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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歷史禮物

每逢春季，溫哥華多個城市都呈現一片片的
粉紅色花海，櫻花處處，令人目不暇給，這些
櫻花原來是日本送給溫哥華的歷史禮物。溫哥
華櫻花節創辦人兼總監 Linda Poole 說： 「丈夫
從事加國外交部，我和他曾在外國不同城市旅
居十三年，但在旅居的城市，常見的植物與溫
哥華不同，令我很掛念溫哥華的櫻花。一位日
本外交官員曾跟我說有關日本櫻花節（Sakura
Festivals of Japan）的典故，原來溫哥華早期栽種
的三萬七千棵櫻花樹是日本送給加國的禮物，
為了感謝日本這份禮物和推廣溫哥華的櫻花，
回來溫哥華後我就籌辦了溫哥華櫻花節。」

四十萬元籌備

萬事起頭難，Poole記得零六年首次搞溫哥華
櫻花節，困難重重，她說： 「因為溫哥華的櫻
花樹散佈於不同區域，要尋找各處的櫻花勝地
真是很具挑戰性，當年我唯有根據溫哥華公園
局給的指示慢慢尋找。此外，不穩定的天氣也
是搞室外活動項目的經常性挑戰。」雖然如此
，但不經不覺，溫哥華櫻花節今年已踏入第六
屆（二零一零年因冬奧關係停辦一年），活動

節目一年比一年豐富，大溫各區被發掘到
的賞花勝地亦愈來愈多，證明Poole當初的

努力沒有白費。Poole續說： 「二零一零年，我
亦首次到日本參與當地的櫻花節，令我認識更
多日本櫻花節的傳統，可應用於溫哥華的櫻花
節。」今年溫哥華櫻花節約動用了四十萬元籌
備各項活動節目，經費除了來自聯邦政府和溫
哥華基金會（Vancouver Foundation）外，有三
分二經費是來自各善長人翁的捐助支持。

櫻花探子處處尋

要把櫻花節搞得有聲有色，經費重要外，一
班義工的功勞亦不能抹殺，好像 「櫻花探子」
（Cherry Scout）這義工職位，沒有這班探子尋
找大溫的櫻花樹，我們現在也不能在櫻花節網
頁得悉各區的櫻花勝地，而 Wendy Cutler 就是
這班探子的統籌，今年已是她第五年參與櫻花
節的義工。Wendy 說： 「我已是退休人士，但
做這份義工仍感滿足，每次收到探子的櫻花情
報，我都很興奮，因為溫哥華居民又多一處地
方欣賞櫻花了！我會立刻把資料更新於網頁，
又會把探子拍下的相片貼於卑大植物公園的網
上論壇。做義工五年，我真是認同 『櫻花樹下
無陌生人』（No stranger under the cherry tree）
這句話，在節日中接觸中的每個人都很友善！
」溫哥華櫻花節現時有七十五位會員，義工五
十位，而其他社區也有二百位義工協助今年的
櫻花節。溫哥華櫻花節網頁：vcbf.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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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好聽
、慫恿的話
背後都有人
暗藏私心在
打着壞主意
的暗示，這
幾天最好將

警戒兩個字放在心上，也因對
事情抱着太大期待，相對的因
期待落空後的失望感更大。建
議將精神集中在上午，該做的
也在上午時段完成，下午讓自
己盡量處在最沒負擔的狀態。

只要對周
圍的人多加
關心將是平
穩的一天，
午後開始與
異性一起行
動、參加活

動等，與他們建立好友誼。往
後將成為你的助力，而且也是
最好的消息來源。此外，偶爾
在外面找個安靜的地方坐下來
讓身體輕鬆一下，今天的腦筋
也會因此轉得更快。

進行中的
事就算遇到
阻礙，也千
萬不要中途
放棄轉機正
要開始，情
勢似乎會有

大逆轉的情況，像是愛情方面
之前的誤會將解開心結，你們
的關係將更進一步。對情人們
而言是熱情洋溢的一天，不需
要特別培養氣氛，你們自然的
交談就是最好的感情催化劑。

