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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參加的讀書會，因為疫情
的關係，被迫取消了 「實體版」 的
線下讀書分享會，改為線上分享，
並以此為契機建立了 「線上共讀
群」 ，選出一本大家都感興趣的
書，在一個月之內大家一起讀完，
閱讀過程中有任何感想或者疑問，
都可以隨時在群裏發言交流。剛好
選出來的書《置身事內：中國政府
與經濟發展》我已經讀了一半，自
然興沖沖地入群，參與對我而言全
新的 「共讀體驗」 。

雖然 「共讀」 規定了一個時
間，但一個月只是一個粗略的時間
範圍，群內每個成員各自情況不
同，每天能用來閱讀的時間是不一
樣的，閱讀進度自然也是不一樣
的。所以不是所有書都適合 「共
讀」 ，比如帶有懸疑、推理元素
的，讀完者討論時會不自覺對未讀
完者形成劇透的書就不太適合。而
如同《置身事內》這樣帶有一些科
普性質，無 「劇」 可 「透」 的書，
就非常適合了。

此前的讀書分享會，都是幾位

分享者上去分別介紹自己最近讀了
什麼書，有怎樣的感悟，然後與其
他旁聽者現場交流。因為旁聽者大
多沒有看過分享者所分享的書，僅
僅憑着分享者十多分鐘的介紹，一
時之間能交流的內容和深度都相當
有限。 「共讀」 就不同了，最終分
享會開始之前，所有的參與者都已
經看完了同一本書，並且根據每個
人不同的生活經驗、專業背景有了
各自的理解，建基在同一基礎之上
的深度思維碰撞，必定能產生更燦
爛的火花。

現在我大概讀了全書一半，就
已經開始期待 「共讀」 結束之後大
家基於同一本書的分享會了。只希
望目前香港的疫情能盡快受控，很
多時候， 「線上」 只是權宜之計，
人與人的交流，還是面對面更高效
更深度啊！

湯加最近的火山爆發，讓我
想起了一段往事。二○一九年十一
月到二○二○年初，筆者參加了為
期兩個月的南太平洋郵輪之旅。想
來也算幸運，回國下船後不久，新
冠疫情爆發，不僅郵輪業幾近停
擺，出國旅遊也是此情只待成追憶
了。

旅途中的一站就是湯加首都努
庫阿洛法。湯加整體發展水平在南
太島國中居於前列。漫步王宮周邊
開闊的草坪，整潔的街道，大大小
小的教堂，或是坐在如傘似蓋般火
紅的鳳凰木下，看着海邊礁石上休
息的水鳥和螃蟹，處處透着小國寡
民的安閒。

令筆者印象深刻的是，大街小
巷的便利店，十有八九都是中國人
所開。就連貨架的陳設以及商品的
門類，即食麵、餅乾、礦泉水、飲
料、塑料臉盆和各種小玩具，就是
那種最常見的國內縣城小賣部的畫
風。記得在港口附近的一個便利
店，老闆娘正在為兩個鬧彆扭的小
女兒勸架，鄉音無改，令人恍惚如
時空穿梭。

在湯加的兩天，至少光顧了五

六個中國人商店，老闆有的是浙江
人，有的是福建人，多數是一個縣
甚至一個鄉、一個村的鄉親，相互
扶持。加上湯加民風淳樸，治安良
好，所以也就扎下根來，倒並不覺
得孤單。因為是同胞的關係，說話
方便，筆者向來喜好收集硬幣。有
位老伯還特意拿出一個收銀盒，讓
我自己隨便多揀幾個花色。

想來，這些年旅行所至，丹吉
爾、突尼斯、巴布亞新幾內亞，都
遇到過中國商店。有位旅遊博主寫
過，他在乾涸的中亞鹹海邊上的一
個小商店裏發現老闆竟是中國人
時，肅然起敬。他們漂泊天涯海
角，不怕苦，不怕累，養活一家
人。世界上又有幾個民族，能像中
國人這般吃苦耐勞、堅韌自強呢？
翻出從湯加帶回的那些硬幣，希望
那些勤勞的同胞，生活都能早日重
回正軌。

