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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0日至2月19日，一年一度
的香港春节彩灯展“桃花池畔凤求
凰”在香港文化中心露天广场迎客。
在现场，游客们看到香港尖沙咀海滨
流光溢彩，格外迷人；熙熙攘攘的人
群、璀璨的春节彩灯，为农历新年增
添了浓浓的节日气氛。

“凤凰”彩灯寓意“鸡年”

据主办方介绍，这次的彩灯展以
“凤凰”寓意“鸡年”，象征“凤飞翱
翔，四海求凰”的祥瑞之意。灯展以
凤求凰的故事作为主背景，配以一群
成双作伴的灵鸟，穿梭在桃花之间，
祝愿香港市民新春快乐，天下有情人
幸福美满。

在现场，观众们可以看到两只绚
丽夺目的凤和凰分别位于左右两水池
的各一边，相互对望，尾巴上装有 5
种颜色不同的发光二极管彩灯，一只
凰站立在桃花走马灯上正在求爱，一
只凤则以翱翔姿态追寻所爱。一个大
型祥云拱门将两边的灯饰相连，人们
可从蓝白两色相间的祥云
拱门下方通过，体验节日
的浪漫和欢乐。

祥云拱门的周边被桃
花池环绕，池中飞翔着种
类 不 同 的 灵 鸟 ， 寓 意 吉
祥。鸳鸯代表夫妻恩爱、
家庭幸福，喜鹊象征好事
连连、喜气临门，丹顶鹤
寓 意 长 寿 安 泰 、 忠 贞 尊
贵，鹦鹉则意味着聪明伶
俐、吉祥快乐。

设计这次彩灯展的灯
饰设计师邓崇放从事这行
超过 10 年，和香港特区康
乐及文化事务署合作过多
次的他说，与以往相比，
这 次 的 彩 灯 展 增 加 了 装
饰，祥云采用的白色发光

二极管灯在视觉
感观上更顺畅、

显得不刺眼。

兼顾中西节日文化

据悉，此次彩灯展将持续至２月
19日，横跨春节、元宵节及西方的情
人节。主办方香港康文署将传统与创
新结合，兼顾中西方节日文化特色，
为市民及游客呈现一场精彩美妙、极
具意趣的视觉体验。

除了文化中心的彩灯展，主办方
还将于２月 10 日及 12 日分别在新界
西沙咀道游乐场、新界东北区公园举
办另外两场灯展。这３场彩灯展都会
有走马灯、灯谜竞猜、民族歌舞、杂
技及手工艺等表演活动。据主办方透
露，３场活动预计将吸引近 59 万香
港市民及游客参与。

喜庆氛围一如既往

“有桃花，有凤凰，有吉祥鸟
兽，配上炫目的灯光，大人小孩都喜
欢看。”余小姐说，自己和家人一起

来看了彩灯展后感觉很喜欢，决定到
了元宵节继续来观赏，届时热闹的人
潮可能会增添更多节日的氛围。她
说，每年的灯展都设计得很有特色，
喜庆的氛围也一如既往。

比如在2016年中秋节，香港举办
名为“飞奔到月球”的专题彩灯展，
嫦娥、吴刚、玉兔等多个家传户晓的
传统神话故事人物和小动物化身成彩
灯，出现在香港太空馆外的水池。
2016年元宵节，香港康文署举办了3场
大型彩灯会及彩灯展，供市民赏灯猜
谜。香港本地师傅扎作展览《金猴献
瑞贺元宵》，以“西游记”中西行求法
的故事为题材，祝愿香港市民新春佳
节好运。

而在 2015 年，香港文化博物馆
邀请了本地师傅以传统方法制作大型
彩灯，名为“三羊启泰迎财神”，为
观众送上喜洋洋、乐洋洋的好兆头。
文化中心露天广场摆设色彩缤纷的彩
灯装饰，包括以亚洲不同国家与地区
的嫁娶风俗为题的春节彩灯展《亚裔
喜相逢》，让游客拍照留念。

桃 花 池 畔 凤 求 凰

香港彩灯展 喜庆气氛浓
本报记者 柴逸扉

香港快递

据香港《文汇报》报道，年近岁晚，香港市民纷纷
置办年货及购买贺年饰品，希望新一年鸿运当头。不少
市民近日到湾仔太原街一带购买贺年物品，包括挥春

（春联）、吊饰、利是封（装压岁钱的封袋）等。有商户
称，为配合年轻家庭的喜好，近年购入较多新颖的立体
饰品，今年以应节的鸡公仔最受欢迎。农历新年属大节
日，市民消费不大会省钱，预计营业额同比上升10%。