仔細而體
貼別人的做
事態度獲得
好評價，對
身邊的異性
朋友多些體
貼關心，無

意間卻獲得什麼令人愉快的回
報的可能。稍微在工作上幫忙
別人一下，說不定用餐時間時
對方就會順便邀請你一起吃個
飯。今天不可有太強的獨佔慾
，分享才能為自己帶來好運。

雖有做事
的熱情但卻
往往白費力
氣得不到預
期成果的一
天，可能還
是乖乖做個

聽眾、聽命行事會比較穩當。
慌張的行動方式搞壞了應有的
步調，不論面臨什麼狀況，今
天的首要重點就是冷靜。注意
家庭中的口角紛爭，不過只要
你是對的還是要堅持下去。

發覺信賴
的人做出背
叛的行為，
一時有些難
以接受，特
別是金錢上
處於易受騙

的時期。你的一時錯誤可是會
造成身邊的人的困擾，對高利
、高報酬的誘惑需多加判斷。
還會有一些你覺得沒什麼趣味
或意義的事情落頭上，不想委
屈接受的話便明白表示出來。

對周圍人
的行動特別
在意，唯恐
一個小動作
引起對方不
悅，使得自
己有些亂了

步調。今天不適用拍馬屁等奉
承手段，搞不好還會被諷刺回
來。中午休息時間抽空到外面
散散步，有扭轉運勢的效果。
起牀時先留點時間靜坐一下，
讓氣氛沉穩後感覺會不一樣。

身心上的
疲勞持續累
積有些體力
不濟的感覺
，雖想振奮
卻沒什麼效
果。看來今

天還是推掉不必要的邀約，下
班、放學後早些回家休息方為
良策。也需要留意控制飲食，
過於油膩的食品及酒類都應避
免。還有掉落東西的預感，外
出時注意隨身攜帶的物品。

有機會與
長輩或是有
勢力、有地
位的人接近
的暗示，跟
他們相處時
可要多注重

禮節與應對方式。表現得好的
話，對方很可能會成為你很有
力的支援者。而晚輩們有可能
對你提出什麼委託要求，在不
勉強的範圍裏多多照顧他們一
下。

與出乎預
料的人物偶
然間再會的
暗示，說不
定還有着像
電視連續劇
般的劇情發

展。感受到來自異性熱烈的視
線，今天的穿着打扮以白色為
基調的話異性運更佳，但愈是
刻意修飾的態度反而是負面效
果，不論在工作或戀愛上自然
、不矯情的樣子還比較討喜。

活力能源
全開愉快的
一天，今天
着手進行的
事都有成功
的暗示。如
果是之前從

沒嘗試過的事情更要試試看，
很可能一項新興趣就從此展開
。朋友會給你意外能量，今天
他們給你的幫助出乎意料地很
有用。晚餐豐富一點，對維持
充足的活力精神很有幫助。

判斷力一
時有錯亂現
象，你需要
有理智、果
斷的人來叮
嚀你，自己
猶豫着不知

如何進行下一步時，可能還是
得藉助他人的意見來助你一臂
之力。但是即使有人給你好建
議，如果自己做什麼事都半途
而廢的話，當然同樣是白忙一
場，運勢也跟着停滯不前。

廣告：飲食、專業、工商

二零一零年，我
亦首次到日本參與當地的櫻花節，令我認識更
多日本櫻花節的傳統，可應用於溫哥華的櫻花

今年溫哥華櫻花節約動用了四十萬元籌
備各項活動節目，經費除了來自聯邦政府和溫

）外，有三

要把櫻花節搞得有聲有色，經費重要外，一

）這義工職位，沒有這班探子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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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十三年，但在旅居的城市，常見的植物與溫
哥華不同，令我很掛念溫哥華的櫻花。一位日
本外交官員曾跟我說有關日本櫻花節（
Festivals of Japan
的三萬七千棵櫻花樹是日本送給加國的禮物，
為了感謝日本這份禮物和推廣溫哥華的櫻花，
回來溫哥華後我就籌辦了溫哥華櫻花節。

