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想吃春餅

叛逆心理
欲拒還迎這個道
理，實在是太少人懂
了。大部分東西，都

是因為難，而不是好，人們才會想
追求。一切太容易可得的東西，就
是不為人欣賞。
大家想想吧，最貴的東西，真的
是因為好，還是難獲得，所以珍
貴？金子之所以是最貴的金屬，僅
僅是因為難取得、總量少。鑽石的
構成完全是碳，但合成鑽石很難
得，所以這麼貴。
大律師為什麼這麼「值錢」？在

外界看來這是最高尚的職業之一，
因為入門門檻高。無論裏面的人其
實賺多少錢，都會因為這個原因而
被視為高貴。
其實道理就是如此。很多名牌
手袋，尤其是最高貴的「H」字頭
的牌子，它貴，不在原材料是多
麼難找到——不過就牛皮、羊皮、
鱷魚皮等皮罷了。但它就是值錢，
因為它很難買到。專門店都沒有，
需要所謂的配貨。於是，大家瘋狂
購買。
美國饒舌歌手和阿迪達斯合作的
一款球鞋，中國製造，和阿迪達斯
自家的成分類似，價格卻可以是10
倍以上，憑什麼？款式？不，大部
分人都覺得不好看。靠的，是稀
有。所以，大家就想要了。

這是犯賤的心理，但真是的。這
位歌手曾經嘗試增加產量，結果銷
售業績反而降低。
所以我所從事的事業，也要用這

種心態。我必須「吊高來賣」，否
則大眾不珍惜。反而當我設立重重
關卡，大家反而更想成為我的一分
子。
有趣的是，這麼多年來，行業許
多人卻不明白這個道理。為什麼
呢？因為大家沒有逆向思考的勇
氣。
而我有，因為自小我就覺得不叛

逆，事情就不太有趣。叛逆似乎結
果就必然是不好的，但根據我人生
經歷，似乎實際上恰恰相反。

疫情中少出門，雖
有眾多酒樓食肆七折
八折的外賣，但總覺
得沒有自己煮的合味

道。香港幾乎什麼都有了，只有一
樣沒有，沒有醬肉，老北京的清醬
肉。北京「天福號」清醬肉是一
絕，絕在不鹹，只是香。網上有很
多教做「老北京醬肉」、「地道老
北京醬肉」、「老湯醬肉」等等，
照着做過，總是不對味。
醬肉是為了吃春餅。北京有「盒
子菜」，以前在熟肉舖或豬肉舖製
作出售。最負盛名的是西單天福號
醬肉舖，清醬肉、醬肘子、豬肚、
豬肝、醬口條（豬舌），講究的還
有熏肚、爐肉、熏肘子、熏雞、醬
鴨，放入雕漆食盒，分別裝進九個
格子，再裝進帶手提梁的籠盒，送
外賣。吃時切成細絲，配幾種家常
炒菜，春餅還有個別名叫「龍
鱗」，吃春餅也叫「吃龍鱗」。
北京有眾多春餅店，有一家開在
幸福巷的叫做「霍亮春餅店」。豁
亮，是北京話，可能是滿語，開敝
明亮的意思，用來開飯館很合適。
店裏有一面牆，貼滿名人和店主的
照片，店主叫霍亮，是北京人藝的
子弟。
上世紀七十年代，在每月七八十
元月薪的待遇下，「逼」出了很多
吃貨。北京人藝就是一個吃貨「團
夥」。劇作家藍蔭海家的醬肉、朱
旭家的春餅、英若誠家的碧梗飯、
夏淳家的四川涼麵、金乃琴家的羅

宋湯、呂齊家的炒菜，太多了，數
不清。這些是我吃過的，最難忘的
是英若誠家的碧綠梗米飯。霍亮從
小在人藝大院裏吃百家飯，最愛吃
朱旭家的春餅。
已是臘月頭，春節之前還得再歷

二「劫」，「立春」、「小年」其
他不談，先說說「立春」。在北
京，立春要吃春餅，名曰「咬
春」。春餅又叫荷葉餅，是一種燙
麵薄餅，可以撕開兩張，吃春餅要
配醬肉盒子菜，還要有幾種炒菜，
必不可少。
霍亮不學人藝子弟承接父業，開