湯加的中國商店 戒電子奶嘴父母以身作則

虎形賀歲禮品花款多
今年大家像去年般，要過一個比較 「特別」

的新年，但在全球疫情威脅下，嚴守防疫措施也
是必要遵守的事。

除了取消了好些歲晚和新春的賀歲活動外，
團年的習俗雖然不能像以往一樣，親戚朋友在酒
樓熱鬧一番，不過提早在下午時段或一家人在家
中歡聚吃團年飯，其實也是頗溫馨親切的時刻。
特別是現在外送普遍，亦見有不少食肆均備有專
門外賣的菜式，由一般酒樓餐廳到酒店級，都有
預設賀年食品供應。近年頗受歡迎的盆菜，也可
因應人數作出選擇，像星級的酒店，今年見有推
出取名 「五福臨門賀新歲」 的外賣盆菜，每一款
菜式都採用不同的吉祥語句做名稱，共五道菜

式，配合 「五福臨門」 的意思。
賀歲禮品一樣是百花齊放，以美食聞名的一

家星級酒店，今年賀歲系列禮品也不少，最特別
和十分有趣的是禮品包裝方面，一款內有十個小
盒的禮品，以往昔小孩子穿着的虎頭鞋仔做主
題，盒內分別有朱古力、糖果及茶包等應節食品，
最精美的當然是用來包裝的虎頭形繡花包裝盒。

除這款禮品外，還有名為 「迎春接福」 的紅
包果盒，內有糖果盛載，不同種類的食品禮盒，
還有各式茶葉、鍍銀筷子禮盒等。一隻穿上中式
服裝的小熊，原來是一款名為老虎熊的禮品，綜
觀賀年禮品種類可算是琳琅滿目。

賀年飾物，當然也有不同的掛飾和揮春等。

現在的揮春已隨着時代變得彩色繽紛，各式卡通
人物是揮春的主題造型，比一般傳統揮春更受歡
迎。如果你是史諾比小狗迷，你可選擇整套揮春
來作家中迎新歲裝飾，而且印刷也很精美；立體
的賀年掛飾，變得更個人化，除保持各種吉祥語
句外，也日益時尚，昔日米奇老鼠是時代先鋒，
現在還有很多其他卡通人物迎頭趕上。

共 讀

最近，看到一則啼笑皆非的新聞，
美國新澤西州一個家庭搬屋，由於父母
無暇兼顧二十二個月大的兒子，於是將
手機塞給兒子當 「電子奶嘴」 ，後來才發
現他竟然瘋狂網購了價值一千七百美元的
傢具。

原來當時手機停留在挑選傢具的網
頁，二十二個月大的兒子於是依樣葫蘆，
在購物車不斷點擊按鍵。該對夫婦事後反
省說，為防事件重演，以後會在手機添加
密碼及刪除信用卡訊息。筆者覺得，這對
夫婦其實並沒有汲取教訓，一開始將手機
當 「電子奶嘴」 ，以換取半刻寧靜，根本
就是錯誤。

在香港，濫用電子奶嘴的程度更嚴
重，身邊有幾對年輕夫婦親友，自小朋友
出世幾個月開始，一到餵食時間就出動

「電子奶嘴」 輔助，久而久之，子女沒有
「電子奶嘴」 就食不下嚥。甚至與親友飯

敘時，也總是機不離手，與長輩沒有任何
溝通。

外國很多研究報告已忠告，六歲以下
幼兒要盡量避免使用電子產品，如非學習
目的，每日累計不宜超過一小時。太早把
電子產品給幼兒，最嚴重的是影響腦部發
育，可能導致注意力缺乏、認知力延遲、
學習能力下降、變得衝動以及缺乏自制能
力。過度使用手機等電子產品，兒童患上
憂鬱症的機會也會增加。有研究指出，如
果兒童在睡房使用電子產品，肥胖發生的
概率會提高百分之三十。

當然，還可以羅列一系列衍生的副作
用，如潛在輻射危險、妨礙社交……相信
很多家長也承認問題的存在，但為何還要

將這些 「軟性毒品」 給子女呢？最簡單的
解釋是，新世代父母貪方便，另一原因
是，他們自身也 「中毒很深」 。

曾聽過一個朋友教訓年幼的子女，不
要機不離手。對方立即反唇相譏， 「你也
這樣啊？」 做父母者立即無言以對。

由於現時很多學校都推行電子教材，
電子通訊器材成為日常溝通的必備工具，
要完全禁絕已沒有可能。但為人父母者不
能無所作為，首先是約法三章，避免無限
制使用，然後是以身作則，限制自己過度
使用。