櫻花節，困難重重，她說：
花樹散佈於不同區域，要尋找各處的櫻花勝地
真是很具挑戰性，當年我唯有根據溫哥華公園
局給的指示慢慢尋找。此外，不穩定的天氣也
是搞室外活動項目的經常性挑戰。

屆（二零一零年因冬奧關係停辦一年），活動

溫哥華櫻花節（Vancouver Cherry Blossom Festival）上星期正式開鑼，
日本太鼓、古琴、舞蹈等日本傳統藝術表演也在上周的櫻花節日本嘉年華
（Sakura Days Japan Fair）逐一登場，日本風情已吹來溫哥華。
雖然熱鬧的揭幕周已經過，但溫哥華櫻花節長達差不多一個月，動、靜節

目陸續有來，讓大家繼續投入這片粉紅色的花海。
文：梁寶茵 圖：主辦單位提供

Zoobie Doobie 舉傘起舞
別以為過了溫哥華櫻花節的揭幕周後，市內變

得寂靜無聲，櫻花節還有其他節目讓大家一起參

與，其中今個星期六（四月十四日）舉辦的五百

人 大 跳 櫻 花 傘 舞 （Cherry Blossom Umbrella

Dance），可謂今年櫻花節的新賣點。溫哥華櫻

花節創辦人兼總監Linda Poole說： 「這是首次

舉辦的集體舞蹈，五百名舞者將會拿起粉紅色的

雨傘在溫哥華美術館廣場跟着音樂舞起來。」
令人意外的是，這場櫻花傘舞雖然沿自日本傳

統，卻是由印度寶萊塢（Bollywood）舞蹈家

Shiamak Davar編排的，音樂是來自寶萊塢電影

《作死不離 3 兄弟》（3 Idiots）的主題曲

《Zoobie Doobie》，這首歌是描述墮入情網後的

瘋狂感覺，在櫻花節中一班舞者正為溫哥華的櫻

花而愛得瘋狂。Poole續說： 「春天賞櫻是日本

人的傳統習俗，但我們加入寶萊塢的舞蹈文化，

讓溫哥華的櫻花節表現加國的多元文化特色，是

今年節日的新突破。」 櫻花傘舞的五百名舞者都

是來自大眾各階層，他們是早前在網上報名和早

已參與綵排。未欣賞五百人的舞蹈前，想先睹為

快看看這種舞蹈，可參閱溫哥華櫻花節的網頁。

日期：四月十四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一時三十分至二時三十分

地點：溫哥華美術館廣場

導師指引 櫻花寫生
要好好欣賞一片片的粉紅色花海有

很多方法，寫生畫畫就可以用較長
的時間去仔細描繪櫻花的各種美態
。很想在這個櫻花節動動筆畫下來
，但沒信心自己的畫技？加拿大藝
術家聯盟（Federation of Canadian
Artists）的畫家在這個櫻花節會為不
同程度的寫生人士指導，邊畫、邊
學、邊賞花，一舉三得！
日期：櫻花節舉行期間每逢星期六
（四月十四日、廿一日、廿八日）
時間：早上十一時至下午二時
地點：VanDusen Botanical Garden