了家春餅店叫「灃元」，因為多數
人不會讀，改為「霍亮」。自製醬
肉、春餅，除了得着朱旭老爺子的
真傳，還發明了幾種好吃的配菜：
醋溜土豆絲，土豆要是脆生的；炒
合菜，豆芽要是支棱的；青椒炒醬
雞蛋，雞蛋要是焦黃的，新鮮韮菜
剛剛斷生，不能塌秧，粉絲要入
味，不能扒鍋，配上醬肉、嫩葱、
甜麵醬，捲在又薄又軟的春餅裏，
胖胖渾圓，一口下去……
霍亮的媽媽是中戲表演班的老

師，江姍、徐帆、胡軍、何冰、陳
小藝，都是班裏的學生。立春那
天，甭管在人藝舞台上多大的腕
兒，下戲後都要到霍亮的春餅店去
「咬春」，喝一碗小米粥，加一小
碟黃豆鹹菜絲，太過癮了！
明星傳明星，百姓傳百姓，霍亮

的春餅成了有名的家常便飯。可惜
香港沒有，吃不着。

在今天這個變化多端的世界，「正能量」絕對每個人也需
要。其實我也算是一個充滿「正能量」的人，無論是主持節目
也好，跟朋友及親友相處也好，也不忘發出能量給身邊的人，
所以有時一些歌手朋友，好像麥浚龍曾經跟我說：「為什麼你

經常這麼開心？」而且他是抱有一個懷疑的態度問我，我便說：「我就是這
樣一個開心的人，就算遇上什麼困難，只要給自己一天的時間去整理一下，
心情便好了。」但正能量如何可以收集回來？就讓我在這裏跟你分享。
之前我跟你們分享過，暫別多年的驚恐症又再重臨我的身體，好像愈來愈頻

密接近我。其實近期發生這個症狀是兩個多月前，但到今天為止，已經出現了
兩三次，比起以前多了一些。好像之前到尖沙咀剪頭髮，當天沒有駕駛車子，
走去乘搭港鐵。剪完頭髮後相約朋友吃飯，因為不想遲到的關係，所以走路很
快，我從廣東道一直走到彌敦道港鐵站，在這段不長不短的路程，心跳突然加
快，甚至很想伸出雙手拿着東西穩定自己的情緒，還想走到一些店舖跟他們
說：「我的驚恐症發作，可不可以讓我坐一下。」但當我想到這個方法時，一
件害怕及擔心的事情又出現，因為現在的疫情，只要你身體好像有點不對勁的
話，人們也害怕接觸你，還要解釋這麼多的話，所以唯有「頂硬上」繼續向前
行。好在進入港鐵車廂之後，有座位可以讓我坐一下，但腦子不停地想着身體
反應，自己也不停說：「不要想太多，其實身體沒有問題，希望這種反應快些
離開。」經過20分鐘後，很不容易才到達了目的地。
另一次則在上星期，跟朋友吃過中午飯後，在商場逛了一下，突然驚恐症

的反應又來了，好在當時有朋友在身旁，但發覺其實沒有大幫助，頭暈、心
跳加速；慌張、手震的感覺仍然出現。到今天，腦海裏也經常浮現着這些畫
面，還會不停說不要害怕，我一定可以走出來；但另一方面又不停地埋怨，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病徵？這個病真的太討厭了。最近我才明白得到一些患情
緒病的人為什麼要輕生，因這個病會影響到自己的生活，只要一想不開的
話，可能便會做出傻事，但當然我不會有這個想法，我是一個開心及充滿正
能量的人。所以我覺得，遇上這個病後，正能量對我來說是非常的重要。
但如何可以經常擁抱着正能量？除了自己天生的性格比較樂觀之外，對任

