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眼還眼的特大陰謀詭計

網紅雪糕的陷阱
某日打開熱搜，發現
霸屏的是一支雪糕——
佔領榜單Top.1的那則叫

「網紅雪糕 X 薛高最貴一支賣 66
元」，而離它不遠還有一則叫「X薛高
是智商稅還是物有所值？」
「X薛高」，2018年3月才誕生的內

地本土雪糕品牌，一出世便憑着「貴」
和話題性在雙11打敗了哈根達斯，榮
登冰品類銷售冠軍。至於有多貴？最便
宜的一支也要16元，而打響成名戰的
那支最著名的「厄瓜多爾粉鑽」，則每
支售價66元人民幣，也正是熱搜第一
所指的那款。但其實，「X薛高」今年
的紀錄已經更新了，新發布的兩款產品
分別售價68元和88元一支，且只以
「套餐」形式售賣，即須搭配其他款雪
糕一起買——用大白話說，就是得配
貨。更有甚者，官網售罄後，還出現了
200元一支的黃牛炒價……而這次雙話
題霸屏熱搜，則是因為品牌創始人接受
採訪時的一番言論：「X薛高最貴的一
支賣66元，成本就40元，你愛要不
要。」好傢伙，不僅貴，還傲嬌，X馬
仕氣質拿捏得死死的。
憑藉着廣泛的群眾基礎，微博熱搜
上的每一個話題都能收穫大量捧場，更
別說還帶問號了。「愛要不要」4個字
一扔出去，4個小時間閱讀量就衝到了
3.8億。大量「元芳」發表見解，多數
是表達憤怒：「不好吃」、「味道一般
般」、「這個稅我不繳」、「5塊以內
的雪糕隨便吃，幹嘛買你的」、「抬高
了整個行業價格，以後普通人連個雪糕
都吃不起了」……說實話，愈看愈有
趣，因為發現真有不少人都墮入了網紅
雪糕的陷阱。
在談網紅雪糕時，我們其實在談什
麼？如果只是談雪糕，我們確實可以談

成本，比如聊聊嚴選的純天然食材，聊
聊避開的防腐劑和穩定劑，聊聊為追求
綿密口感而被升到15%的乳脂和被降
到20%的膨脹率——就像聊哈根達斯
時那樣。但一旦談到網紅雪糕，我們談
的其實就是網紅而不是雪糕，真正聊的
是這個品牌的附加值和這支雪糕的社交
屬性，八卦的是營銷手法和溢價指數。
雪糕自身已經不重要，甚至是不是雪糕
都無所謂，換成和牛一樣適用。
說白了，雪糕是用來吃的，網紅雪
糕是用來晒的。用來吃的雪糕，重要的
是要麼便宜大碗吃着痛快，要麼口感極
致物有所值。而不管是哪一種，超市必
須隨買隨有，絕不能影響小爺那一刻想
吃的心情。而用來晒的雪糕，重要的只
有一點——適合發朋友圈。最起碼得
貴，有錢也買不到更好，或者是時下話
題正勁，比如「愛要不要」。
所有網紅商品背後，大多都有着深

諳營銷的團隊。用成本論帶偏節奏，用
「愛要不要」等極端言論激起烏合之眾
們邏輯不清的怨氣——試問，「好不
好吃」、「貴不貴」、「值不值」以及
「如何選擇」這些都屬主觀感受，能以
此框定其他人嗎？而商業化發展到今
天，所有客層都早已被細分，「X薛
高」雖然賣66，但老冰棍也同樣擁有
穩固江山，怎麼就叫普通人也吃不起雪
糕了呢？——其實都是最常見的手
法。沒有人想知道是智商稅還是物有所
值，也沒有人關心你的答案邏輯在不在
線，重要的只是話題和流量。
也所以，面對網紅的一切，平常心
就好。無論是買不買雪糕還是跳不跳陷
阱，其實也都是個小樂子而已，認真你
就輸了。說到這裏，正減肥的小狸在寫
這篇文章時，忍不住吃了不少雪糕，也
算是網紅雪糕的另一個陷阱吧。

