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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節，新婚不久的小賈過得很是糾
結。起因是父母年邁多病，她想跟丈夫一
起，陪兩位老人過一個歡樂的春節，卻遭到
沒多少文化的哥哥的堅決反對。他說，按照
「老規矩」，出嫁的女人不能回娘家過年，
否則會使娘家變窮。為此，兄妹倆在電話上
大吵了一通，年沒過好不說，兩位老人因此
舊病添新病，雙雙住進醫院……

小賈的哥哥所說的「老規矩」，是在許多
地方流傳的一種舊習俗。由於它限制了出嫁
婦女的人身自由，因而也帶來一些負面影
響，使不少親屬因此產生矛盾，也讓許多家
庭因矛盾而失和。豈不知，這一風俗的本意
並非如此，它實際上是一被誤傳的陋俗，從
一開始就帶有鮮明的封建色彩。
從文化人類學的視角來看，出嫁的婦女不

能回娘家過年，這是封建社會男尊女卑的產
物。在中國的親屬關係結構中，相當長的歷
史時期內都沿用着以父系親屬為主、母系親
屬為輔的模式。對婆家來說，「進了俺家
門，就是俺的人」，一切俺說了算；對娘家
來說，「嫁出去的女，潑出去的水」，好孬
都由別人做主。這種不平等的家庭關係，不
但要求出嫁婦女長期住在婆家，而且一年中
最重要的一天——過年，也必須在婆家過。
顯然，這是不平等的家庭關係所造成的性別
歧視，這對婦女很不公平。而在男女平等、
社會文明的今天，出嫁的婦女已不再是婆家
的「私有財產」，完全有自我選擇的權利。
在誰家過年，並不是什麼大事，夫妻完全可
以通過協商來解決，焉能用誤傳的陋俗來約
束其行動自由？

另一跟春節有關的習俗，即燃放爆竹。這
一習俗不但歷史悠久，而且流傳更為廣泛，
社會影響更大。然而由於燃放爆竹會造成嚴
重的空氣污染，釀成火災，炸傷人體，帶來
嚴重公害，所以愈來愈多的人要求禁放或限
放；一些地方政府也順應民意，出台了相應
的限制措施。然而有些人卻堅決反對，其理
由主要有兩個。一是認為放爆竹是老祖宗留
下的規矩，它能帶來喜慶、歡樂、財運、福
祉，不放就沒了「年味」；二是個別民俗專
家認為，「民俗傳統不能改變，否則就會
『犧牲傳統文化』。」其實這兩種觀點，都

是站不住腳的，也都有意或無意忽視了這一
習俗的本源。據南朝人宗懍《荊楚歲時記》
記載：「正月一日，是三元之日也，《春
秋》謂之端月，雞鳴而起，先於庭前爆竹，
以辟山臊惡鬼。」這說明在古代，我們的老
祖宗是用燒烤竹節、發出「辟辟啪啪」的響
聲，來驅趕怪獸惡鬼的，其本意並非歡樂、
喜慶，而是一種深懷恐懼的無奈反抗之舉。
如果說這一「傳統民俗」不能改變的話，那
麼我們今天不是依舊應該用燒烤竹節的方
法，來驅趕「山臊惡鬼」嗎？

也有些誤傳的陋俗，雖無大害，卻能造成
精神或文化污染。如在有些地方，流傳着
「正月不剃頭，剃頭死舅舅」的風俗，許多
人都忌諱在農曆正月裡理髮，即使頭髮長得
再長也要等到過了正月再理。其實這種風
俗，也完全背離了其本意。原來，在清代以
前，人們都認為頭髮是父母所賜，應當保全
終生。清朝統治者入關後，下令「留頭不留
髮，留髮不留頭」，要求所有男子剃掉頭
髮，只在腦後紮一條辮子。然而一些恪守民
族傳統的人卻堅決抵制剃髮，並私下串聯，
每到正月裡大家都不剃頭，還將這個行動定
名為「思舊」，即思念前朝之義。隨着時間
的推移，人們口耳相傳，「思舊」逐漸被誤
傳成了「死舅」。於是便產生了帶有封建迷
信色彩的「正月不剃頭」的陋習，一直流傳
至今。顯然，這種歪曲其本來精神的誤傳，
是對民族氣節的褻瀆，「不值識者一哂之者
也」。（魯迅語）
還有一倒貼「福」字的習俗，在各地流傳

