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食美文

新的一年
最近看了本書，
是美國最大私募基
金的老闆寫的，講

的是如何管理和經營自己的公
司，我實在是非常喜歡，自己都
為自己的團隊寫了一本，花了我
兩個禮拜時間。
簡單來說，就是沒有系統的
話，沒有規矩的話，公司就會一
盤散沙，軍心散漫之餘，也沒有
辦法令團隊有凝聚力。
簡單來說，就是法治才能解決
問題。
作者在他本書最後幾十頁才開
始如此說到：「其實，我都是好
像法官般，按照制定了的規矩，
邏輯地去辦事，然後全部人公平
公正公開處理即可。」
我本身大律師出身，其實十分
接受這樣的模式，但畢竟沒有經
營過公司團隊，所以在實行上有
難度。
沒想到，原來是一樣的道理。
簡單來說，就是人就是犯賤，

需要有規矩、系統，才能清晰自
己要每天怎麼做，每天睡醒才有
動力去追目標。
好了，作者的看法超級簡單，

就是要訂立幾個總體的概念和理

念，讓全部人追隨。
第一，要高強度的真實性和透

明度。公司的一切資訊、消息、
情況，要全世界都看得到。
這麼多資訊轟炸，這樣做好

嗎？答案是好的，原因是效率，
以及能夠消除隔膜，拉近彼此之
間的距離。
第二，作者說需要工作上找到

有意義的事情及有意義的關係。
這就是說，我們需要對工作感

到有意思，以及和自己的同事們
建立超越僅僅同事的關係。
作者將自己的同事下屬看成是

家人。但他能夠這麼做，是因為
有了整個系統規矩的情況下，他
請人的要求夠高，也對請回來的
團隊成員感到安心。
很多人喜歡探討雞蛋和雞的問

題——沒有人、沒有業績，談何
系統？
作者也是從一個人開始他的事

業。他開始建立系統是在公司達
到67人的時候。我目前公司80人
了，也感覺是時候。幸運的是由
於自己的法律背景，建立一套遊
戲規則對我來說輕而易舉。
新的一年，就看看會有什麼新

景象，和之前有何不同！

莫言寫給青年的
信中有一句「不被
大風吹倒」。莫言
回憶小時候，他和

爺爺去割草遭遇狂風，他們使勁
拉車，死死地和狂風對抗，爺
爺「脊背繃得像一張弓，雙腿在
顫抖，小褂子被風撕破，只剩下
兩個袖子掛在肩上」，終於挺過
一場大風。
過去的這一年簡直是狂風颶
風，一位位文化藝術界前輩、同
輩，在風中倒下退場。但仍然有
不少奮戰在前線的勇士們。比起
電影電視劇，做戲劇的人就是戰
神，舞台劇本是所有文學形式中
最難寫的，耗時長，報酬少，選
劇院、演員、主創，排成上演，
即使上演了，仍要經得起各種挫
折，這3年多了一重風險，演出隨
時會因疫情的變化，停演，退
票。
我主要的創作是舞台。
有位資深記者曾寫過我的一篇
專訪，題目是《美食聖手何冀
平》，把我寫劇本比喻為做美
食，挑選出我所有劇本中寫到美
食的台詞，刊出的照片，也是我
向家廚學做菜。眼下就來過年，
出街購買，就像收集素材，琳瑯
滿目，你要知道選什麼；回來切
洗斬剁，決定做什麼菜，用什麼
料；葷素濃淡搭配，就是結構。
一席盛宴，要有葷、有素、有小
炒、有大菜、有私家定製、有獨
家秘訣，可以是精心籌劃的滿漢
全席，也可以是清新可口的家常
小菜；有稀有罕見的山珍海味，

