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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花
不止於開心

楊騷與白薇

小公園

副刊

責任編輯：寧碧怡

楊騷與白薇雖然不像魯迅與許廣
平、郁達夫與王映霞、徐志摩與陸小
曼那麼 「著名」 ，卻也是中國現代作
家中人們熟知的一對 「文學伴侶」 。
他們兩人的 「愛情故事」 ，曾是當年
文壇上的 「話題」 之一。楊騷本名楊
古錫，字維銓，是詩人也是（詩）劇
作家，楊騷是他的筆名， 「騷」 是
「發牢騷的意思」 ──從中也可看出
楊騷內心的那股不平之氣！與白薇
（本名黃鸝）的愛情使他那股不平之
氣得到某種程度的緩解，當然也引來
了新的煩惱。白薇是一位深具反抗精
神的現代女作家，她的劇作《打出幽
靈塔》 「像是易卜生的《娜拉》那
樣，正像是一種叫醒那些沉睡在家庭
中作傀儡的不幸婦女們的聲音」 。
楊騷和白薇都曾留學日本，他們
的愛情之花最初就開放在東瀛，不過
楊騷在向白薇發出 「你的性情我很喜
歡」 ， 「你喜歡我好麼？」 的表白
時，他剛剛嘗過初戀失敗的苦味──

或許他是想在對白薇的 「喜歡」 中，
忘卻那 「初戀苦味」 吧。白薇給他的
回覆迅速而又直接： 「我喜歡你，我
真是喜歡你」 。
兩個互相 「喜歡」 的文學青年就
這樣相愛了。愛情給他們的創作帶來
了動力：楊騷的詩劇《心曲》和白薇
的代表作《打出幽靈塔》，都是在
「愛」 力的驅動下獲得的文學成果。
當然，兩個情感豐富內心敏感充滿激
情的文學伴侶， 「愛」 在給他們帶來
「甜蜜」 的同時也給他們帶來 「心
酸」 ──白薇那種 「恨不得把他連腸
肺都一口吞下去」 的 「愛」 ，着實讓
楊騷有些 「喘不過氣來」 ；而楊騷對
初戀A妹的難以忘懷甚至舊情復燃，
也讓白薇 「不滿意你對我那不及格的
愛」 ，於是他們分開過又和好了，和
好了又最終分開了。正如白薇悲傷地
對楊騷所說的那樣： 「有A，又有
我」 ， 「你我的關係，總是一齣悲
劇。我覺得我愛着你就像愛着一隻飛
鳥，你永遠是我的 『流星』 喲！」
魯迅和許廣平有《兩地書》，楊
騷和白薇則有《昨夜》。然而，這部
情書集出版之際，也就是他們宣告分
手之時。

過眼錄 劉 俊
逢周二見報



合租小舖（上）
自從大學畢業後，就再也沒嘗過
煎餅果子的味道。上周某天晚上，突
然想起了這接地氣又熟悉的香氣，於
是打開點評軟件，輸入煎餅果子。距
離我最近的一家店吸引了我的注意
力， 「就在地鐵站對面」 「外表的簡
陋隱藏不住它的美味」 ，評論更是讓
我這種喜歡探索接地氣美食的城市行
者大流口水。
下班後，我走到店舖所在的位
置，標牌上寫着的是 「贏記腸粉
王」 ，下面卻是一個青年男子攤開了
煎餅檔，旁邊放着薄脆、生菜、甜麵
醬等必備材料。環境果真如評論中那
樣簡陋，空調自然欠奉，店舖也說不
上乾淨，更是只有一張臨時搭起來的
小桌子。那天的我肚餓難耐，點了一
份 「巨無霸」 煎餅，口味算不上非常
好吃，但是用料極其扎實，能看出店
舖老闆薄利多銷的誠實內心。
店舖老闆是年輕人，像是當兵歸
來，身材相對一般人更為壯碩，旁邊
還有一位容貌姣好的美女，時不時用
衣袖給老闆擦汗。儘管煎餅的麵糊早

已沾染了他們的圍裙，儘管豆大的汗
珠掛在臉上，但是擋不住這兩個年輕
人的郎才女貌與為生活奮鬥的青春風
采。時常晚上十一點我下班回來，也
能看到他們在邊 「秀恩愛」 邊攤煎
餅，夜歸的人們看到他們，至少胃裏
能有一點慰藉。最近他們業務還擴展
到了臭豆腐領域，在小桌子旁邊，放
了個炸臭豆腐的小炸鍋，美女也不再
專職擦汗，而有了自己的工作。
這種小攤在深圳並不少，他們的
背後凝聚着一個個奮鬥者晶瑩的汗
珠，這座城市的發展，也離不開一個
個攤煎餅的與一個個吃煎餅的奮鬥者
澆灌的地基。但這個小攤也有獨到之
處，煎餅台上斑駁的 「贏記腸粉王」
就是它最獨特的印記，對早起的上班
族來說，這個三十尺的小攤，又有着
不同的 「打開方式」 。