春园街一间文具店负责人张女士说，虽然贺年饰品
来货价贵10%，但为吸引消费者也不敢加价。有市民于

圣诞节减少消费，留待农历新年时办年货，加上今年市
道稍有改善，所以看好今年销情，估计营业额较去年增
加10%。

张女士说，配合年轻家庭的喜好，近一两年购入较
多新颖的立体饰品，当中以应节的鸡公仔最受欢迎，但
长者则喜欢购买传统纸品挥春，而外国人钟情具传统中
国元素的产品，例如鸡、狮头、龙头等，“鸡的吊饰走货
最快。”利是封方面，张女士称年轻夫妇喜欢粉色利是
封，如金粉色、紫粉色等，因此也预备多款颜色利是封
让顾客选购。

于太原街经营排档的谢女士说，挥春来货价与去年
相当，但挂饰成本则同比上升10%，不过，新年是中国
人的大节日，“新年不会省”，所以市民消费意愿不错，
期望营业额同比增10%。谢女士又称，今年最受欢迎的
是鸡的灯笼状立体吊饰，“好卖时会一日扫光十几包。”
日本人、尼泊尔人及欧美人士则偏好舞狮、大狮头、炮
仗等饰物。

于利东街囍汇商场出售利是封、请柬的印刷店负责
人林小姐说，今年是搬到商场内的第一个农历新年，暂
时难以估计营业额，仍然是“在试水温”，至今“生意一
般般，够交租”，但庆幸有市民因怀缅昔日利东街盛况特
意到场。她坦言，以前整条利东街“成行成市”，产生协
同效应，但现时商场内只有一两间喜帖店，经营上比较
辛苦，希望商场增加宣传，也会靠口碑吸引顾客。

林小姐说，今年推出较厚、有质感的利是封，而价钱
较传统利是封贵10%至20%，加上印刷、来货等成本上升
约10%，所以利是封价格也有调整。近年有较多人自己设
计利是封、请柬及贺年卡，年轻人也偏向使用粉色、紫
色、米色等利是封，渐趋向西化；反而外国人仍爱好正红
色及印有龙凤图案、“囍”字的利是封。 （吴 歌）

宝 岛 春 运宝 岛 春 运
当大陆春运如火如荼展开时，宝岛不同地

区人群也开始了年度大迁徙。两岸同文同种，
风俗相近，大陆同胞看重新春佳节阖家团圆，
台湾人同样享此习俗，也要在春节和和乐乐地
团圆庆贺一番。

由于台湾不同区域发展水平有差异，北部
经济相对发达，不少人将之作为“北上广”式
的拼搏场，不少家乡在中南部和东部的人背井
离乡来此奋斗。逢年过节，这些人要回到家乡
与亲人团聚，宝岛春运便应运而生。

据报道，从台北到花莲和台东的公路难
走，许多路修在悬崖上，险阻多、通行量受
限，去花东的火车票因此成为稀缺资源。从台
北去花东的火车票平时就不好买，春节期间更
是一票难求。台湾铁路自今年1月5日凌晨零时
起开放东部干线列车订票，截至当日上午 9 时
止，已完成 40余万张订购，长途的自强号列车
的座位基本售完，仅剩部分短途和红眼 （指夜
间行驶） 的座位。东部干线一票难求，西部干
线票源同样紧张，今年台湾西部线不少班次几
乎刚一发售便被抢空。

与大陆以电话订购火车票须于订购后限期
取票类似，预订台铁春运期间的车票，也须于
订票成功2日内 （含订票当日） 在台铁局各计算
机售票车站、邮局及便利店取票，或利用“网
络信用卡付款购票系统”付款购票。逾期未取
的车票将重新释出，为发售当天未成功抢到票
的乘客重新提供机会。

为保障乘客权益，台湾铁路今年更新订票
系统的防黑客措施，开放订票第一分钟瞬间进
线量为 16 万多笔，比起去年的 38 万笔几乎减
半。除台铁加强订票系统防黑客机制外，台湾

“铁路法”去年也加重对于铁路黄牛的处罚，罚
款提高5倍至30倍，用不当程序订票者也会处5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处 300万元新台币以下罚金，
以最大限度杜绝倒票。