有培育在後園的新鮮現摘，作家
如「主廚」，必須親自上陣，不
能偷懶，不能取巧，否則一定
「砸鍋」。
我的台詞中有這樣一句「要想

甜放點鹽，做菜懂得這個道理，
味道一定好，做人懂這個道理，
一世無煩惱。」「要想甜放點
鹽」後來成為一句流傳的俗語。
這是在我做酸甜泡菜時，體悟出
的道理，醃菜的湯汁以糖、醋為
主料，但一定要加點鹽，甜的味
道便霍然而出。
再比如，我曾經採訪一位名

廚，跟了他一個星期，他什麼都
不肯告訴我，他以為我是來「偷
料」的。後來他也覺得有些不好
意思，告訴我一個絕竅，「熬白
菜」不能用刀切，要用手掰。熬
白菜是北方冬天家家吃的日常
菜，即是煮白菜湯，我用大廚教
的方法做了，果然是湯甜菜美。
數十年過去，日本發明了陶瓷
刀，陶瓷刀具有高密度、高硬
度、無毛細孔、不會藏污納垢等
多重好處，最重要的一點是，切
食物無金屬味殘留。切青菜不可
以用鐵刀，是名廚早年告訴我
的，如果他能深入進去，琢磨出
這裏面的原理，陶瓷刀就是他的
發明了。
美食如美文，我愛美食，也寫

美文。名餐館老字號靠的是名廚
精心製作，鑽研出新招攬顧客，
作家靠誠信誠摯，廣結人緣，品
質優勝揚名四海，多年如一的堅
持做下去，不被大風吹倒，成為
有名有實的「老字號」。

幾經波折，終於去到美國探望屋企人。
因為疫情隨不同地方國家入境要求在出發前

有所改變，所以很多旅客包括我在內，都要看清
楚到哪些國家需要有什麼入境要求。就當我出發

前兩星期左右，因為這次要入境美國及加拿大，知道需要有
48小時核酸檢測，所以之前已經先聯絡家人，告知他們這個
情況，要他們也幫忙安排核酸檢測，而我在香港網上先預留核
酸檢測申請。
這次我去美國加拿大旅程有點複雜，我跟弟弟先從香港到美

國紐約，逗留4天之後再入境加拿大4天，然後再回到美國紐
約再回香港，而北美這兩個國家的入境要求，也需要有48小
時核酸檢測陰性報告，即是我們要做3次核酸檢測，包括先在
香港檢測一次，到美國時候再檢測一次才可以入境加拿大，然
後在回美國之前又要在加拿大再做一次，一共3次。
當然做核酸檢測都希望確保自己身體健康，但在外國做這些

檢測費用非常昂貴，單是美國做一次便需要300美元，而加拿
大就需要150加幣，無形中因為這個旅程要用多4,000多元港
幣，非常無奈。不過實在太耐沒見家人，所以就算再多的費用
也是值得的。
因為已經3年沒有乘搭飛機旅遊，這一次跟弟弟嚴陣以待盡

量保護自己及做足防疫消毒工作，畢竟十多小時跟其他乘客困
在飛機內，所以不多不少也有危險。而且眼見到美國的時候，
在落機那一刻，已經看見在機場工作人士及旅客已經不再佩戴
口罩，心想，自己還是戴好口罩，不希望在外國染疫及影響核
酸檢測報告。因此就算外國已經不用戴口罩也好，自己也是好
好保護自己才安心。
自從到達美國看見家人之後，好像很多畫面似曾相識，但又

有點陌生，畢竟這個疫情令到很多家人也難以團聚，但這一次
終於做到了。不過很好笑，以往當落機看見家人來接機的時
候，大家也會擁抱一下，但這次我們沒有，因為始終停留在飛
機這麼久，怕自己身上帶有病毒，所以沒有跟他們擁抱。當回
家的時候看見母親也戴口罩，感覺就好像我們有病毒似的，
不過也是正常，所以母親也佩戴口罩去保護自己，但這個畫面
看起來覺得很好笑。
希望在未來日子，大家可以不用再擔心任何新冠病毒影響我