漂遊記 杜 若
laser.li.hk@gmail.com
逢周二見報

看幾場話劇，是每一次北京之行必
不可少的例牌節目。近日北上京城，就
專門打卡開心麻花劇場，觀看該機構最
新推出的爆笑大戲《瞎畫藝術家》。
劇情圍繞一幅莫須有的 「預言畫」
所引發的騙局，講述畫家、護工、醫
生、經紀人之間各懷鬼胎、鬥智鬥勇的
故事。客觀來說，整齣戲結構緊湊，包
袱密集，情節一再反轉，頗有戲劇懸
念。演出期間觀眾席笑聲不斷，氣氛熱
烈。但出人意料的是，演職人員謝幕
時，贏得的掌聲卻稀稀落落，場面一度
十分尷尬。
問題出在哪裏？依筆者所見，該劇
的故事立意並不高，甚至頗有些俗套，
以諧音梗和網絡段子堆砌起來的語言對
話，也充斥着滿滿的套路。其結果，觀
眾雖然被逗笑了，但未必真正看樂了。

深耕喜劇領域近二十載，開心麻花
至今已打造了不少 「爆款」 作品，每年
演出多達數千場，覆蓋全國一百多個城
市，屢屢創造內地舞台劇演出的票房奇
跡，俘獲了一大批年輕戲劇觀眾的心。
但近幾年，商業上的狂飆突進，卻
凸顯其喜劇創作上的急功近利和後繼乏
力。市場強勢主導之下，劇作內容越來
越呈現同質化，人文深度被進一步消
解，遏制了喜劇藝術在劇場舞台上的擴
張和崛起。
正如我們都希望，德雲社能夠重塑
相聲領域的輝煌、笑果文化能夠創造

十八彎 關 爾
逢周二見報

「脫口秀」 的春天，對於開心麻花這樣
一個極具號召力和影響力的喜劇品牌，
觀眾們自然不希望它始終留在舒適區裏
以躺平討巧的姿態 「吃老本」 。相反，
作為引領潮流風向的行業巨頭，理應在
「喜劇＋」 賽道上不懈探索、主動創
新，不斷拓寬多元化的喜劇外沿，打造
更多出色的新路徑喜劇。
喜劇是創造笑的藝術和學問，它不
僅需要娛樂精神，更需要文化和思想的
注入，需要價值立場和敘事智慧，需要
通過詼諧幽默、舉重若輕的表達，展現
人性的多樣和複雜、生活的無常和變
化。
總而言之，只讓人樂呵還不夠，還
需帶給觀眾高級的審美享受。這是來自
一位 「麻花忠粉」 的觀劇感受，以及美
好期許。



《刀馬旦》

「明明早上人還在香港，還在九龍
茶館喝煲湯，怎麼場景一下跳西安，我
在護城河的堤岸，站在古老神秘的城
牆。」 這首充滿港風的歌詞，來自李玟
二十一年前首唱歌曲《刀馬旦》，收錄
在專輯《Promise》中。回想當年，方
文山填詞、周杰倫作曲並演唱Rap，再
加上人氣歌手李玟超強海豚音演繹，均
為一時之選。
就是這樣一首傳唱二十年的經典老
歌，一首專為李玟度身訂造的歌，在七
月三十日晚舉行的第三十六屆百花獎閉
幕式上，李玟作為表演嘉賓登台獻唱
《刀馬旦》時，卻罕有地表演失誤，出
現走音。對此，李玟本人很懊惱難過。
第二天她在個人微博表示，因表演時耳
返出現問題，自己已盡最大的努力完成

表演，惜未能呈現完美舞台， 「很慚
愧，很抱歉」 。
李玟的道歉，展現了她的擔當和坦
誠，就像歌中所唱的京劇刀馬旦一樣，
「耍花槍，一個後空翻，腰身跟着轉，
馬步紮的穩當」 ，每一個動作都經千錘
百煉，每一場戲都在舞台上摸爬滾打。
換一個角度來看，這次李玟演唱失誤，
也說明歌手在現場是真唱，舞台杜絕
「假唱」 ，百花獎閉幕式做到了。
作為香港出道的歌手，李玟很早已