在铁路运输之外，搭乘飞机、高铁、客运
大巴和自驾也成为台湾返乡族的选择。为保障
运力，金门、澎湖与台北等地往返的飞机加开
了多趟班机；台湾高铁在今年春运期间也将加
开400班次列车，较平时班次增加约33%；台湾
各家公路客运公司在春运期间通常也会相应加
开班次。一般情况下，台湾高速公路管理部门
还会在春节交通较繁忙的几日实施“高承载管
制”，规定一辆车内必须搭乘 3 人以上才能上
路，尽量避免车子在路上“空转”。台湾媒体同
样加强了对交通情况的通报，让台湾民众的回
乡路更加平顺。 （华 欣）

香港贺年饰品：鸡公仔受热捧

台湾鸡年鸡趣大盘点台湾鸡年鸡趣大盘点
本报记者 张 盼

鸡年说鸡，你会想到什么？刚从台湾回来的记者，最
念念不忘是风靡宝岛的鸡美食。盐酥鸡、三杯鸡、麻油
鸡、桶仔鸡……独特做法，台湾风味，从餐厅到夜市，处
处飘香。同为吃货的你，如果也能报出一长串，记者倒不
意外。只是你知道台湾有人姓“鸡”，不少地方也以

“鸡”字入名吗？且听记者细细道来。

台湾鸡美食知多少
三杯鸡发源于江西省，相传与民族英雄文天祥有

关。南宋末年，文天祥抗元被俘。一位江西老婆婆得知
文天祥即将被杀，就带了一只鸡和一壶酒来狱中探望。
在狱卒老乡帮助下，老婆婆见到了文天祥。她把带的鸡
切成块，在瓦钵中倒上三杯米酒，并用小火煨制，随后
将这道菜献给文天祥。狱卒回到老家江西宁都后，每逢
文天祥祭日，必用这道菜祭奠他。后来，厨师将三杯酒
改成一杯甜酒酿、一杯酱油、一杯猪油，并用江西宁都
特产的宁都黄鸡做原料，便成为如今知名的三杯鸡。

此菜后成为赣菜经典，并入选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创
新菜单。它同样流传到台湾，成为台菜的代表性菜品。客
家人将做法带至台湾，经改良创新，用台湾米酒代替甜酒
酿、黑麻油 （或香油） 代替猪油，同时加入罗勒 （九层
塔） 提升香气，菜肴便有了台湾风味，如今两岸做法小有
差别，同样风味绵长。

台湾麻油鸡则源自川菜，以鸡腿为主料，加入芝麻油
烹制而成。台式麻油鸡主要材料只有麻油、土鸡和老姜三
样。麻油指的是胡麻油，但并非大陆西北和内蒙古一带的
亚麻籽油，而是将黑芝麻焙炒后冷压所得之油，色泽深褐
近乎黑，香气馥郁浓厚，故而得名。

台湾乡亲相信麻油鸡可以温补，为冬令进补佳肴；妇
女产后“坐月子”，更是非吃麻油鸡不可。因为麻油能够
帮助子宫收缩，鸡肉也有滋补身体之效，而老姜能驱寒除
湿、行气活血，民间认为孕妇分娩时吸入不少“风”，多
吃点老姜可以去风。

桶仔鸡是台湾知名民间小吃，几乎遍布各
美食贩售渠道，它通过密闭式的焖烤原理，让
食物烤出来不发黑、不沾炭灰，皮层酥脆皮层酥脆，，外外

焦里嫩焦里嫩。。盐酥鸡更是位居台湾人最为热爱的夜市小吃头盐酥鸡更是位居台湾人最为热爱的夜市小吃头
名名，，鸡排名列第二鸡排名列第二，，排名如此之高排名如此之高，，鸡美食在民众心中的鸡美食在民众心中的
地位可见一斑地位可见一斑。。