何突如其來的事情，也用安然一點的方法去面對，我相信已經可以解決了問
題的一部分。所以當問題出現的時候，我會到網上找一些解決方法，這樣當
你去認清一些問題就不難解決了。最重要的一環，是要自己盡量去向着開心
的道路進發，不要當問題發生的時候，就發放出十萬個為什麼？因為不斷在
問同一個問題，其實也是沒有解決方法，只要以一個樂觀的心態去面對，發
現原來又可跨前了一步。我經常會跟聽眾說：「如果當大家遇上感情的問
題，可能要走到分手的階段，試着回想當初你們認識的時候是這麼的珍惜對
方，見少一面也覺得不足夠，現在已經成為了自己的另一半，為什麼不去想
想解決現在的問題，好好地繼續走下去，而不是提出分手，結束關係。」
所以我覺得，我需要正能量，相信你也需要，大家從今天開始，向着這
「正能量」三個字進發，希望你同我都成功。

我要正能量

香港人和廣東人都
喜歡煲湯水和秋冬進
補，醫食同源。飲湯

是本地飲食文化之一，一家人工作無
論怎麼辛苦，坐在一起吃飯，天南地
北，飲着媽媽炮製的老火湯和餸菜倍
感溫馨。
很多媽媽對女兒特別偏心，會有
一些私人珍藏補品給女兒吃，相信
很多做女兒的吃過不少市面上數得
出的補品，例如燕窩、冬蟲夏草、
鹿茸、阿膠、當歸、杞子、桂圓、
雪蛤膏、蜂皇漿，或者市面上一切
對女士養顏、補身有幫助的，媽媽
都會買給女兒吃。
但是要留意的是：每個人的年齡
不同、體質不同，是不是每一樣都
適合女兒或者一家大細吃呢？
有一位女士每天都給蜂皇漿女兒
吃，而女兒6歲就有經期出現，她
不知道蜂皇漿裏面含有女性荷爾蒙
孕激素。長期過分額外補充了荷爾
蒙令到女兒早熟。
有位女士自細就常常煮雪蛤膏
給她的仔女當飯後甜品，吃到他
們的皮膚白雪雪滑滑的，很是高
興，我告訴她雪蛤膏是雪蛤的卵
巢，除了有豐富的蛋白質之外還
有女性荷爾蒙，她以後也不敢再
給他們吃了。
人有不同的體質，不能一本通書
讀到底，有些人對某些東西敏感，

即使中醫也分9種不同的體質，西
醫也有不同的情況：例如有血壓高
不停進補食人蔘鹿茸血壓會加重；
如果乳房或婦科有腫瘤，進食一些
含有女性荷爾蒙的食物會增加腫瘤
的生長甚至於擴散的速度。
我見過有乳癌病人，醫生叫她不

能吃女性荷爾蒙，於是她自己買了
一些補品來吃，我問她有沒有女性
荷爾蒙的成分，她說沒有，結果我
讓她拍了相片傳短訊給我看裏面是
有的。
母慈子孝是中國人的美德，在每

一年的母親節或者聖誕新年之後，
間中就會有已經收經幾年甚至於十
年的女士因為下身流血而來求診。
細問之下原來兒女買了含有女性荷
爾蒙的補品給她們吃，吃完之後隔
一段時間就出現出血的症狀好似再
來經期一樣。如果她們本身沒有乳
房或子宮的腫瘤還算好彩，萬一腫
瘤沒有發現的話就可以令到腫瘤長
大而惡化。
我非常贊成政府實行保健食品的

藥物標籤法例，將含有什麼成分標
注在這些保健品的包裝上面，最好
問過你的醫生或中醫師，知道自己
的身體狀況是否適宜吃才進食，而
且即使這個家庭成員適合也不代表
是所有人都適合，否則好心做壞
事，愛錫家人變了害了家人。切
記、切記。