童眼觀世 梁 戴
逢周二、四見報

「觸電」 。二十四年前，迪士尼經典動
畫《花木蘭》主題曲《Reflection》，
中文版由李玟詮釋。二○二○年迪士尼
《花木蘭》真人版電影主題曲《自
己》，再邀李玟演唱。李玟演唱過主題
曲、插曲的電影，包括《卧虎藏龍》、
《獨行月球》、《霹靂嬌娃2》、《卧
虎藏龍．青冥寶劍》等。
李玟為李安導演的電影《卧虎藏
龍》演唱的主題曲《月光愛人》，入圍
第七十三屆奧斯卡最佳原創歌曲獎。二
○○一年《卧虎藏龍》奪得第七十三屆
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李玟身穿紅色旗
袍 登 台 獻 唱 主 題 曲 英 文 版 《A Love
Before Time》，成為迄今為止首位也
是唯一一位在奧斯卡頒獎禮上演唱的華
人歌手。



《七人樂隊》
電影《七人樂隊》籌備和拍攝已久，
既是香港資深導演的合成之作，也是久
違了的菲林製作，於香港回歸祖國二十
五周年期間推出，別有一番意義。七位
導演各自拍攝一個十多分鐘的小故事，
表面上沒有特定主題，實際是香港自上
世紀五十年代至今的生活縮影和社會寫
照。在我看來，《七》是各導演的遊戲
之作，但能令香港觀眾感受本地情懷。
七個小故事並不傳達大道理，但順
時序地反映了香港人情和社會變遷。洪
金寶導演的《練功》以自身經歷為背
景，講述上世紀五十年代戲曲師傅以嚴
厲手法訓練徒弟；接着許鞍華導演的
《校長》，有關六十年代天台小學的師
生情誼。兩個故事一剛一柔，都是與教

育和傳承有關，前者的培育方法至今已
經脫節，但確實嚴師出高徒；後者的校
長和老師作育英才，春風化雨，成就了
香港新一代精英。
譚家明和袁和平分別導演的《別
夜》和《回歸》，都與上世紀末的移民
潮有關。兩個故事一悲一喜，前者滿載
年輕人的離愁別緒，後者的爺孫趣事充
滿溫情。該兩段戲反映了當時香港人曾
經一度浮躁不安，但是隨着九七年之
後，不少港人從外地回流香港，在此找

文藝中年 輕 羽
逢周一、二、三見報

到更多機遇。
杜琪峯和林嶺東分別導演的《遍地
黃金》和《迷路》又是另一種風景。踏
入千禧年代，三位年輕人在茶餐廳吃喝
聊天，憑着手機投資地產和股票，並經
歷 「非典」 的生關死劫。整個故事短小
精煉，卻能營造風雲變色的財經世界。
猶幸三個年輕人適可而止，沒有葬身黃
金苦海。《迷路》是一個頗完整的短篇
故事，林嶺東導演沒有拍攝火爆激烈的
場面，但在繁華的中環鬧市同樣能夠展
現動盪的社會狀態。該故事以回流香港
的家庭為主人翁，展望未來。徐克導演
的《深刻對話》作為壓卷篇，以精神病
院為背景，暗諷整個大時代，令人內心
微笑。

西西里奶酪卷


意大利的西西里島，因為一部電影《西
西里的美麗傳說》名聲大噪，也讓莫妮卡貝
魯奇的性感一夜之間在世人心中開了花。然
而少有人知道，這個地方向來神奇，擁有殘
酷和溫柔共存的力量。黑幫教父們一秒前寒
光入眼，殺人如麻，一秒之後，也能在區區
甜品面前失去戒心，這甜品的名字叫奶酪卷
（cannoli），跟它齊名的，還有那句經典台詞
「Leave the gun, take the cannoli」 。
留下槍，帶走奶酪卷。我等凡人不必有
此糾結，但總可以試試讓教父們一晃神的滋
味。看它在接近你的時候，有沒有那麼一
刻，能令人柔軟到忘乎所以。
作為意大利甜品經典之作，奶酪卷外形
矮胖，短短一隻躺在盤中。吃的時候不用刀
叉，一口咬下半邊，酥皮和奶油餡便同時爆炸在口腔
裏，略帶俏皮肉桂的味道，沒有一絲黏膩，輕盈的酥甜
讓面部肌肉完全舒展開，一閉眼就是神殿之谷和蔚藍海
岸，那個時候，就連我好像也能似懂非懂大佬們飄飄欲
仙的感受。
奶酪卷外皮是用麵粉實打實揉搓好，再低溫油炸製
成的。跟烘焙點心相比，香氣會更熱情濃郁，內餡由乳
清芝士打發好，填充進去，最後在兩端撒上果仁、巧克
力或水果塊。為了防止回潮，最好的奶酪卷都是現點現
做，現做現吃，一分鐘都不浪費。冷藏的奶酪餡擠在酥
皮筒裏，特別是在炎炎烈日下，一口清新入魂，有股肆
無忌憚的狂放奔跑在舌尖上，又瞬間消逝在喉嚨裏，悄
悄留下一道印記，如同飛機帶過的痕跡。奶酪卷不光有
奶酪，香橙味、巧克力味、開心果味，每一種都有自身
獨特的氣質，很坦然，不會為了取悅誰而莞莞類卿。我
在北京的意式館子裏吃了一份組合款，緩緩流逝的時間
好像爬得更遠了，還沒登上西西里島，但確實，已經被
它迷住了。