真姓鸡真姓鸡，，不信看身份证不信看身份证
““全台湾只有我家姓鸡全台湾只有我家姓鸡。”。”以这种方式来自报家门是以这种方式来自报家门是

不是非常酷炫不是非常酷炫？？桃园市年轻男子鸡启贤每每因此引来关桃园市年轻男子鸡启贤每每因此引来关
注注。。鸡启贤何许人也鸡启贤何许人也？？高中时便有高中时便有 182182 厘米身高厘米身高，，体型体型
壮硕的他壮硕的他，，由于姓氏奇特由于姓氏奇特，，成长过程中一直是校内风云成长过程中一直是校内风云
人物人物。“。“姓鸡要乐观姓鸡要乐观，，开得起玩笑开得起玩笑。”。”鸡启贤说鸡启贤说，“，“一出生一出生
就叫小鸡就叫小鸡，，绰号有鸡排绰号有鸡排、、鸡屁股鸡屁股、、鸡胖鸡胖，，连老师也跟着连老师也跟着
叫叫。”。”

炸鸡何其美味，鸡启贤难抵诱惑却常被同学开玩笑，
“干嘛吃自己人。”路上看到鸡就被同学闹着要“认兄
弟”，老师也在课堂上突然问他：“天亮了，你怎么不
叫？”鸡启贤说，“我只好咕咕咕。”

当别人理直气壮地报出常见姓时，鸡启贤说自己姓
鸡，偶尔还被认为是恶搞。他曾在上学时被教官拦住，斥
责他制服乱绣名字，还要记违规，“看学生证才相信我”。
又有一次骑机车违规左转，警察问他名字，不愿相信还骂
他“不要骗警察”，他只好出示身份证。

鸡启贤说，从军的祖父鸡廷昌随国民党军队到台
湾，原住在新竹市眷村，后来搬到中部，“九二一”地震
时成受灾户，迁到桃园定居至今。他听长辈提及姓氏由
来，因祖先得罪朝廷，南迁隐姓避祸，见树下鸡群引发
灵感；另一说法是鸡与田、布、老并列广东省佛山的土
著四大姓氏。三国时代越族走海路到佛山垦荒，因环境
恶劣，姓鸡以许愿过丰足生活。他说，父亲鸡勋昭曾通
过户政系统找亲戚。他还说，“我以后要生儿子，姓不能
断绝”。

宝岛鸡地名大搜索
说过了姓鸡的人，台湾各县市地名中有多少以“鸡”

入名？有心人通过台当局地政部门“地名资讯服务网”进
行检索，发现在台湾 22 个县市中，穷尽行政区域、聚

落、自然地理实体、具有地标意义的公共设施和街道等所
有类别，共有近150个“鸡地名”（包含历史地名），且颇
富闽南、客家等族群文化特色。

据检索，“鸡地名”最多的是村社聚落和自然地理实
体。根据台官方公布的地名沿革与文献历史，这些地名
大多已存在并流传了数百年，可追溯到大陆移民早期开
发建设台湾时。但“鸡地名”分布不均，比如台北未发
现含有“鸡”字的地名，而其邻居新北市含“鸡”地名
却层出不穷。

台湾基隆市旧称“鸡笼”，但据说“鸡笼”之名只是
个语言上的误会。基隆地区早年曾是凯达格兰部落生活
的地方，“格兰”发音近似闽南语中的“鸡笼”，加之附
近有形似鸡笼的山丘，因此被称为基隆。直到清朝光绪
元年设“基隆厅”时，鸡笼才改为同音的基隆，取“基
地昌隆”之意。

检索显示，台湾的“鸡笼山”不止一座。距离基隆
不远的新北市瑞芳区，也有鸡笼山，因山形如鸡笼而得
名，又称大肚美人山。南投县集集镇同样有一座鸡笼
山，海拔 300 米左右，看上去也很像鸡笼。高雄楠梓区
有“鸡笼厝”，国民党于 1949 年败退台湾，当地成为

“中华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员工宿舍所在。因匆促赴台，
建屋材料缺乏，不得已利用美军移交的军用活动房屋建
材造房。这种房子用铝铁合金的弧形浪板制造，低矮奇
特，当地农民认为形状像鸡窝，因此用“鸡笼
厝”代称原本的“高树”地区。

鸡肉美食 鸡姓人士 含鸡地名

资料图片

台湾三杯鸡 资料图片

图为香港灯展现场 刘昀 摄图为香港灯展现场 刘昀 摄

台湾新北市新店区明修宫日前举行多彩传统民俗活动台湾新北市新店区明修宫日前举行多彩传统民俗活动，，喜迎喜迎
春节春节。。图为扮成图为扮成““三太子三太子””的演员在现场合影的演员在现场合影。。 欧东衢欧东衢 摄摄

图为商户捧着鸡公仔

台湾热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