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或許聽過這類神話，說星期二
是訂機票最好的日子，星期三是搭飛
機最好的日子，一月是旅行最便宜的
月份。這些說法未必都可信，但根據
Booking.com的新數據，您確實可以選

擇在正確的時間段、選擇正確的目的
地，從而訂到物超所值的酒店，享受
物超所值的旅程。
travelandleisure.com網站Nikki 

Ekstein文章稱，如果一個便宜的假期

是你所追求的，那麼你就該在目的地
酒店房價的較低時去旅行，然後使用
Hopper或Kayak之類服務，找到最優
惠的飛機票，以完成您的計劃。
藉由這種規劃，你不僅會省下大

筆金錢，甚至也可能有服務上的優
待。根據Booking.com的說法，這可
能意味著在溫暖的二月去檀香山，或
者在春天人群漸散而潮濕夏天來臨之
前的五月份，去佛羅里達州勞德代爾
堡。如果計劃正確，你也會發現倫敦
和羅馬等主要外國首都的酒店的價格
下降至56％。
導致價格在某些月份下跌如此之

低的原因各不相同，在某些地方，是
由於稍早已經放了長假，或者目的地
的天氣雖依然很好，但是人群已經
漸漸稀疏。重要的旅遊活動，例如
網球公開賽和大型會議，也可以在特
定的幾個月甚至幾個星期的時間裡，
創造出一些省錢的空間。

各國首都的佈局，往往具有高度
的權力象徵，大國如美國、英國、印
度、法國、俄國與中國，都是如此。
美國首都華盛頓，彰顯了「民主」

與對暴民政治的防範。在首都的佈局
上。「國會山」是首都最高也最大的建
築，是首都毫無疑問的中心，居高
臨下的俯瞰整個「國家大廳」(National 
Mall)。
國家大廳是一處寬達五百公尺、

長達三公里的區域，是美國的客廳，
東邊有自然史博物館、美國歷史博物
館、史密森機構與航太博物館、國家
藝廊，中間是華盛頓紀念碑，西邊包
括了二戰紀念碑、越戰紀念碑與韓戰
紀念碑，向西到底是林肯紀念堂。
華盛頓紀念碑往北有白宮，往南

有傑佛遜紀念堂。橫穿國家大廳的四
條道路由北往南分別是憲法大道、麥
迪遜馳道、傑佛遜馳道與獨立大道。
在白宮附近與首都許多地方，豎立了
大量的人物雕塑，彰顯了開國先賢的
偉業，滿載了國家的歷史。美國首
都的佈局明明白白的告誡後世：國
會才是民主國家的權力中心，要隨
時防範行政權力的擁有者。

與美國不同，英國與法國
並非一開始就是民主的國家，

他們處理首都布局的方式也各有特
色。英國倫敦，皇室所在的白金漢宮
規模不大，正門出來就是首都的大廳
(Mall)，皇宮與大廳都讓人感到皇室的
弱小，相形之下泰晤士河畔的國會則
更能彰顯權力。至於英國首相與財相
所在的唐寧街，只是各擁一戶三、四
層樓高的連棟宅。
印度首都新德里是1920年代由英

國殖民政府所規劃興建，總督府位在
類似美國國會山的絕佳位置，且也建
築在一做小山坡上。殖民結束後，昔
日總督府成為總統府，不過印度實行
議會制，總統無權，因此並未承繼昔
日總督府的威權氣息，反而與倫敦有
類似之處。
法國巴黎的香榭儷舍大道舉世聞

名，市中心區的端點兩側分別為羅浮
宮與凱旋門，在中央則為協和廣場。
羅浮宮成為博物館，共和政權另尋辦
公處所，總統府愛麗舍宮前臨兩線小
道；總理府馬提尼翁宮亦然。巴黎的
權力不在於現世的總統、國會，而在
於文明之精神。
俄國首都莫斯科，中心位置就是

