，及有形者如虎地、
蛇地、龜地、蝦地、蟹地等。在清明節拜祭者，
多為山墳；在重陽節拜祭者，則為墓地。凡拜
大公山者，例在重陽節舉行，因重陽節時間較
多也。
重九祭祖，並非只在初九舉行，還可延至
廿九日，俗稱初九為重陽，十九為二陽，廿九
為三陽。廿九日是最後一天，逾期便是十月，
至此鬼皇即將鬼門關閉上，並且下令「戒嚴」，
不與人間接觸。
至於一般新界鄉民重九拜祖，通常分為三
次，第一次是私人掃墓，即小家庭式祭祖；第
二次是房份掃墓，由三數家至十餘家人不等；
第三次是大眾掃墓，即全村同姓，無論已遷出
或分居各地，都共同祭祖，一般都是場面較大。
三者之中，除私人掃墓外，其餘多數擁有
嘗產，有田地樓宇收租，或存於銀行收息，故
每年拜祖而毋須綢繆，只要安排交通工具及安
排一手烹飪，購備一切食物便可。
昔日交通未發達前，新界鄉人登高掃墓，
與今日相比，有天淵之別。無論其祖墳在高山
抑或平地，一出門口就要步行，直到祖墳為止，
還要擔挑炊具、碗筷、杯盤、鐮刀等各樣用具，
還有豬肉、鹹菜、油豆腐、油鹽醬料等物。抵
達祖墳附近，在有水及平坦地方就地取石，堆
砌爐竈，必並派人拾取乾樹枝，以作燃料。首
先洗淨大鑊，就地汲水，落鑊煮滾，放入茶葉，
煮成兩大桶濃茶，供各人解渴。
拜祖人等各自登墳，清理雜草，掃除垃圾，
然後焚香秉燭，擺好牲儀醴酒，齊齊向祖先朝

日期：2007

年 1 月 12 日﹝星期五﹞
星期五﹞

時間：晚上 7:00
地點：君好海鮮酒家
地址：深水埗荔枝角道麗閣邨商場
﹝長沙灣地鐵站 A1 出口﹞
費用：每位 90 元
備註：火鍋任食、酒水任飲
報名：www.ftihk.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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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聖誕及開燈 【遊子】
洪聖宮位於水頭村，約建於明成化年間，本來為一小神壇，
後來逐漸擴建為廟。最近一次重修於 1986 年。洪聖廟內有石
碑記載光緒重修捐助者芳名，及有由鄧鳴鸞、鄧鳴鶴等人分別
於道光元年(1821)及道光九年間(1828)奉立的香爐及化寶鼎。
洪聖與天后都是海神，中國南方沿海漁民甚為篤信。相傳
洪聖大王是唐朝重臣，姓洪名熙，官至番禺剌史，通曉天文地
理，商旅漁船常得他幫助，可惜早逝，為紀念他並祈求庇蔭，沿海漁民建廟祀奉。唐朝皇帝亦封為
南海廣利洪聖大王。每年農曆二月十三為洪聖誕辰，善信皆誠心敬拜，祈求降福。
洪聖誔本於農曆二月十三日，但錦田鄧族則於每年農曆
正月十五奉賀洪聖寶誕，錦田鄰近十二條鄧族圍村於該日送
來花炮賀誕，並於洪聖宮前舉行搶炮儀式。但近年來以改以
抽簽分配。以前各村還炮及領炮均燃放炮竹助慶，但近數年
來已被禁止。錦田鄧族除了在正月十五奉賀洪聖誕外還在當
日舉行開燈儀式。所謂「開燈」即是在上一年度出生的鄧氏
男丁，均需在正月十五日由在家長帶同到祠堂祭祖，並且登
記「丁頭」
，日後就可享有所有族中男丁應享的一切權利。除
此之外，家長要帶備一鍋粥、幾個小菜，到祠堂供族人分享，此為「食燈粥」。

《錦田鄉重建洪聖廟碑記》
錦田鄉重建洪聖廟碑記》
水頭鄉洪聖廟興建於明末清初，于茲三百餘載矣。因歲月悠長，年代遞嬗，雖代有保養，奈楝
宇太陳，牆瓦崩裂，歷經風雨摧毀，已成破舊不完。溯以往修葺可考之記載，一為清末咸豐十年；
一為光緒十六年；最近民國二十六年亦曾少加修飾。時移至今，廟貌全非，頹垣敗瓦，傾塌堪虞，
絕不容因循苟就，而作倖免圖存之計矣。無如廟之儲積無多，歷年收入僅供挹注，屢擬重建，甚感
資力棉薄，難以成功；欲求募捐，孰能慷慨指囷而相厚助。幸賴廟有土地二幅，座落本村側近，荒
置已久，荊棘叢生。爰經眾協議施工整理闢成地盤，劃分建屋單位以適應村眾之需求，藉向本村鄧
族人士投標承投。歷二載時間始告完成奏效，投得港幣玖拾餘萬元，乃組重建洪聖廟委員會，專司
其事。茲者樂觀厥成廟貌重新，巍然煥彩，將見靈光顯赫，永沐神恩，閭里昇平，含熙樂育，澤被
群倫，豈淺鮮哉。謹將重建大略經過，壽諸貞珉，用垂久遠云爾。