也很廣。春節一到，幾乎家家都要貼春聯，
慶賀新年。春聯中，「福」字往往單立門
戶，寫得又大又突出。而有些人偏愛把一個
好端端的大「福」字倒過來貼，很不雅觀。
據說這叫「福到啦！」這一倒「福」就會真
的到來。然而，其本源又是如何呢？據說清
代有一年除夕，恭親王府的大管家為了討好
主子，挖空心思打主意。他知道恭親王最寵
愛的妃子稱「福晉」，於是就親手寫了許多
大「福」字，讓家丁在府中各處張貼，以期
王爺和妃子看了高興。不料那個家丁目不識
丁，把大門上的「福」字貼倒了。恭親王看
後十分惱火，想鞭笞那個家丁。大管家怕連

累自己，急中生智，慌忙跪下謊稱道：「王
爺息怒，奴才常聽人說，您和王妃壽高福大
造化大，如今大福真的到（倒）了，這是喜
慶之兆啊！」一向愛聽奉承話的王爺和王妃
聽了，覺得有理，於是不但沒有責罰家丁，
還重賞了他和管家。從此，這一倒貼「福」
字的錯誤便被當作吉慶的習俗在民間流傳開
來。其實，稍有點文化常識的人都懂得，這
「倒」和「到」的意思完全相反。「倒」有
傾覆、垮台、失敗之意。就字面而言，把家
中的「福」都給倒了，還有什麼福祉可言？
顯而易見，這種文字上的穿鑿附會，以訛傳
訛，不但授人以愚，徒留笑柄，還源源不絕
的製造文化垃圾。
就是在日常生活中，我們也能見到一些因

誤傳而產生的陋俗，以其莫須有的「道
理」，產生着社會公害。如在許多地方，都
有在馬路上傾倒藥渣的習俗，這既有礙觀
瞻，又污染了環境。據說這叫「過病」，藥
渣被行人踩了，病人的病就會「過」到行人
身上，自己就能痊癒。且不說這一做法是何
等自私，損人利己，其本源也根本不是這麼
回事。經考證，往路上「倒藥渣」之俗始於
唐代。有一次，名醫孫思邈在行醫的路上，
發現有一堆病家倒在地上的藥渣，一眼便看
出配藥成分不當，要出人命。於是他立即查
訪到服用此藥的病人，告訴他吃錯了藥，並
給他重新抓藥，救了那人一命。從此，一些
人便將藥渣倒在路上，為的是萬一吃錯了
藥，可讓良醫識而救之。顯然，這與「過
病」之說毫不相干。一些古人弄錯了其本
意，以訛傳訛，這已經糊塗得可以；而我們
一些現代人至今仍執迷不悟，更是荒唐可
笑。退一步說，就是為了請名中醫來鑒別配
藥成分，也用不着將藥渣倒在馬路上。因為
像孫思邈那樣救死扶傷、認真負責的名醫，
如今你到大醫院去請都難以請到，又有誰肯
到馬路上去查看藥渣，替病人診病、救命？
民俗是我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好

的民俗不但能豐富人們的生活，更能促進社
會文明的發展，應當繼承和發揚。然而一些
誤傳的陋俗不但對人無益，還能造成公害。
對此，我們就不應再以種種理由姑息，而應
移風易俗，自覺地加以改造或揚棄！

且說燒餅

美麗的薩拉熱窩
波斯尼亞是一個
山區之國，首都薩

拉熱窩，就在一個美麗的山谷中
間，土耳其鄂圖曼帝國長期管治了
這個地區，留下了美麗的穆斯林廟
宇和建築物。
鄂圖曼帝國非常重視商業發展，
提供了一個擴大宗教和經濟影響的
政策，如果信奉伊斯蘭教，就可以
獲得稅務的優惠，否則就要徵收很
重的稅收。這種政策吸收了歐洲地
區很多商人到這裡經商，形成了繁
華的商業城市。美麗的橙紅色屋頂
的建築物，依山而建，還點綴着高
高的圓形的穆斯林寺廟的尖尖的
塔。
巴爾幹半島被稱為歐洲的炸藥
桶，原因就是歐洲的宗教和亞洲的
宗教，在這裡爭奪，很細小的一些
小事件，立即形成大戰爭，死人無
數。薩拉熱窩的山谷，有一條清澈
的河流流過，上面有一條非常著名
的花崗岩石頭的拱橋——拉丁橋。
這就是引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導火
索。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上午
十時，塞爾維亞青年普林西普在薩
拉熱窩的拉丁橋邊向奧匈帝國的斐
迪南大公夫婦射出了兩顆子彈，大
公夫婦旋即斃命。
現在，拉丁橋還保存了一個博物
館，展出了這次刺殺的新聞圖片、
兇手的照片和行兇的手槍。拉丁橋
的槍聲，隨即引致了第一次世界大
戰爆發。接下來的四年中的戰爭中
倒下的，還有一百萬塞爾維亞人以
及一千二百萬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
喪生的無辜的平民。青年人如果參
觀拉丁橋，就可以知道戰爭的恐
怖，以及大國為了成為世界第一號
強國的陰謀詭計，更加明白為什麼