們的生活，祝大家新的一年身體健康，出入平安。

步步為營

再過兩天就是農
曆新年，是中國人
的大日子。

經歷過3年的疫情，很多人沒有
出外旅遊或者回家鄉過年，正在
籌備怎樣和家人共聚。但疫情仍
在持續不能放鬆警覺。
回鄉探親或者親友聚會都要特
別小心空氣流通，要有自我保護
意識，戴好口罩，保持安全距
離，太多人聚會的時候特別要小
心老人家和小孩子，以及一些長
期病患者，他們的抵抗力比普通
人弱，更容易感染上新冠病毒或
流感病毒。在公共交通工具如火
車、飛機、公共汽車上更加要小
心，否則可以造成大流行，特別
是一些比較邊遠的農村或者小市
鎮醫療設備未必足夠，更加會引
起不必要的健康問題。
今年的氣溫比較低，要注意保
暖，如果在北方或者下雪的地方
要小心地滑，老人家容易有骨質
疏鬆，當滑倒的時候可以造成骨
折，會影響他們的行動和生活質
素。出門要穿防滑的鞋，下雪天
最好減少戶外活動。
在飲食方面難得親友相聚，自

然多了很多食物，特別是年糕、
果子、盆菜、臘味，這些間中吃
就小問題，但如果大量吃就要小

心。例如年糕、馬蹄糕、蘿蔔
糕、芋頭糕可能含的糖分、鹽分
很高，如果是自己做的話盡量減
糖減鹽減少肥的肉放進去，很多
糕點要用糯米粉整最後也是變
糖；盆菜內那些鮑魚、蠔豉、肉
類都是高膽固醇的食物，可以在
裏面墊多一些生菜、黃芽白等增
加蔬菜的比例，冬天如果蒸臘味
或臘味煲仔飯特別是有飯焦的會
令人口水流，不過分量要適中，
特別是蒸出來的油最好分幾次
用，不要一次過倒入飯中，否則
鹽分和油分會過量，有些在醃製
過程中放了防腐劑，太小的小朋
友盡量少吃。
親友聚會少不免會飲酒，如此

喜慶的場合很難控制分量，我的
朋友之中他們也喜歡飲酒，但不
會酒後駕駛。有很多人出事就是
剛剛飲完酒以為自己能夠頂得順
沒有問題，當酒精吸收入到血液
和上腦才覺得不舒服，那時可能
已經在高速公路或馬路上行駛
了，會高度影響你的判斷力和反
應，千萬千萬不要酒後駕駛，威
脅自己、家人以及其他道路使用者
的安全，如果自己有膽固醇高、心
臟病、脂肪肝的問題，更加不要
過量飲酒，特別是烈酒。
祝大家有個健康平安的新年。

春節與健康

觀看這屆無綫舉辦的《萬千星
輝頒獎典禮2022》，有人覺得最
吸引觀眾的是邀得多位久未在熒

幕上亮相的前小生花旦任頒獎嘉賓，也有人覺
得是參賽者的華衣美服，亦有人表示因看到獲
獎者激動流淚而深受感動。
對我來說，整個節目只有一個令我感動的地

方，就是當大會主持周奕瑋代表公司表揚3名演
員後，邊走到嘉賓席邊說︰「還有一位演員，他
今天不是坐在候選席上，但在今年的『十強劇
集』中他參與了其中8齣劇集。這位演員很努
力，大家都覺得他演得很好，卻從未獲得提
名。」這時候，主持站在坐在觀眾席的楊證樺
身旁續說︰「我知道大家都很認同他的演技，
因為他在《超能使者》中毒死兒子那幕戲演得
很真摯……」
說到這兒，嘉賓席上的人知道主持說的是楊

證樺，一起歡呼起來；楊證樺知道主持是在說
自己，按捺激動的情緒站立起來接受讚揚；
候選席上的參賽者知道主持是在說楊證樺，一
同站起來報以熱烈掌聲。
整晚那麼多演員獲獎或受到表揚，卻沒有一