秋冬為女兒進補

歐嘉慧的離世，令我想起了她
首次演出的電視劇《心焰》，那
是一齣改編自英國劇作家薩默塞

特 ． 毛 姆 在 1928 年 編 寫 的 《The Sacred
Flame》的悲劇。故事講述飛行員周劍英因意外
而雙腳癱瘓，終身活在輪椅之上。他的妻子史
愛蘭年輕貌美，品性嫻淑，守着殘障的丈夫。
劍英不想妻子活在了無生氣的夫妻生活之中，
囑弟弟劍雄陪伴她出外消遣，自己則由藍護士
照顧，還有疼愛他的母親。
一天，劍英突然死去。藍護士堅持劍英是被
餵食過量安眠藥而引致心臟停頓，誓要徹查，
搜出真兇，並公開愛蘭已懷孕一事。愛蘭始和
盤托出腹中塊肉是小叔劍雄的，同時亦指藍護
士暗戀自己的丈夫。藍護士直認不諱，更直斥
周老太因為擔心媳婦下堂求去，令長子傷心，
所以明知次子與媳婦有染，也裝作不知情，縱
容愛蘭與劍雄發生不倫之戀。最後，在劍雄拿
着手槍欲殺藍護士之際，周老太說出真相︰她
在獲悉愛蘭已懷有劍雄的骨肉後，知道劍英一
定承受不起這個打擊。她為了保護愛子，便親

手毒殺他，免他受被弟弟和妻子背叛的痛苦。
1970年，無綫製作此劇，由馮淬帆和歐嘉慧
分飾男女主角周劍雄和史愛蘭、天叔梁天飾演
周劍英、容玉意飾演周老太、黃柯柯飾演藍護
士、張瑛飾演蔣醫師和鮑漢琳飾演崔律師。既
有「電影皇帝」，又有青春電影女星首次演出
電視劇，亦有劇壇前輩助陣，當年自然非常轟
動。不過，我首次聽到《心焰》這個劇名，卻是
來自香港業餘話劇社。數年前，我開始為這個
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譽滿劇壇的劇社著書。我除
了翻查資料之外，更訪問了20多位該劇社的社
員。我記得創社人之一慧茵姐在與我一起翻查劇
社的電視劇演出記錄時，指着《生死戀》之劇名
說：「《生死戀》即是《心焰》」。
「業餘」電視劇版本的《生死戀》於1966年

在麗的映聲上演，比無綫的《心焰》早了4年。
演員都是當時的劇壇明星，包括由我們熟悉的
「西太后」黃姨黃蕙芬飾演周老太、報華哥袁
報華飾演周劍英、承彩姐朱承彩飾演史愛蘭，
劇社中人稱阿瑾的馮淬汎（他在業餘年代用汎
字，後來才改為帆字）飾演周劍雄（手中劇本

卻寫周劍雷）、C姐雷浣茜飾演藍護士。另外，
還有前輩敦叔鄭子敦、保叔黃宗保和后叔陳有
后分別飾演蔣醫生、崔律師和探長。
細心一看，原來無綫版本《心焰》的多位演
員都是「業餘」的社員，包括天叔、容玉意女
士、黃柯柯、馮淬汎和鮑叔鮑漢琳，馮淬汎更
是在二劇中均飾演同一個角色。 我看過三數張
劇照，都是在同一個客廳布景中演出的。我特
別喜歡承彩姐的戲服。一襲應該是她即將赴會
或宴會後返家時穿着的。雖然是黑白照，卻看
得出它釘滿珠片，閃閃生光，再配以當年流行
的皮草披肩，是一襲漂亮的晚裝。另一件戲服
則是她在丈夫死後所穿的黑色無袖旗袍。穿在
向來溫婉的承彩姐身上，更顯楚楚動人。
仍是那一句話︰可惜當時沒有錄影演出，我們

今天無法一睹「業餘」各位前輩昔日的表演，真
是很大的遺憾。尚幸當時拍攝了一些劇照，可以
保留話劇的一點面貌，記下每一個劇的輪廓和呈
現形式。還有，曾參與劇社幕後工作的一位前輩
一直保存着《心焰》的綵排劇本，令到《心焰》
一劇尚有一些資料存世，已經是萬幸了。

《心焰》/《生死戀》

今篇選圖為超
級 名 模 中 的 名
模；「黑珍珠」
納 奧 美 金 寶

（Naomi Campbell）及一度被
譽為世上至性感男性，名模/演
員泰臣（Tyson Bedford）。二
人共同點除了非洲裔，納奧美英
國生，泰臣美國生，然而皆為牙
買加移民後裔，二人祖母皆為牙
買加華裔；除了丹鳳眼，二人神
韻氣質跟純正非洲血統確有丁
點差異，二人除以黑色皮膚為
榮，也以華裔這個特質為傲。
時至2021年，某些地方人士