今天特朗普會搞反對自由貿易區，
開歷史倒車，他用什麼策略重建美
國的「強大」。
一戰參戰方協約國取得了勝利，

包括了法國、英國、俄羅斯、塞爾
維亞、黑山、比利時、日本、意大
利、西班牙、葡萄牙、羅馬尼亞、
希臘、美國。戰敗的一方是同盟
國，包括德國、奧匈帝國、鄂圖曼
帝國（土耳其）。戰爭使得德意志
帝國、俄羅斯帝國、鄂圖曼帝國
及奧匈帝國瓦解。美國和日本經
濟崛起，英帝國主義衰落。戰爭
的背景是，經過了工業革命，經
濟及工業化發展催促着當時各國
政府爭奪殖民地以取得原料供應
地及市場，老牌的工業國家例如
英國和法國都採取了保護主義，
反對自由貿易。後起的德國認為
殖民地太少，原料產地及商品市
場不足，實行世界政策，要求重
新劃分全球勢力範圍。歐洲的強
國瘋狂地進行軍備競賽，準備戰
爭，拉丁橋的暗殺事件，不過是
同盟國發動戰爭的一個借口。
美國最為蠱惑，他看到了英國不

斷發行貨幣，但是作為儲備的黃金
不足，極力支持英國貿易保護主
義，支持英國參與戰爭，淘空其外
匯儲備，美國則宣稱執行孤立主
義，振興經濟優先，採取了左右逢
源的政策，表示要中立，向兩邊出
售軍火，不斷爭取外匯，並且在關
鍵的時刻，利用英鎊的貨幣危機，
使得英國從第一號強國掉下來，美
國成為了世界的霸主，日本也乘機
崛起。
今天特朗普所推行的政策，正是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美國的反對自由
貿易和大量出售軍火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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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北京「東來
順」帶回來燒餅和

手切羊肉，手切羊肉是這家老字號
一絕，分手切、上腦、少腦、黃瓜
條，是羊身上最嫩的部位，吃到口
裡又香又軟沒有一點筋，又有嚼
勁。東來順的燒餅比一般外面賣的
燒餅要小，價錢較高，外面手掌大
的燒餅賣一元，它家手掌心大小的
一個賣二元，且不放太多芝麻醬、
油和花椒鹽，芝麻飽滿撒得均勻，
它是配涮羊肉吃的，不能搶了肉的
味道，是地道的北京燒餅。
燒餅真可稱為「國點」，因為它
南北都有，沒有地方性，不像泡饃
的鍋盔，西北的攤饃，新疆的烤饢
特色分明。那年拍戲住在台北，就
在酒店旁邊，近東門的那條街上有
一家燒餅舖，叫「老馬家」，聽說
以前開在「陸軍供應司令部」門
口，看來和老兵不無關連。每天上
午十一點就有私家車和人等在馬路
邊，專等頭爐燒餅。老闆一家人定
是做了幾十年，有全勝不衰的紀
錄，一家三口一點不着急，沒有笑
迎客上門的容顏，一本正經，尤其
上了年紀的老闆娘，一點笑容沒
有，一副「吃不吃自便」的派頭。
燒餅有夾肉和不加肉兩種，價錢不
菲，夾牛肉的燒餅（肉並不多），
四十八元台幣，差不多十幾元港幣
了，燒餅不過是麵和佐料，牛肉價
錢也有限，賣的是手藝。酥脆香鬆
真是好吃，等了好一會兒的人有的
不顧燙手拿到手就吃，有的大包小
包帶走，一爐燒餅一會兒賣清光，