位如楊證樺一樣獲得全場歡呼和一眾當紅小生

和花旦自動為他站立和鼓掌。大家一致即時反應
說明了什麼？說明了楊證樺的演技向來獲得大家
欣賞，說明他一直獲得大家的支持，說明他早已
獲得大家的友誼，人人都為他獲得嘉許而衷心為
他高興。
這也包括坐在電視機前的我。
主持續說楊證樺曾問︰「我們當客串演員，收

到劇本後，要在劇中發揮什麼功能？要給什麼予
觀眾？」主持對楊證樺說︰「你帶給觀眾的是
感動。」
看到這兒，我的眼睛也濕潤了，因為我為一位

多年來默默耕耘的好演員得到他應得的回報，終
於擁有自己的光榮時刻而感動。
我不是現時才留意楊證樺，從觀看以前很多劇

集已經對他有印象，特別留意他是他在《巾幗梟
雄之義海豪情》中飾演的宮崎少佐。那次很難不
留意他，除了因為他演出神似外，監製李添勝更
鄭重告訴大家楊證樺為了演好角色，用心學了9
句日文對白。由那時開始，我已經覺得他是一位
用心的好演員。
之後，我在不同劇集中都看到他的蹤影。他

很多時候扮演的都不是很重要的角色，然而他
都能為每個角色賦予特色和靈魂。最近在《超

能使者》中飾演毒殺兒子的慈父高佬固然令人
看到他平實卻觸動到觀眾的演技，他在其他劇
集中也有出彩的表現。隨手拈來就有《踩過
界》中後天失聰的父親方健聰，楊證樺一開口
便已經令我覺得這名演員真的曾用心揣摩後天
失聰者的說話方式。還有《機場特警》中表面
懶洋洋，實際是精明和觀察力強的吹水哥。楊
證樺在劇中走路時左搖右擺，與他突然展現其
英明神武一面的反差頓時在觀眾心中留下深刻
印象。他為每個角色所作的設計和演繹都落在
我眼中，每次我都特別留心看他會為新角色注
入怎樣的靈魂。
還有，我相信他除了演技好外，一定是一位人

緣甚佳的好人，否則也不會獲得一眾監製的垂青
和演員的友誼。
俄國戲劇大師史坦尼斯拉夫斯基有一句送給他

的演員的名言︰「沒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員」
（There are no small parts, only small ac-
tors.）。意思是角色無分大小，即使是一個小小
的角色，演員也要本當作接到一個重要角色的
心態盡力演好它。那些因為角色戲份不重而不用
心演戲的才是小演員。
楊證樺的成功正是印證史氏名言的最佳例子。

沒有小角色

上網查探「急景殘年」
4字出處。
正宗說法原來：急景凋

年。
南朝．宋．鮑遠《舞鶴賦》：

去帝鄉之岑寂 歸人寰之喧卑
歲崢嶸而愁暮 心惆悵而哀離
於是窮陰殺節 急景凋年
涼沙振野 箕風動天

［語法］聯合式；作賓語；形容光陰
迅速，年歲將盡。
——百度百科
特別喜歡「急、景、殘、年」4個
字；新時代人可明解？
中文字有趣在於難以翻譯，只可意

會，不能言傳。
經歷過對農曆新年尊而重之的童年歲

月，高潮並非大年初一二；而是踏入家
家戶戶籌備過年的整個臘月。
伊始，務農新界景色已過一片金黃秋

收，田地租戶排列有序，將以穀物為主
的作物肩挑至地主倉庫，卸下堆積成小
山，還附帶米鴨水雞鯉魚鯇魚，交到收
租代表人手上，邊說：大娘（阿伯、大
爺……）今年風不調雨不順，米糧不
足，只好以山珍野鳥孝敬，來年再
補……地主代表亦會回答：好，來年景
況改善，家肥屋潤再後補。
這一話一答年年如是，卻無人動氣也

無人追討往歲所欠穀糧斤両；從租戶十
人八人肩挑穀物，走在北風吹得田土野
草金黃長長田基，來到祖堂穀倉堆起，
並主客平和對答，這風景不單止永不忘
懷，回憶過來總會讓我眼簾一片水霧；