若非特首以讓市民看到她的面部表情
來解釋不戴口罩出席記者會的原因，我已
忘了人與人的溝通，有察顏觀色的需要。
畢竟香港曾經歷SARS一役，市民自律戴
口罩外出的程度可說國際上數一數二，兩
年多的新冠肺炎疫情，也習慣了見人猶抱
琵琶半遮面，洗不洗臉、化不化妝都不重
要了，反正口罩上讓人眼花繚亂的色彩圖
案，已教人審美疲勞。

曾長時間接受演說訓練，也有教授說
話、朗誦及辯論經驗的我，想聊聊說話表
情這回事。人臉簡單劃分，一是上與下，
一是左或右，皮下是肌肉、血管、神經
線，除非面癱或中風，否則表情是受我們
的情緒思想直接影響的。故此，開心時嘴

角上揚、困惱時愁眉深鎖、懷疑時蹙起眉
目，都是自然反應。演說時為投入內容、
吸引受眾與增加說服力，就要練習表情與
情緒的配合，既能適度誇張，也要收放自
如，並配合現場環境氣氛及受眾反應隨機
應變調節。此外，面部有不同肌理組織，
會互相牽連配合，所以笑的時候除雙唇張
開，兩頰也會同時上移；憤怒時瞪大眼
睛，又會因血壓上升滿面通紅繃緊。技巧
數之不盡，皆可經練習控制，演員歌手、
讀心專家、領袖人物甚或騙徒老千都會鑽
研這門學問。一般人只會不自覺隨思想流
露神情，是否皮笑肉不笑地有所隱瞞、有
沒有打肉毒桿菌，其實都看得出來。

戴着口罩有礙人際溝通，但下半臉被

擋又不至於不能表情達意，因為我們還可
觀察眉頭眼額，還有聲音語調。非常時期
用非常手段，看來戴口罩的生活仍有漫漫
長路，為有效與人溝通，不妨練習在蒙着
半臉時的說話技巧，內容簡潔精準、語調
咬字正確清晰，讓人明白自己的想法意
見，也可留意怎樣透過鼻樑以上範圍察顏
觀色，避免踩到別人的尾巴。至於公眾場
合演說，戴口罩為己為人，還是謹慎防疫
為妙。

小時候盼望過年，因為過年有美食
吃，有壓歲錢拿，還可以逛廟會，賞花
市。長大後，小時候過年的願望在平時
能夠輕而易舉地實現，一些傳統的風俗
也逐漸淡化，便心生感慨，年味越來越淡
了。

虎年的腳步近了，雖說過年的儀式感
沒那麼強，但是基本的氛圍還在。特別是
在廣東，買年花，逛花市的環節是不能省
下的， 「唔行花市，唔算過年」 ！因為
「花」 與 「發」 諧音，花開富貴有着美好

的寓意，美麗的花朵既烘托節日氣氛，又
包含着人們對新年美好生活的期盼。

廣東人的年味兒與花市相連，每年春
節前夕，人們都會去逛花市，過年一定要

買一盆金桔，一盆水仙，一棵或者幾枝桃
花，這些花暗含吉利及催生運氣之意。

疫情兩年不退，迎春花市的格局發生
了變化。近段時間，廣東各地陸續官宣花
市情況並公布了很多花市地圖和售賣點，
花市依然有，今年尤不同。廣州和珠海的
花市以線上和線下結合為主，線上花市借
助微信公眾號或者小程序平台，與快遞公
司合作，實現線上買花，線下配送到家的
零接觸購買方式；佛山、中山等地搞起了
「雲花市」 ，佛山南海區里水鎮是全國有

名的鮮花小鎮，盛產蝴蝶蘭和百合花，那
裏的 「雲上花市」 品種最多的是蝴蝶蘭，
每天從那裏下單運往廣東各地的蝴蝶蘭自
然很多。順德的 「陳村年桔」 遠近聞名，

網上售賣紅火；中山的 「雲上花市」 ，可
以玩遊戲、看直播，盡情挑選各種花卉
等。

深圳的迎春花市設置了 「迎春圓夢」
的主題，地方文化、傳統文化和國際文化
融為一體，以樓為景，用街做展。疫情催
生了一個聰明做法，化整為零，大花市被
分割成了幾十個迎春微花市，具有統一視
覺標識，買得放心，逛得舒心。