筆者小時候就知「公
義」（Justice）和法治
（Rule of law）。香港出
了個「大狀黨」之後，就

經常接觸到「程序公義」（Procedural
Justice）這個新概念，個人體會是
「政」、「法」兩棍長期推廣的結果。然
後又有「依法而治」（Rule by law），
由大法官的嘴講出來，顯然是製造出可
以任意凌駕「法治精神」的新武器。
看電影電視劇，可以更多明白「程
序公義」之害。比如劇中大狀為謀殺案
被告辯護，如果被告無殺人，或自衛殺
人，當然不肯認謀殺；但是證供不利，
亦有可能承認輕一點的誤殺罪。如果被
告是無良權貴大反派，大狀明知有殺人
而被告不認罪，又是另一種辯護法。其
中一招，是讓法庭不接納那些不利被告
的證供，例如警方未依刑事偵緝應有程
序、涉及非法搜證之類。還有許多其他
我們小市民不懂、法律專業人員才知的
竅門，大家在電影電視劇都看過不少。
幕後「黑手」要「爆鼻女」假扮

「爆眼少女」，可以怎做？現在是一壁
宣傳此女給警方打盲了，一壁用盡吃
奶力隱瞞未盲的真相！就如吳靄儀大狀
講的「口吐血耳」故事，「爆鼻女」的
代表律師哪管香港地方給暴徒打個稀
巴爛？辦案大狀亦無意為公眾揭示事
實盲了還是未盲的真相。全香港都不知
盲不盲，「反民邪教」才有條件持續
鼓煽愚昧的教眾繼續焚燒我城。保護
「爆鼻女」健康狀況的私隱，涉及
「公義」嗎？對不起，「程序公義」就
夠。整個「利益集團」繼續散播香港
警察打盲了「爆眼少女」，對「革

命」來說，豈不美哉？
「反民邪教」是不是在：讓你滋生
仇恨，讓你繼續無知？
最「妙不可言」的，是空降一個英
國議員來做「大狀公會」的頭領並接辦
此案。有理由相信，還有好些「內鬼」
裏應外合！他們知道香港現行法律援助
制度和相關操作慣例存在的漏洞。這個
「紅顏禍水」竟然有權千揀萬揀、揀選
一個與香港社會沒有什麼聯繫的前英國
議員來代表自己！我猜測本地狀師不願
或不敢接這個極難處理的案子，於是幕
後大台才迫不得已，調一個在原英國生
活，還是議員的狀師「空降」來港。
將「爆鼻女子」說成「爆眼少女」
的重點就在「隱瞞真相」。如同吳大狀
所講的「口吐血耳」故事，不要讓陪審
團知道證人看見被告從口中吐出血耳，
只需強調證人沒有親眼看見咬耳就好。
若再刨根問底，則主診醫生，甚至可能
包括醫生的高層上司，都在合謀堅決地
要隱瞞或模糊真相。然後有人負責散播
謠言，說有急症室醫護確認「盲了」！
於是不明真相的年輕醫護，便在急症室
值班時辱罵警員為「黑警」、為
「狗」。後來警方向醫管局交涉，就公
眾「目測」所見，醫管局高層似是將這
投訴擋下去了！因「以眼還眼」而致暴
動者的武力升級，在此只談談一些過去
未公開講的細節。
金庸小說《笑傲江湖》有風清揚講
的金句：「世上最厲害的招數，不在武
功之中，而是陰謀詭計，機關陷阱。」
這「爆眼少女」謠言，可是一起特大的
陰謀詭計呀！

「仇恨無知到爆眼」之四．完

星期日，在家裏看電視新聞，報道說︰「吳孟超於上
個月22日（見圖）逝世，終年99歲。」
我老媽本在迷糊午睡中，聽到死訊，突然醒來，問：

誰又死了？唉，早前不是報道過吳孟達死了嗎，今天又
誰死呢？我噗哧笑了（本來聞死訊不該如此）。
我告訴吳孟達粉絲的老媽，今日新聞，是大人物離世，不是小角

色！因為他是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肝膽外科之父吳孟超醫生，而不
是甘草演員吳孟達哩。
媽媽才恍然大悟，但她說︰「雖然二人名字，不過只是差一字，給

人就不同印象麼？」老媽搖搖頭，喃喃自語，你爸當年就曾說毛主席
死了是很重要的大事，那年我因沈殿霞死了而哭，你爸就說我，勿傷
心！只是藝人就不重要麼？她可是我小市民平淡生活開心果呀，她女
兒欣宜又未長大！真太令人惋惜啊！
我不語了，其實，真的錯不了，二人名差一粒字，過的人生則有大