克里姆林宮，這座略小於紫禁城的城
堡，建在臨莫斯科河的一處高地，水
源無虞、交通便利且易守難攻。俄國

總統府就在克里姆林宮內，而國會卻
在紅場大門之外一處毫不起眼的辦公
大樓內，權力何在不言自明。
去過上述幾個城市後再到北京，

會對這個城市更為理解。由於中國歷
朝權力集中，北京規劃格局之「宏大」
在世界上是獨一無二的。人在北京，
對中國的大國地位與抱負將毫不懷疑。
紫禁城是北京的中心，南北軸線

從鼓樓、鐘樓、景山、紫禁城、天
安門廣場、前門大街到永定門；東西
軸線則為長安大街。作為公眾集會的
空間，天安門廣場成為現在北京的中

心，她的北邊是天安門，西邊是人民
大會堂，東邊是國家博物館，南邊是
正陽門和箭樓，中間是人民英雄紀念
碑，中間偏南有毛主席紀念堂。
天安門廣場左右的人民大會堂與

國家博物館相對，將中央機關深藏於
中南海園林、高牆之中，與巴黎頗有
異曲同工之妙，與莫斯科亦有相似之
處。有人認為「北京和巴黎是世界上最
美麗的城市」、「就純粹的美而言，巴
黎和北京是無與倫比的」，但僅就首
都規劃之「大氣」而言，華盛頓不遑多
讓。 （包淳亮）

梁掌球在美
國洛杉磯

曾作過多年的政治公關，近年
熱中於旅遊及美食，他表示，如果環
境許可，在子女成長階段，帶小孩出
門旅遊，對成長及學業都有幫助。不
要說是紐約、華府一級名城，美中芝
加哥等二、三線的「私房旅遊城市」也
值得一遊。
梁掌球表示，像他本人就很喜

歡奧勒岡州的波特蘭市，離洛杉磯
不是太遠，有地中海氣候，冬天溫
暖潮濕，夏天炎熱乾燥季節分明的
特點，四個不同季節前往都有不同
感受；又例如新墨西哥州的聖塔菲
（SANTA FE），充滿拉丁裔的美學、
美感；德州著名的水城聖安東尼奧 
，置身之間宛如人在中國大陸的周莊
或蘇州烏鎮水上；喬治亞州第四大城
薩凡納（英語：Savannah，又名：大
草原），成立於1733年，是著名的歷
史古城；南卡羅萊納州的查爾斯頓
（CHARLESTION），很有歐洲的味
道，這些名城在美國近代政治文化史
上都佔有一席之地，親身體驗這些歷
史古蹟，不單是為了旅遊，也可以認
識美國近代史，在移民的過程才能說
真正融入主流社會思潮中。此外美國
近年來早已擺脫熱狗、漢堡速食，餐
飲文化進步幅度大，不同地方的美食
都有其特色，不僅視覺提升，也能以
味覺品嘗舌尖上的美國。
話鋒一轉，梁掌球也指出，美國

地大物博，有很多偏遠地區沒親自造
訪，難以想像這也同樣是在美國。比
方他曾在美國中部旅遊，連開一兩個
小時路邊都是一望無際、單調的大草
原，而且在密西西比州、阿拉巴馬州
大城市以外的鄉下地區，還沒有自來
水，所有用水都得居民自己去河邊或
井旁打水，這些從黑奴時期十幾個世
代就這樣一層不變的生活一百多年，
比想像中落後，很難了解為什麼美國
還有這麼落後地方？但跟他們聊天，
他們很也快樂，也可以被他們感染到
對物質要求不高。
梁掌球回憶，誰會想到他竟會在

密西西比州遇到一位姓王的黑人？原
來這位王姓黑人的曾曾曾祖父原本確
實是修築鐵路華人，後來一路逃到氣
候類似廣東嶺南的密州，在那個歧視
華人的年代，由於中國人不准帶女眷
到美國，在加上種族歧視法令下又被
禁止娶白人，因此只能娶黑人女性為
妻，這也是王姓黑人的來歷。
另一方面，在各地旅遊，也可以