回不去了，至親近的祖父祖母爸爸媽媽
甚至好幾位姐妹也已塵歸塵土歸土，村
子周遭環境全數改天換地，那些年人煙
稀少河海交替濕地天水圍已變數十萬人
安居樂業新巿鎮。
米磨成粉，甘蔗製糖，芝麻，花生，
肥豬肉齊備，從揼米餅繁複工程到煎堆
油角，添置賀年新鞋新衫，大掃除，準
備年花，張貼對聯門神年畫，年前七八
天聽得爆竹煙花由遠而近；祖父出生名
字叫祝冬，再而祝東，生於年廿八，人
家年前高潮為大魚大肉年三十晚除夕團
年飯，我們家卻由年廿八開始，飯餸香
不停。
時光荏苒，近人過年如過日，童年慶
春的墟冚景象不可能復見，反而不及泰
國曼谷華僑唐人聚居地過年情緒！
如此光景，更堪咀嚼意會「急景殘
年」的氣氛。

急景殘年

兔年到來話兔俗
農曆虎年將盡，兔年又來接班。在

這虎去兔來的交替時刻，人們自然對
兔子也多了一份關注。
兔子是一種跟人類關係十分密切的

動物。牠美麗溫順，機靈活潑，體態
輕盈，奔跑如飛，自古以來，就深受人們喜
愛。人們對兔子的喜愛，許多都表現在一些
民俗事象中。這從12生肖的選擇及排序上，
可以明顯地看得出來。
在古代，人們為了紀年方便，便選擇了12

種動物與地支相配，這便形成了12生肖。在
眾多的動物中，兔不但能跟牛、虎等大型動
物一同入選，而且位次重要，名列第四，排
在龍、馬等動物之前。對此，有一則民間傳
說，作出了有趣的解釋：
傳說12生肖排名時，老鼠與牛排在頭兩
名，這引起了龍、虎的不滿。後來天神封虎
做了山中之王，封龍做了海中之王，方才平
息了龍、虎的憤怒。當重新排名的時候，機
智的兔子跳出來說：「我是山中王的護衛，
應該排在海之王的前面。」龍當然不肯。於
是兔子提議與龍賽跑，誰贏了誰排在前面。
兔子選了一條山高林密的小路做跑道，驕傲
的蒼龍滿不在乎。比賽開始後，身體龐大的
龍左繞右拐，阻力重重，行進緩慢。而體輕
靈活又善於奔跑的兔子卻如履平地，跑得很
快，比龍先到達終點。這樣一來，牠就理所
當然地排在龍的前面。
還有的傳說故事，稱讚兔子有捨己為人的

獻身精神。如唐代玄奘的《大唐西域記》中
就有這樣的記載：遠古時，在樹林裏有狐、
兔、猿3種動物，牠們相處得很好。一天，
佛祖化身為一個老人來到林中，說自己餓
了，請牠們找一些食物來充飢。狐狸立即找
來了一條大鯉魚，猿則找來一些新鮮水果，
只有兔子空手而歸。老人認為兔子缺乏誠

心，於是兔子就請狐、猿撿來一些柴草，並
點燃起來，對老人說：「我願將自己化為你
的美食。」說罷就縱身跳入烈焰之中。這時
老人恢復了佛祖的本相，捧起兔子的焦骨，
感嘆說：「吾感其心，不泯其跡，寄之月
輪，傳乎後世。」從此月中就有了一隻白
兔，與月亮千古同輝。
民間又有一神話傳說，讚美兔子能扶危濟