以身為華裔為恥；然而在另一
些地方，卻有不同膚色人士以
流着縱使不全部，甚至小部分
華人血統為榮。
過去對美洲華僑的認識止於

「金山」美國、加拿大，甚至
讀歷史課發現國父孫中山先生
童年曾居家族落籍還未成為美
國一州的夏威夷，頗覺新
奇……
點解唔係阿美利

堅合眾國？
外祖父的父親、

母親的祖父早在外祖
父年幼已客死他鄉。
問哪裏？他們只

知道名字叫「黑鬼
埠」，我們姐弟少時
還誤會是印度。
很多年之後，二

姐告知：表弟說他們
楊家神主牌上有女祖
先名「姬絲汀娜」，
更引證外曾祖父在南

美洲離世。
讀過全球海外華裔數目排行

榜，始知秘魯位居第七，當地
曾經有過日裔總統，卻原來也
有過好幾任華裔財政高層。因
此兩度遊走秘魯，視為尋親記
遊，以為秘魯首都利馬便是楊
氏一族傳說中的「黑鬼埠」
年前在加拿大多倫多跟母親

外家親戚茶敘，始知他們楊家
百年前已定居生活更安定的厄
瓜多爾，而他們每隔數年必也
南飛舉行家族聚會。
外公高過1米85，五官輪廓突
出，根本不是傳統純正華人模
樣。母親姐弟有幾人似歐羅巴
外表，幾人又似中南美土著混
血靠近墨西哥人樣，母親跟其
中一名姨母較似外婆華人相貌
較深，然而身形高大，皮膚白
皙，眼珠色淺，至年長滿頭銀
髮輝映，「鬼鬼哋」的媽媽常
被好友們戲稱「英女皇」。
至近年，始聽實據，母親外

家元朗坳頭楊屋村，
有兩個祠堂這點我們
自小清楚，原來其一
屬數百年前自元朗橫
洲楊屋村遷移；祖籍
廣東上番禺外祖父家
於英人租借新界前始
遷入，如果在生已屆
一百二十多三十歲的
外公未必在楊屋村出
世，是否生於南美
洲？還是外曾祖父根
本是個混血兒！光尋
找求證已經趣味非
凡。 （未完待續）

以華裔為榮

美互聯網技術進步的動機 從不考慮道德
互聯網技術的進步，改變了世界的

生產方式，也改變了世界的道德標
準，美國本身的道德水平急劇墮落，
青少年受到了毒害，結果走上了犯法
的道路。
美國矽谷的急速崛起，各個新科技

企業要求科研人員一定要為企業創造
利潤作為出發點。經濟的發展也說明，互聯
網技術投入的資金是最小的，但是它創造出
的利潤卻是傳統產業企業的幾十倍，甚至幾
百倍。矽谷企業的總裁，要求下屬推動科技
發展要有兩個方向，一是壟斷性的，取得專
利，以後其他的企業就要使用其專利，並且
付出專利費。二是一定要以最低的投入，賺
取最高的廣告收入，互聯網企業的老闆其實
是廣告商，而不是互聯網的使用者，互聯網
的使用者從來沒有付出任何金錢，就可以享
用互聯網提供的各種訊息、娛樂、服務，因
此，他們將需要付出代價：包括出賣自己的
私隱權、自己的秘密和愛好、自己消費的心
理狀態、自己的政治和宗教傾向，互聯網技
術可以通過「Cookies」收集互聯網使用者
的所有訊息、所有愛好，然後有計劃地控制
他們的思想，引導他們喜歡什麼，不喜歡什
麼，甚至如何投票，要投票給予什麼人，不
投票給什麼人，甚至「違法達義」，推翻一
個政權。
美國互聯網的進步動力，從不考慮道德問