探尋華人先民開拓的軌跡。梁掌球
說，例如中國人最早是為了淘金、開
礦才來到美國，但很難想像蒙大拿州
這麼大山大水的一個州，有一個名叫
Butt的小鎮，在十九世紀，曾有兩、
三千名華人居住。是當時北美最繁榮
的中國城。因為礦場需要奴工採礦，
因為人數聚多就成立的雜貨鋪、洗衣
店，甚至華人的妓院都有十多家。
還有一家名叫Pekin（北京）的餐館從
一九一四年成立，是名符其實的百年
老店，營業一直到近年才逐漸沒落。
這些如果不是親身經歷，無法認真
思考華人先民從何而來，以及自己
將往那裡去。 （林南嶽）

■梁掌球 在厄瓜多爾山區與
原住民小孩。 梁掌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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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空中鳥瞰華府，可思考美國的歷史與體制。 包淳亮

大國首都 彰顯體制與歷史

避開塵囂 省錢有道

如果只能以12個月的12個城
市，闡述最佳的外國去處，這12
個城市必定要反映出人們的世界
觀，反映出特殊的地域性偏好。
美國人的偏好反映出的，是歐
洲、英語世界、南美洲，與中國。
在12個城市中，歐洲有5

個，包括倫敦、柏林、羅馬、法
蘭克福與哥本哈根，包括了歐洲
四大國的首都或主要城市，以及
一個典範性國家的首都。英語世
界也是5個，包括倫敦，以及香
港、墨爾本、悉尼、開普敦，由
此可以看出美國人對澳大利亞與
南非的親切感。
南美洲包括布宜諾斯艾利斯

與里約熱內盧，恰恰也是南美洲
的兩大城市。至於廣大的亞洲、
非洲地區，只有中國的北京與香
港。中國兩城市上榜，而日本、
韓國、印度，以及中東地區、東
歐、非洲都沒有城市上榜，可見
中國在美國人的世界觀中獲得的
特殊地位。
對一個從小在美國長大的人

而言，去香港、上海、北京，都
可以令人深感震撼。這幾座中國
城市櫛次鱗比的高樓、壯麗的宮
殿，讓紐約與芝加哥相形見絀，
令人產生諸多聯想。
不過另外一些城市，也可以

產生一定的文化衝擊。例如俄國
的莫斯科，其市中心的紅場與克
里姆林宮，也是歷史上演之處。
如果先到美國首都華盛頓觀光，
再前往莫斯科，更容易感受到兩
個大國之間的 性格差異。與華盛
頓博物館圍繞、綠草茵茵的雍容
華貴相比，紅場則是高牆聳立、
寸草不生，具有強烈的冷峻肅殺
之感。
印度也是世界大國之一，首

都德里有眾多古蹟，但目前處於
工業化的起飛期，中國已經經歷
的空氣汙染，正在印度更劇烈的
爆發，德里也不例外。到過印
度，會對「貧困」一詞產生新的
認識。至於喜愛歷史的人，
則不妨前往以色列，自
助旅行者會發現耶路
撒冷等城市都極為
安全便捷。

 （包淳亮）

行千里路
勝讀萬卷書

■大陸的烏鎮美景遠近馳名。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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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外國
一月 洛杉磯 墨爾本
二月 檀香山 香港
三月 亞州旗桿市(大峽谷) 布宜諾斯艾利斯
四月 芝加哥 哥本哈根
五月 佛州勞德代爾堡 倫敦
六月 德州聖安東尼奧市 北京
七月 波士頓 雪梨
八月 紐約 柏林
九月 奧蘭多 羅馬
十月 新奧爾良 開普敦
十一月 三藩市 里約熱內盧
十二月 拉斯維加斯 法蘭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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