分別呀！吳孟超活到99歲，夠長命，影響力確巨大。我點頭同意
媽，因回心一想，媽有她的道理。其實職業無分貴賤，最重要是敬業
又樂業，孟達叔在影視舞台，孟超院士在杏林，二人均各自努力過足
精彩的人生。演員吳孟達演出喜劇，為觀眾帶來歡笑；吳孟超醫生70
年行醫，是肝臟心臟科專家權威，執行手術救過2萬人，為許多病患
者帶來康復機會；前者為人帶來的笑彈，好比心靈補品，而後者醫生
給予的，則是救病扶危的能量針呢。吳孟超曾多次這樣說：「如果有
一天倒在手術台上，那是我最大的幸福。」
據報吳孟達是肝癌、心臟衰竭而離世的；我奇想：若他能早點遇到

好醫生，或者有機會遇到專研心臟科的孟超醫生，說不定人生會不一
樣，甚至會像醫生一般長壽吧。我又奇想，若孟達、孟超在天堂的路
上相遇，他們會不會這樣談起來呢？孟超笑着說：「你演的《流浪地
球》很精彩，我看了。」孟達說：「這是我演得很辛苦的戲啊，拍攝
的過程我要吸氧，才可以繼續。你沒看我的喜劇麼？」孟超搖搖頭：
「你若能早一點積極戒煙戒酒，你心和肝不就好了麼？」
孟達哈哈大笑：「醫生呀！聽講你90

高齡時，仍做肝手術，你真是三句不離本
行，又來勸誡我！真是！」
孟超說：「總之，生命是很脆弱的，人
人要常有歡笑，也要注重心肝健康，那才
能頤養天年，活到99呀！」

杏林舞台 敬業樂業
又是一年糭葉飄

香端午節到了又過
去了。由於疫情關
係，往年鑼鼓咚

咚聲響已少了，但家家戶戶人
人吃糭子的習俗卻沒有改變。
聞說今年糭子價錢貴了，但芬
姐卻說她的糭子來自旅港海南
社團總會及旅港海南同鄉會送
的。或許是來自海南家鄉的節日
禮品，品嚐起來味道特別香：有
鹼水糭、豆沙糭、更有瑤柱鹹肉
鴨蛋糭等等，和味之至。
6月第3個周日是父親節，環

球各地孝子賢孫都十分重視這
個感恩父親的節日。芬姐回憶起
年輕時，曾獲英女王伊利沙伯
二世頒贈榮譽獎章，並在英女王
壽辰時獲邀蒞臨英國倫敦白金
漢宮參加生日派對。芬姐憶及當
年所見盛況，至今仍歷歷在目。
英女王與夫婿菲臘親王鶼鰈

情深，廝守大半個世紀以上。
菲臘親王堪稱偉大的夫婿；對
於兒女來說，他也是偉大的父
親。英女王偕夫君菲臘親王曾駕
臨香港，可以說是與香港有緣。
遺憾的是在今年4月初，白金漢
宮公布菲臘親王安詳離世了。共
同走過73年，成為眾人稱羨的
王室夫婦，曾於兩人慶祝金婚時
這位偉大的丈夫、偉大的父親說
過，他學到做人最重要的秘訣是
容忍……值此父親節來臨之際，
英國王室與英國人民都會懷念

這位偉大的父親。
芬姐滿懷感慨憶起名作家朱

自清一篇著名作品「背影」，
經得起時間考驗，至今仍為人
所推崇的散文，由此而聯想到
自己幼時與父親的故事。
芬姐是客家女兒，家裏自祖父

起營商匯兌莊，營商地點分別在
印尼，廣東省廣州、汕頭、梅縣
和香港以及澳門等地。芬姐之父
親青年時便跟從祖父經商，其
後生意便由芬姐父親打理了。芬
姐有8兄弟姐妹，惟父親對芬姐
最為疼愛，打從四五歲起，父
母親到各地匯兌莊時也帶着芬姐
一起去。時間匆匆過去了，父母
親已離開了人世，而今芬姐已到
耄耋之年，但兒時的經歷仍記憶
猶新。芬姐娓娓道來：「最難忘
的是父親溫暖而有力的手，牽着
我這裏去，那裏去。父親嘴裏還
不斷叮囑我見人要有禮貌，要細
心聽長輩的說話，好好學習。在
家裏，父親握着我的手，手中握
着一支毛筆，細心地教我寫大
字。一豎一橫一豎一橫再一豎，
這是個中字，中國的中，我是中
國人的中……」芬姐很自豪地跟
着父親說︰「我是中國人！」
父親節的那天，芬姐獨自在