題、消費者的利益問題。但卻同美國政府
有密切的合作，配合了美國的勢力擴張、
外交政策和控制別的國家。
新媒體作為對外傳播新渠道和新載體，

「阿拉伯之春」是西方主流網絡媒體所稱
的阿拉伯世界的一次革命浪潮。自2010年
12月17日突尼西亞爆發茉莉花革命以來，
阿拉伯世界一些國家民眾紛紛走上街頭，

要求推翻本國政體的行動，並樂觀地把
「一個新中東即將誕生」預見為這個運動的
前景，認為這個「阿拉伯之春」屬於「諳熟
網際網路、要求和世界其他大部分地區一樣
享有美國式的政體，要產生追求美國基本民
主權利的年輕一代」。
說到底，讓世界成為美國的附庸。到了今
天，美國總統特朗普講得更明白了，只有美
國可以控制世界上的互聯網和媒體，並且可
以監控世界各國的各種資訊和動向，其他國
家絕對不能擁有自己的互聯網通訊工具並且
參與國際信息交流，否則就是危害到美國的
國家安全。美國危害其他國家安全，則是天
經地義的。因此美國全面封殺中國華為、中
興的5G互聯網和通訊服務，不允許中國企
業涉足於國際的新科技企業合作、合營、收
購，不允許中國的新聞媒體在國際上與其他
國家交流。
美國的微軟公司、蘋果控制着世界各國的
互聯網入門搜尋引擎、控制制式，所以他們
一早就掌握了制高點，世界各國都要使用他
的專利，而且這兩個機構的軟件不斷更新，
不斷升級，所有世界上的用戶都要接受其更
新的程序，一旦進入，這兩間公司就對着你
的電腦搜尋和掃描一次，你上過什麼網絡、
關注什麼問題、對廣告和消費的愛好、你的
群組朋友的傾向是什麼，包括你的電腦密
碼、互聯網的更新，全部都收集起來，作為
投放廣告的參考。廣告的投入，幾乎控制了
年輕消費者的動向，只要在這方面增加百分
之一的廣告金額，就可以改變互聯網用戶的
消費傾向和習慣，影響他們對於品牌的愛
好，影響他們消費的習慣。
社交網站及其軟件的發明創造，其主要目
標是控制互聯網的思想和行為，它利用了用
戶的心理弱點，給予每個用戶都可以發布新

聞和偷窺其他社群成員的私隱的機會，並且
可以組成了群組，而每個用戶所發放的訊
息，能夠讓其他社群成員觀看和閱讀，其他
成員亦能發表評語，給予點讚或者批評。互
聯網可以搜索各種時事新聞和重要事件，更
加可以由編輯或者用戶，修改各條新聞或者
資料。黃色的內容、稀奇古怪的新聞，都是
為了增加收視率和點擊率。所有這些內容的
編排和軟件的部署，目的是要讓用戶沉迷滑
看手機，並會上癮。用戶一天到晚都要看手
機，如果不看，便會若有所失。不少沉迷
者，精神上需要別人的「肯定」，讓別人點
讚，達不到這個結果便會產生自卑感，精神
低落，非常焦慮，忐忑不安，自閉，有些人
更會患上了精神抑鬱症。
群組以雷霆萬鈞之勢，密集地向青少年洗
腦，賤價地推銷民粹主義，假裝關心他們的
處境，讓青年人憎恨社會，憎恨傳統道德觀
念和秩序，更加憎恨政府和精英階層，對存
在的東西採取否定和批判。最近十年來，世
界各地的年輕教師和學生，普遍變得憤世嫉
俗和激進。更加有人在網上煽動青年上街，
並且散布各種謠言和假新聞，擴大事端，讓
社會陷於對立。特朗普正是樣辦，美國正在
自食其果。
網絡上的電子遊戲，培養暴力傾向，散布
了世界末日的各種假象和理論，導致了青年
人走上「違法達義」的道路。美國清楚知
道，她可以使用互聯網的後門，監視世界各
國領袖和各國的動向，更加可以發動顏色革
命。美國深明互聯網可破壞國家安全和傳統
的社會安定。於是，制定了遊戲規則，美國
可以利用互聯網做任何事情。而中國的互聯
網軟件則必須全面禁止，理由是不能讓美國
人的個人資料落在中國手上，影響「國家安
全」。這是一種夫子自道的表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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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華裔血統的
「黑珍珠」納奧美及
「性感男一」泰臣曾
雙雙為Polo作代言
人！ 作者供圖

●「吊高來賣」大家才會珍
惜？ 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