迎春花市

猶抱琵琶半遮面

真正有本事的牛舌，絕不會只在燒肉
店裏炫技。要深入到那些 「密不透風」 的
小館子裏，有一本氣象萬千的菜譜和一位
深藏不露的大廚，一時間讓你分不清是哪
國料理，只知道他們會端出讓人大開眼界
的美味，作為食客無需多言，吃，就對
了。

慢燉牛舌，常常會在這樣的場合下露
臉。雖然說起來有些武斷，但的確十有八
九，能找到這盤菜的店，多半是有功夫
的。我記得在日式料理店中，慢燉牛舌大
多給微醺作陪，所謂你有故事我有酒，可
聽到一半、七七八八，就開始哭得稀裏嘩
啦，彷彿是自己的隱痛被喚醒，跟酒友抱

成一團，根本分不清吃下去了什麼味道。後來慢慢
地，意餐、法式小酒館，甚至是地中海料理的角落之
處，竟然都能跟這菜打個照面！於是也不問出處，該
死的緣分，問，就是還不夠虔誠！

慢燉牛舌，一個慢字、一個燉字，就寫盡了牛舌
一輩子的唏噓。用紅酒醃漬入味，厚實的牛舌裏，每
一吋肌理都滲透進勇氣，彷彿這牛舌要鉚足了勁兒，
衝破烤網的桎梏，打定主意要讓人看看自己風姿綽約
的另一面。燉煮到一個多小時，不長不短剛剛好，太
長，牛舌會過於軟爛沒精神；太短，就是對牙口的蓄
意挑戰。等一小碗溫吞吞的燉牛舌端上桌，牛舌和蘿
蔔都切成滾刀塊，風格像女子組合一般別無二致。湯
底濃郁鮮美，就像還差一秒就把牛舌和蘿蔔融進去了
一樣，喝到飽滿充實。牛舌太香了！不得不感慨好吃
的牛舌都靠燉，口感曼妙而馴服，竟然還能看到粉嫩
的內芯，向全天下昭告自己的新鮮。吸飽了湯汁的肉
有一絲微妙的嚼勁，完全不費力，卻也不會無聊，一
勺放到米飯上，我那顆久未悸動的心啊！在這寒冬之
中，春節之前，就又不安分了。

慢
燉
牛
舌

除夕夜的團年飯，是幾十年的家庭傳
統。這一晚，所有居住同一城市的家人，必
定團聚在父母（我們兩老）家中，共享這一
餐。

妻會在幾天前預先做好一些菜，例如慈
姑炆豬肉，冬菇髮菜、齋煲，正日就做豉油
雞、茄汁蝦，加幾個小炒、煲一個老火湯，
還有一條只看不吃的魚。

祖先遺像前供上酒、肉、生果，每個成
員上前鞠躬。

時間到了菜擺滿一桌，一家三代也坐滿
一桌，還有一位無家室的舊生，他已成多年
必到的客人。

起筷前先祝酒，眾口一詞的 「身體健
康！」 拍照了，家中另一成員貓兒也有份。
照片會通過手機傳去香港的唯一成員，大家

都為他不能參加感遺憾。
但今年的遺憾更大，小兒子一家四口，

兩個孫女在家上網課，媳婦在家照顧孩子，
小兒子卻要回公司上班，接觸同事和顧客，
變得不安全。因此全家都不來。妻記掛孫
女，也曾幫她們爭取過，卻未能通過。

老妻仍在煮茶葉蛋，還準備做蘿蔔糕，
做菜的興致卻大減，該日致電附近的菜館叫
幾個菜就算了。

一個失色的團年飯，看來要強顏歡笑
了。

失色的團年飯











南牆集 阿 濃
m.facebook.com/A.Nong.cps

逢周四見報

衣尚 蕙 蕙
逢周二、四見報

灣區聽雨 黎 園
逢周四見報

童眼觀世 梁 戴
逢周二、四見報

虎嘯報春

漫條思理 鄭辛遙
逢周二、四見報

食色 判 答
逢周二、三、四見報

瓜園 蓬 山
gardenermarvin@gmail.com
逢周三、四、五見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