家，滿懷激情地想起了父母養
育教育親恩，永遠懷念父親的
手、父親的愛，令她健康成
長，成為對社會有責任、有擔
當的良好公民！

懷念父親的愛

早年看過部美國電影
《唱出我天地》（Boy-
choir），由德斯汀荷夫

曼擔綱一角，講述一位少年人如何克服
種種困難，成為合唱團的主音。我感覺
故事最失敗的情節，也是美國電影慣常
用的手法，就是原本是主音的同學仔竟
以卑劣的手段想擊敗他，最終當然是惡
有惡報。有影評就指此為「小朋友的宮
心計」。還有美國電影《小男孩》
（Little Boy），主角也飽受強者欺
凌。大家有否留意，美國勵志電影慣常
講述主角如何奮力上進之餘，原本較他
優勝的身邊人，總以污衊的方式試圖擊
退他。少會描述競爭雙方努力比拚公平
競賽，請深思，這是民族性嗎？
事實上歐洲民族從童話開始便常說
到心術不正和嫉妒心，諸如美國卡通常
改編的《格林童話》，大家耳熟能詳的
《白雪公主》，邪惡的繼母因不忿魔鏡
認為公主比她漂亮，而以毒蘋果害她；
《玻璃鞋》的Cinderella也受繼母和她
兩女兒嫉忌，鎖着她阻止她前往王子的

舞會。諸如此類的歐美故事多不勝數。
深受西方文化影響的日本，他們成

就頗高的卡通故事也充斥着欺侮與不公
平競爭。令人害怕的是這類思維方式從
小便印烙在歐美和東瀛兒童的心靈裏。
從最近以美國為首舉行的七大工業

國（G7）高峰會議，這些國內問題千
瘡百孔、疫情嚴峻的國家，相聚不謀求
合作解決，竟將用以商討如何對抗中國
的崛起，會後發表的聯合公報中，所說
的共同關注，竟是中國的內政問題，好
一個繼母的毒蘋果！幾天的會議讓我看
到的是這些國家都對中國近年的強大
「怕得要命」！
可悲的是，他們所懼怕的是從不對
外侵略的中國，而他們自己全都是滿手
血跡斑斑屠殺外族的一群。他們就是自
己童話故事和電影裏的欺凌者！尤其是
美國，在校內慣常考取第一名者，遇到
成績追上來的同學理應更勤力讀書不被
超越，還是使橫手不讓對方進步？他們
似乎忘了自己的童話結局總是：善有善
報！

從童話結局看G7峰會

現代繪畫藝術的好處就在
於，當你不懂它的時候，你會覺
得雲山霧繞，不知所以然。可一

旦從精神的層面去分析它，並把握住了一件作
品的精神內核，那麼，它所展現出來的純粹性
肯定要大於以往任何時期的作品。
在以往，藝術家限於物的限制，總要形似才

好。拉斯科洞窟壁畫這樣的簡筆畫不必說
了，那會兒的人尚未掌握繪畫的技巧。很吃
力的，也要把一堆動物形態逼真的勾勒出來。
即便是中世紀那樣注重精神世界，宗教繪畫也
還是要模仿人形的。
米開朗基羅是自戀，但他的自戀也不是忠誠

於自身，而是忠於欲望。他把自己對於男性的
欲望化成一種藝術追求，以美胴的方式展現出
來。可主題依然是神話的、宗教的。即便是他
不懷好意地把西斯廷上的壁畫弄得一絲不
掛，他也依然是一個妥協者。
整個文藝復興，都像米開朗基羅這般小心
翼翼。他們會大膽地去作畫，卻需要打着古人
的旗號，一步步試探着前進。其間有幾個人會
出格一點，嘗試將自己置於作品當中。比如，

羅浮宮裏蒙娜麗莎像對面有一幅《迦拿的婚
禮》，儘管這是一幅宗教畫，講的是《約翰福
音》第二章中的故事。但是委羅內塞偷偷把自
己畫到了裏面，偽裝成一位樂師。委拉斯凱茲
更大膽，他的《宮娥》端端的有一個超大的
畫架，即便他本人立於角落，那幾個可憐的
宮娥還是在不知不覺間成了配角。就好像我們
當代人最懂的那種拍照的修辭，不管要拍一個
很貴的化妝品，或者是一個什麼其他不得了的
場景，總是要把自己安插進去才滿意。不然，
這些好的東西又與我何干呢。
這種自我意識一點點覺醒，並隱約貫穿於