已經有人站着等第二爐了。這次再
去台北，特別住在當年的那家酒
店，「老馬家」街面的店門關了，
鐵閘一拉冷冷清清，細看，裡面街
開了一間館子，正午時分沒有客
人，不知道做不做生意，還是不是
老馬家的行尊執掌。
南方讓人掛念的有「黃橋燒
餅」，黃橋是地名，在江蘇近揚
州，曾是市井富庶之地，地方誌記
載中只提到河豚和黃橋醋，說是馳
名的鎮江香醋都不可及，但我只知
黃橋燒餅，不知黃橋醋。再查找，
有「王橋燒餅」的記載，是誤傳，
還是特登改的，「黃橋燒餅」聽着
感性引人食慾。「王橋燒餅」好吃
自不必說，價錢很貴，一角錢買兩
個，夾肉的一角五分一個，以記錄
者那個年代的價錢，一斤豬肉才賣
兩角錢，一個夾肉燒餅的街頭小吃
要十多両肉錢，確是貴了點兒，不
過，倒是和台北貴價燒餅的「老馬
家」不謀而合。
看來，像所有的手工技能一樣，
比如寫一紙文章，什麼成本都沒
有，單憑一支筆，一張紙，怎麼就
能換金換銀，憑的是手藝精良。

法官法官

鶴壽松齡

近年來香港吹起了「廚神
熱」，電視和電影的題材以食

為主的多得不可勝數。網民最愛將食物放在社
交網頁之上，有些更自拍影片介紹食肆。電視
台的節目更加樂此不疲地塑造出一個又一個的
的「廚神」，也不顧觀眾是否已經看膩。
電視台捧「廚神」的手法就如唱片公司捧歌

手一樣，都是一窩蜂地推出一堆「產品」，然
後讓市場為他們挑選哪些可以繼續留下，實力
不夠或觀眾緣不足的便只好離場了。你看電視
台聘請了多少演藝人、名人教煮食，到頭來真
正被稱讚的卻不多。那些廚藝不精，只靠人事
或關係充任主持的人在屏幕前立時無所遁形，
獻藝變成獻醜。
李家鼎的《阿爺廚房》可算是這類節目中最

成功的。我單是在看宣傳片時已經覺得這個節
目很能吸引觀眾。再看下去，我的預測果然不
差，身邊很多人都在談論這個節目。以前報章
甚少報道「綠葉」演員，但《阿爺廚房》播出
後，傳媒也開始關心李家鼎的私人生活，連他
走在街市時也成為家庭主婦圍觀的偶像。
李家鼎向來給人的形象是武打演員，與廚藝

精湛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碼子事情。《阿爺廚
房》卻帶給觀眾驚喜。宣傳片中的李家鼎穿上
功夫裝，一臉一代宗師的氣度轉身面向觀眾。
一個鏡頭，即把周星馳在《功夫》中的其中一
句名句：「功夫加足球？有得諗喎！」變奏成
「功夫加煮餸？有得諗喎！」雖然李家鼎沒有
在節目以太極拳搓甜饅頭，或用上任何功夫燒
菜，但由一位武師來教煮食，確是甚具瞄頭。
他教的菜式更是非常吸引香港人。香港人口

一來以粵人為主，他教授粵菜自然適合大部分
人的口味；二來香港人口開始老化，李家鼎所
教的菜式都是這班老香港小時候常吃，但現時
很多都不再容易遇上的菜式，自然能一下子便
滿足觀眾懷舊的胃口和情懷。
李家鼎本身的表現也值得讚賞。首先，他對

烹調和粵菜確是非常有研究。所謂「行家一出
手，便知有沒有」，其廚藝工夫（不是功夫）
確實了得。還有，他的節目沒有其他主持人和
拍檔相聲似的插科打諢，廢話多多。我欣賞他
說話精簡，清楚易明，一矢中的。他掌握時間
和節奏的技巧甚佳，每晚就實實在在地教曉觀
眾四道菜式。一切都是乾脆俐落，絕不含糊，

盡顯武夫氣派。
無綫電視其實是臥虎藏龍之地，但管理層只

管揠苗助長地將一班演技欠奉的年輕演員轟炸
式地推到觀眾面前，卻從沒有用心發掘公司內
其他的高人高招。這次《阿爺廚房》牽起了正
宗粵菜的熱潮，李家鼎漂亮地向管理層展示他
的力量。無綫還不快快「捉鹿脫角」？讓我給
管理層一個貼士：其中一隻就在眼前的「鹿」
正是李家鼎的拍檔譚玉瑛。她既是酒筲箕，亦
是品酒專家，何不開一個品酒節目給她主持？