困、治病救人。傳說有一年，民間瘟疫流行，
大量的病人因缺醫少藥，得不到醫治。絕望中
的百姓只有祈禱上蒼，賜給醫藥。這時，民
間的呼喊驚動了月光娘娘嫦娥，她便派玉兔
下凡消除瘟疫，救助百姓。玉兔變成一位姑
娘來到人間，天天忙於為百姓施藥、治病、除
瘟，一連忙了28天，救治病人無數，終於控
制住瘟疫的傳播。這時，她也累得支持不住
了，便靠在一棵大樹下睡了。人們不忍心驚
動她，想讓她好好休息一下。到了子夜時分，
人們忽然發現姑娘的頭上長出兩隻長長的耳
朵，不禁驚叫起來。驚叫聲把姑娘驚醒，這
時她才發現自己在睡夢中現了原形，只好跟
大家如實相告：「我本是月宮中的玉兔，是月
光娘娘派我下凡來為大家治病除瘟的。現在我
的使命已經完成，要立即返回月宮。」說完飄
身而起，直飛月宮去了。人們為感謝玉兔，就
為牠塑造了「兔兒爺」的形象，進行供奉，還
把牠奉為「長耳定光仙」。
人們喜愛兔子，還把牠當做吉祥物，用以

表達美好的願望或理想。如古時每年正月初
一，各地都有「掛兔頭」的習俗。據宋代陳元
靚的《歲時廣記》記載，過去每到這一天，
人們都將麵做的兔頭與麵蛇、年幡、面具等
一同掛在門楣上，以求鎮邪禳災，平安多
福。在山西一些地區，過去有結婚「吃兔
饃」的習俗。當女兒出嫁時，其母要給她做一
些兔形和魚形的禮饃帶上。兔饃象徵男性，魚

饃象徵女性。新婚時新娘吃兔饃、魚饃，以
祈求子孫繁衍，兒女滿堂。山東沿海的漁
民，過去還有「兔塞懷」的習俗。每年穀雨前
後，妻子要出其不意地將一隻白兔塞到丈夫懷
裏，以求丈夫出海平安，捕魚豐收。在京津及
濟南等地，還有中秋節供奉泥塑「兔兒爺」或
「兔子王」的習俗，這不但為感謝玉兔的驅
瘟治病之功，還祈求牠保佑平安吉祥。
此外，人們對兔子的喜愛之情，也體現在一
寫古詩詞中。如唐代詩人王建在《宮詞一百
首》（其二十三）中寫道：「新秋白兔大於
拳，紅耳霜毛趁草眠。天子不教人射殺，玉鞭
遮到馬蹄前。」作者生動地描述了「紅耳霜
毛」的白兔在寧靜清爽的初秋甜美地睡在草地
上的情景，連慣於田獵的天子看到這睡態可掬
的小兔也頓生憐惜之心，忙伸出馬鞭，阻止人
們射殺。詩中，白兔嫺靜可愛的形象呼之欲
出，人們對兔子的喜愛之情，由此可見一斑。
元代學者袁桷在其《舟中雜詠》詩中也寫道：
「家奴拾枯草，走兔來相親。生來不識兔，卻
立驚其神……」詩中說，有一次家奴去拾枯
草，一隻可愛的小白兔跑來和他友好親近。家
奴不知此為何物，驚奇地看牠，感到很神
奇……這裏，詩人描繪了兔子的純樸可愛，以
及人和動物之間的相親相愛，表現了作者對生
命的憐惜之情。明代詩人謝承舉的《白兔》詩
也很具特色。他在詩中寫道：「夜月絲千縷，
秋風雪一團。神遊蒼玉闕，身在爛銀盤。露下
仙芝濕，香生月桂寒。姮娥如可問，欲乞萬年
丹。」詩人先寫了白兔的美好形象：千縷細
毛，白雪一團，十分美麗可愛。接又寫牠神
遊月宮的情景：此時月宮中露濕靈芝，香飄寒
桂，假如嫦娥問白兔來幹什麼，牠一定會機智
地回答：來為人們祈求延年益壽的仙丹啊！
詩人通過浪漫的想像，讓白兔的形象更加富
有智慧，也更加仁慈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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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花大桔圍繞，農曆新年臨近，
好一片急景殘年。 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