繪畫史當中。可是至少在印象派之前，使自己
的意識被物表達出來，不管內心是怎麼樣的
不可描述，最重要的還是為它找到一個可對應
的物的原形。然而，有了印象派，這一切都改
變了。印象派最大的創舉，是使思想的表達脫
離開了物。星空可以是眩暈的，睡蓮可以點
彩，這群藝術家被指責為沒有一點美術技巧的
功底，不懂得透視法為何物。然則，這就是他
們的精髓。
作為一個分水嶺。在這個藝術流派當中，人

對自我精神的肯定大大超出了對物的忠誠。作
品的外形脫離了我們日常所見之物，藝術家故
意曲解它們以滿足自己所要闡釋的內涵。在這
樣以精神表達作為最終目的的藝術形式面前，
它的手法是次要的，作品成了各種顏色的拼
接，以將可辨認的形體勉強維持住物的形態。
然則它所要表達的，絕對是一種抽象的、說不
出的對象。
梵高瘋了，莫奈隱居在巴黎遠郊的吉維尼小

鎮上，高更遠走大溪地。這些印象派的畫家是
必須不見容於正常社會的。歸根結底，這是這
個繪畫流派的風格帶來的結果。若非這樣的命
運，簡直配不上印象派藝術家作為變革者的稱
號。當然，這裏的境遇並不指代這個流派走紅
之後的情形。那會兒他們會整個的被搬進名人
堂，法國政府還會騰出來一個廢棄的火車站，
建成一座具有文藝復興和巴洛克風格相混雜的
奧賽博物館，專門收藏印象派、表現主義這一
些新派藝術的畫作，並使他們成為偉大法蘭西
的一個圖騰。可是，印象派的力量在於改變了
一種繪畫的習慣，動搖了一種標準。並且，最
重要的，它讓人回歸到自己的內心。

胡說西方繪畫史（一）

苦味雜說
柔石有兩句詩歌，非常有魅力：
我用眼看你/你是何等美麗/可我用
口嚼你/你是何等苦澀和神秘。苦
味似藥，深蘊其中；猶如微涼的風
裏——花朵着霜的那種苦。雖然苦
味可清熱解毒、養心除燥，止痛祛
濕，但過苦也會傷心。譬如，咖啡

的苦味不能過濃，過濃則過猶不及；米尼
加的朱古力，在高酸與高單寧的味道中加
些許苦味就很好，這苦味也不能過多，只
要能產生令人迷醉的醇厚感，就剛剛好。
很多中年人認為，苦味要的，像苦瓜之

苦，就苦得清爽、舒服。在民間，苦瓜被
稱為「君子菜」，就是「苦瓜雖苦，但不
傳苦於他物」。清淡的蘿蔔湯，細品之
下，總有一點點說不清的苦味。苦苣菜、
黃花菜吃到嘴裏，在舌尖上會湧出一股土
氣的苦澀，但回味之後卻變成鄉土原野的
爽口與清香。青棗的脆甜滋味中，常帶有
一點苦味，恰似那抹淡淡的鄉愁。在潮濕
的水濱，艾草蘊藏着溫煦清香，但同時充
滿了新鮮的苦味。
相比而言，苦丁香的葉子太苦、太苦了；
苦參也是從根上苦上來，一點兒也不減勢；
山杏的杏仁，更不是一般的苦，苦得幾乎讓
人齜牙咧嘴了。把山杏核砸開，取出仁。吃
一個，苦；吃兩個，還是苦；第三個，不敢
吃了，揣兜兒裏，回家用大瓢盛涼水泡，一
天一夜。一天一夜之後，杏仁不苦了。瓢被
染苦了，嚐嚐瓢裏的水，水也是苦了。把水
倒掉，苦味滲到土裏了。苦味，是源自植
物體內的某種生物鹼。生物鹼基本上都有
苦味，鹼性愈強，苦味也就愈重，生物鹼
或多或少都有一定量的毒性，有大有小。
但是，有時具有小毒的苦味，對人的身體
是有益的。我們常說苦似黃連，黃連中的
黃連素就是一種生物鹼，它是黃連中最具
代表性的苦味，但同時也是抑菌活性的藥
效物質。茶葉中有咖啡因，這也是一種生