韓湘子與藍采和【知事】
從初認識八仙開始，一直都是以「韓湘子
持簫、藍采和執花籃」
，但先前參觀香港藝術館
及台北博物館有關吉祥圖案的展覽，其中資料
均提出新的見解，現同各位分享。
從元人戲曲的角度來看，韓湘子善園藝，
不但有「韓湘子，仙花臘月裡開」一語，在戲
曲中更經常可見其手執花籃。而藍采和在戲曲
中則經常行走歌市中，或手持拍板、魚鼓、簫
笛醉而踏歌，是八仙中與音樂緣份最深的神仙。

事實上，八仙傳說的形成是由宋元以來不
斷積累，直到明代吳元泰的「東遊記」和湯顯
祖的「邯鄲夢」之後，我們一般熟悉的八仙名
字才確定下來，但是透過戲曲小說的流傳，關
於他們手中所持象徵物的說法則不只一種，部
份採用「韓湘子執花籃、藍采和持簫」。
誰是誰非留待大家自行定奪，但現今香港
大部份人所認識及繪畫的八仙圖案，均以「韓
湘子持簫、藍采和執花籃」為主，若有同好發
現香港有「韓湘子執花籃、藍采和持簫」圖案，
煩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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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工具十分落後，他們可能只是將大樹挖空作
船，因而十分需要了解漁汛及潮水的活動情
形。我們將所有石刻的位置用線連接，便發現
石刻所在地，是香港境內大片捕漁區域。
再由石刻周圍觀察，大多數石刻都離水面
幾公尺及前面有一平台，蜑民可能在石刻前作
宗教祭祀，保佑作業平安，得享太平，其動機
與近代人興建廟宇有點相似。
石刻之謎是很難確定，它們用作捕漁、祭
祀或一些圖騰標誌呢？總括而言，這些是蜑民
生活在這區域所遺留下來的特殊符號。

雞屎藤【PL】
雞屎藤屬茜草科（Rubiaceae）
，雞屎藤屬，
學名 Paederia scandens (Lour.) Merr. ，別稱
雞矢藤、雞香藤、白雞屎藤、牛皮凍、五德藤，
全株具特異臭氣味，故名為雞屎藤。
多年生蔓性
草本，夏季開

古石刻(二) 【興儀】

花。莖與葉有
毛；葉狹卵形，

上回題及古石刻﹝第 11 期﹞，古代摩崖石

梢端者廣披針

刻的含意是最令專家、學者傷透腦筋，各有自

形，銳尖基部為

己的看法。唯一統一的見解是由古代蜑民所
刻，但其作用及刻紋的意思，沒有統一的看法，
大家只能互相推測。
石刻的圖案都比較複雜及抽象，其花紋特
徵是幾何線條、生物及不定形的抽象花紋，各
有不同，但彼此是互有關連的；它可能是代表
不同年代的圖紋趨勢，由幾何花紋發展到生物
抽象圖案。整個古代年份，估計是由公元前一
千二百年至公元前一百年，距今約三千多年左
右？但也有所保留。
石刻應不是為藝術而雕造，因為當時物質
條件的限制，如沒有實際的作用，相信沒理由
花費這樣大的精力和時間，他們的一鑽一鑿，
用原始的石器，經年累月所鑿成。
估算蜑民們是想將附近的水流及漁汛的位
置記錄下的標誌，以供作為捕漁參考之用，以
免發生危險或知道何處為理想捕漁區。當時生

心形。聚繖花
序，花冠為白色，內面紫紅色，筒狀，4~5 裂。
根有袪痰、鎮咳、袪風、止瀉之功效。主
治感冒咳嗽、風濕、痢疾、腎臟疾患等。莖葉
有解毒、袪風、止咳之效。是水土保持植物，
綠廊，根及莖可藥用。在新界鄉村，有一種用
“雞屎藤葉”製成之茶果，用粘、糯米參半，
混入雞屎藤葉摏成幼粉，滲加糖水，重複搓勻，
搓成丸狀，用蕉葉或竹葉墊底，猛火蒸熟。
清明節是鄉民採藥的時節，因為節屆三
春，萬草萌芽，鄉民趁此期間，盡量採摘適用
之草藥，曬乾或醃鹹，以備不時之需。
最常備者有苦梅根、洗衫板根、山甘草、
崗油蔴根及外感草藥等。以上各藥，各有其效，
如苦梅根與洗衫板根是治熱氣之特效藥，山甘
草根適用於風火牙痛或生牙瘡等。崗油蔴根是
治屙嘔肚痛、絞腸痛之聖藥。

「旅遊之友」第 13 期會刊 2006 年 12 月 （免費刊物•歡迎傳閱） - 第 4 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