食色 判 答
逢周二、三、四見報

鄉郊一束花

中西醫結合：宏觀的整
體加微觀的局部。

漫條思理 鄭辛遙
逢周二、四見報

我最近以二十元的價錢買了一束花，
嚴格講，這不是一束花而是一捧花，因為
這束花有逾五十枝，是被人 「逼」 着買下
的。那日與菲傭Auntie路經一條鄉村舊
街，有位婆婆將一束花塞進Auntie懷中，
我回頭看，婆婆說只要二十元，我以為是
假花說不要，婆婆不肯收回，我再看竟是
鮮花，而且飄出淡淡香氣，於是便買下
了。婆婆腳旁還有一大桶類似的花草。
花朵都不大，有五種，分別是紅色裹
粉邊的康乃馨、青白紫深淺不同色的月季
苞蕾及花朵、淺紫色鐵線蓮、狗尾巴草似
的穗花、像假梅花的蠟花。蠟花最令人喜
愛，蕾是紅色的，朵是紅芯白瓣，小而硬
錚，蠟花就是蠟梅嗎？大伏天開花？沒搞
懂。

作陪襯用的無花枝葉有兩種，一種是
獨行菜，也叫馬蘭頭，屬野菜，有香氣，
其枝條上細碎的到底是葉還是花？也沒搞
懂，獨行菜之美在於枝長飄搖。另一種是
榆樹嫩枝，葉呈齒狀。
二十元，在市區花店大約只可買兩枝
花，而鄉郊竟可買一大捆，也許是種花人
家粗種粗收割。我將花束插入水晶瓶，每
日換水修剪淘汰，拍照留念，已玩一周多
了。

紅塵記事 慕 秋
wusiupikwa@yahoo.com.hk
逢周二見報



不同性能的護膚品
一向有採用美妝品的女士們，
都會知道面部肌膚保養的重要性，
不過在選擇護膚品前，一定要明白
不同的護膚品類，配合不同的肌
膚，才能更有效為你解決皮膚的問
題。
要改善膚質，須針對各種肌
齡，特別是皮膚的彈性和保濕問
題。皮膚會因季節出現不同程度的
內在變化，不論是年輕的肌膚抑或
是熟齡膚質，都會因氣候變化如濕
度低、乾燥而令到水分流失，出現
乾紋，嚴重的還會產生皮膚鬆弛等

現象。
皮膚若出現缺水現象，可不要
忽略了補充水分的重要性，除了日
常生活要多喝水來補充外，滋潤皮
膚的保濕步驟是護膚的第一步。具
備保持水分能力的透明質酸，有極
高的保濕能力，幫助發揮鎖水作
用，將水分注入肌膚內，改善失
去活力的乾燥膚質回復緊緻和滋
潤。
為了加強保水的護理效果，亦
可嘗試除了日常護膚工作外，每星
期用具有補水成分的面膜，即時為

皮膚注入保濕功能，達至深層鎖水
效果。在入秋前增加滋潤肌膚的程
序，是保護肌膚的最佳屏障。
而含有各種不同功能的精華
素、含抗衰老成分的面霜和清潔產
品等，有些是專為熟齡肌而設。護
膚品不用多，最重要是適合用，多
而不合用，變成浪費之餘，可能會
有反效果。要預防肌膚敏感，清楚
自己膚質是屬於乾性、油性或混合
性，然後選擇適合的護膚品，才是
正確的護膚之道。
此外，勿以價錢來衡量護膚品

的重要性，配方中若蘊含任何珍貴
成分的護膚品，也會因應不同的肌
膚需要而定。要全面保養肌膚，並
提升保濕、緊緻等各方面的功能，
一定要先了解自己的膚質，然後配
合選用不同性能的護膚品。

衣尚 蕙 蕙
逢周二、四見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