物鹼。因兒童與生俱來對苦味耐難受性極
差，常把吃的苦東西吐出來就很正常。
不是所有的苦味物質都不好，有些還能

治療一些疾病呢。在中醫中，很多能治病
的中草藥，多多少少都有一些苦味。我們
常說「良藥苦口利於病」，說的就是吃這
些苦味物質的好處。傳統中醫理論經典論
述認為，苦味物質能祛火、消炎，並能制
衡香辣之味。有時，人雖並沒有病痛，但
是吃某些苦物能清涼腸胃，預防火氣滋
生，減輕攝入奢靡食物產生的熱毒，從而
產生適當吃些苦味物質的舒爽感。
帶有苦味的茶和咖啡，就是這樣發現並

被利用的。時間長了，很多人不但對於茶
和咖啡裏面的咖啡因產生依賴，甚或對它
們的苦味也產生了濃厚的情感。尤其那些
經常出席宴會的人，幾乎成了苦味綠茶的
擁躉者。又如，啤酒花裏有一些萜類化合
物也是有苦味的，很多人卻非常喜歡這種
略帶苦味的啤酒，設若啤酒太甜了，味道
便不夠深厚。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人能離
得了苦味，就像咀嚼過「奈泛泛旅跡，宦
游滋味」的苦味一樣，人生才夠豐滿。
有的人直接拒接苦味的藥物，但真的病來

了，只好捏着鼻子接受，對能夠治病的苦藥
網開一面了。如今，我的腦海裏常出現第
一次站在煎煮中藥房門口的情景，那些初
次被我呼吸到的中藥的苦味真不那麼好，
而當自己的病被那些苦味的藥治好了，我
第一次懂得苦味的真正價值。現在，有些會
養生的人把某些苦味食物與其他食物一起烹
調，使食品更有品味，比如加入苦瓜、蓮
子、銀杏等或濃或淡的苦味，就很受歡迎。
小時候，我常觀察一棵苦楝樹，它斜斜

地長在我家屋後，苦楝花紫色的花瓣讓人
着迷。很多時候，我一邊撫摸它的樹幹，
一邊在那串串羽毛狀的葉子，細嗅清新帶
着絲絲苦味的氣息，聽母親講關於苦楝樹
的知識，苦楝樹的花、果實、樹皮和根都

可入藥，卻有相當的毒性。無論是苦楝
花、葉、果實，還是根皮和根入藥，都是
一味中醫不敢多用的中藥，因為它味道實
在太苦，雖能行氣止痛、殺蟲療癬，畢竟
是以毒攻毒，要小心用量才對。
烹飪食物時，苦味不能單獨使用，苦

瓜、苦筍、苦杏仁、陳皮、百合等，要力
求微苦中出清香。但是，有人拿到百合，
先要撕去外面的一層薄衣及頭尖部焦黑，
以降低苦味；若百合真變得苦味盡失，風
味卻減了五成。其實，獨特的苦味與清
香，讓人有種說不出來的喜歡，即便帶些
泥巴也絲毫不妨礙它的味道。
廣東天氣濕熱，相對比北方人更願意吃

苦瓜，什麼苦瓜炒肉片、苦瓜炒雞蛋、荔
枝炒苦瓜、木耳拌苦瓜、苦瓜排骨湯、什
麼生拌苦瓜、冰鎮苦瓜、白灼苦瓜、五味
苦瓜，不一而足。還有一道菜，叫「苦苦
相逼」，就是用生鮮的苦瓜與汆過水的苦
瓜一起炒，成為生苦與熟苦的配搭，甚或
把青脆的台灣白玉苦瓜、泰國苦瓜仔與過
水的廣東苦瓜一起炒，因而摻雜了兩個層
次、多種地域的苦味。苦瓜有個別稱，叫
做「半生菜」，不惑之年的40歲便可稱為
「半生」，半生之後吃苦瓜，尤其清涼甘
香。苦瓜中含有奎寧和苦瓜甙，這兩種物
質對於人體大有裨益。奎寧利尿活血、清
心明目，還可抑制過度興奮的體溫中樞。
苦瓜甙能在一定程度上調節血壓、血脂和
膽固醇，保護心臟和血管。苦味入心，平
時適當吃些苦味食物以清心瀉火，比如苦
瓜、蘿蔔葉、大頭菜等等，就很好。
一般人從小時候便排斥苦味，到長大成

人會有選擇地利用苦味食物，這個過
程——其實就是一個人成長的過程。沒有
人願意吃苦，無論是身體上的，還是心理
上的，但為了長久地健康和幸福，人們有
必要吃點苦。一點苦都不肯吃，無論是身
體還是人生，將來很可能要大吃苦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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