費用：每堂$57.40

◀綵排時，一

班舞者先用自

己的長棍傘練

習，但表演當

日主辦單位會

給他們指定的

粉紅色雨傘演

出。

快門留影 贏禮物卡
對畫畫還是沒興趣，但仍想為櫻花留影？按

按快門，為櫻花拍張寫真就是最直接的方法。

尤其在這個數碼年代，不需再用菲林，只要一

機在手，就可以拍攝櫻花的不同美態，唔靚影

到靚為止！Poole表示，每年的櫻花攝影比賽

更是極之受歡迎。今年的櫻花攝影比賽會選出

每日的最佳之作，獎品為 Blenz Coffee $10

禮 物 卡 ， 和 總 選 的 最 佳 作 品 ， 獎 品 為

Mountain Equipment Co-op的$250禮物卡。

日期：即日至四月廿八日（以西岸凌晨十二時

為截止時間）

參賽規則及提交方法：請參閱其網頁

◀俳句是日
本的傳統文
學藝術，而
在加國的櫻
花樹下創作
英語俳句，
你的詩風會
是怎樣呢？
快快出外賞
花取靈感吧！

動靜節目一籮籮
溫哥華櫻花節

邊賞邊學 說花語
假如你對任何創作活動都沒興趣，只想逛

逛街、賞賞花，在特定的日子和地點，主辦

單位邀請了有關的專家作賞花導遊，帶領市

民邊逛邊賞，還可學習花語， 「Tree Talks

& Walks」 是知識性的賞花活動。

日期及時間：四月十四日（星期六）早上十

時至十一時三十分、十五日（星期日）下午

二時至四時、廿一日（星期六）下午二時至

三時三十分、廿二日（星期日）下午一時至

二時三十分

地點：卑詩大學、市中心及西區、Stanley

Park、Queen Elizabeth Park（視乎不同日期

而定，詳情可參閱大會網頁）

◀錯過了導賞

團，也可自行

賞花，主辦單

位網頁已列明

大溫地區的櫻

花勝地，任君

選擇。

動靜節目一籮籮動靜節目一籮籮動靜節目一籮籮動靜節目一籮籮動靜節目一籮籮

屆（二零一零年因冬奧關係停辦一年），活動
節目一年比一年豐富，大溫各區被發掘到
的賞花勝地亦愈來愈多，證明

要好好欣賞一片片的粉紅色花海有
很多方法，寫生畫畫就可以用較長
的時間去仔細描繪櫻花的各種美態
。很想在這個櫻花節動動筆畫下來
，但沒信心自己的畫技？加拿大藝 快門留影

每逢春季，溫哥華多個城市都呈現一片片的

目陸續有來，讓大家繼續投入這片粉紅色的花海。

努力沒有白費。

目陸續有來，讓大家繼續投入這片粉紅色的花海。
雖然熱鬧的揭幕周已經過，但溫哥華櫻花節長達差不多一個月，動、靜節雖然熱鬧的揭幕周已經過，但溫哥華櫻花節長達差不多一個月，動、靜節雖然熱鬧的揭幕周已經過，但溫哥華櫻花節長達差不多一個月，動、靜節

文：梁寶茵 圖：主辦單位提供文：梁寶茵 圖：主辦單位提供

興趣，只想逛

方欣賞櫻花了！我會立刻把資料更新於網頁，
又會把探子拍下的相片貼於卑大植物公園的網

櫻花樹下
）

這句話，在節日中接觸中的每個人都很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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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VanDusen Botanical Garden
費用：每堂

溫哥華櫻花節（

）的主題曲

》，這首歌是描述墮入情網後的

瘋狂感覺，在櫻花節中一班舞者正為溫哥華的櫻

春天賞櫻是日本

人的傳統習俗，但我們加入寶萊塢的舞蹈文化，

讓溫哥華的櫻花節表現加國的多元文化特色，是

櫻花傘舞的五百名舞者都

寄花於字 創作俳句
坐在櫻花樹下，即興吟詩作對，十分

浪漫寫意啊！要記錄櫻花的美態除可用
影像外，亦可以借助文字，櫻花節每年
都舉行俳句創作（haiku）比賽，就是
讓各位文人雅士發揮詩意創作的好機會
。所謂俳句，是日本的古典短詩，通常
以幾個字來表達意境。雖然俳句是日本
的傳統文學藝術，但主辦單位只接受英
語創作的俳句，得獎作品將被印於
TransLink的五百張交通月票上。
日期：即日起至六月四日
參賽規則及提交方法：請參閱其網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