《阿爺廚房》的意義
小 蝶

演藝演藝
蝶影蝶影

■李家鼎與拍檔譚玉瑛做節目擦出火花。

年節到來話陋俗

許嫣醫生兩年
內，第三次由三聯

書局出新書；文筆温婉清麗，不似
讀科學的人。
認識病理科許醫生多年，透過她

的良人，從事食材及餐廳業的好朋
友伍智聰，那時二人世界，添加兩
名囡囡如今四人家族，温馨得很！
《香港經濟日報》邀請許嫣撰稿

一段日子之後，有出版社約見出
書，馳名愛妻號伍老闆跟我商量、
提議；不如與更具規模的出版社合
作⋯⋯
推薦給三聯出版社李安，一拍即

合；筆者除了代序，還被邀一而再
為許醫生首兩本散文結集命名：
《徘徊生死血肉文字間》
《人間春暖細味杏林情》
來到第三本，在下有心無力，責

任交回伍智聰及編輯李安，這次內
容側重親子關係，書名平實温馨
《醫生新手媽》。
聽來簡單，旁觀者清，伍許夫婦

從第一個囡囡誕生之前便仔細計劃
一應教育方式；從奶粉、保母、玩
具、日後學校⋯⋯繁複得叫人頭
痛，只有局內人才得明白的細則多
似天上繁星。
奧運金牌得主李麗珊出演代言人

的廣告上面說：養育一名子女，起
碼四百萬港元云云⋯⋯
看智聰與許嫣投資在女兒身上絕

對超越四百萬、無形資產以倍計不

止。
一名未夠，為女兒再生一個讓她

得個從小一起成長；冤家也好、至
愛也好，有弟兄姊妹同成長的童年
才算有人氣、有活力的童年。
筆者生長在新界老家族大家庭，

單單爸爸所出十六子女，自家媽媽
三男三女，二媽那邊五女五男，還
有數不完的同房同堂堂兄弟姊妹。
像簡而清從前所書：少年負氣，離
家出走，走了一天回來，連媽媽都
沒多問一句，十多個子女夠煩了，
一兩個消失半天一日，誰都沒在
意！
今天嬰兒出生率極低，個個金

笸籮，人人百萬千萬。許嫣醫生新
書《醫生新手媽》道出作為媽媽的
苦與樂，如何養兒成材、做個有用
的人，中間文章甚多，正正是新爸
爸新媽媽至關注的課題，一書在
手，分享為人父母樂與更快樂。

醫生作家媽媽許嫣
何冀平

雙城雙城
記記

鄧達智

此山此山
中中

■北京燒餅。 網上圖片

■許嫣醫生
新書《醫生
新手媽》。
作者提供

一次上法庭的經驗，令我非常想當法
官，並且後悔沒選讀法律，錯過了這上佳

的工作崗位。當法官不只職業高尚，受人尊崇，且有益健
康，至少如果身體有潛在的危疾，也會因為這份工作而把
毒害疏通；這是除了法官本身是至高無上的職業以外，還
有額外的好處。是次因為交通違例滿分，到了裁判處等候
宣判停牌駕駛。我依時到庭，庭上連我在內，只有三個候
審者。法官出庭，全體站立。我是第三個輪候受判的，便
依照庭衛指示，乖乖的坐下等候。
第一位被告是個健碩鐵漢，從他背後看來，身形是倒轉的

三角形。他的龍紋身佈滿背臂，穿着緊腿牛仔褲，像泰山。
但泰山見到法官，也得從大樹上倒下來，狠狠地撻在地上。
庭上書記讀出他違反交通的時段為在兩個星期內被罰滿了十
八分。「你有話要說嗎？」法官望也沒望彪形大漢一眼，只
是聽着。「沒有，但是⋯⋯」。「沒有就是沒有！你們這些
年輕人，做事說話不經大腦，行為鹵莽，危害社會，破壞秩
序！十四天內扣滿十八分，再讓你在路上駕駛，累人累己，
實在是害群之馬！問你有沒有話說，你明說沒有，然後又想
說一大抽廢話！我現在再問你，有沒有話說？」龍紋身大漢
「謝晒」，從喉嚨吐出：「沒有⋯⋯」
第二位被告為上了年紀的伯伯，案情報告以後，法官循
例問他有無話說，他似乎早有準備。「法官，我是個良好
的香港市民，多年來做個稱職的修路工人，現在再難找人
修整馬路了⋯⋯」法官同樣不抬不望：「這跟交通違例沒
有關係，你停牌三個月之後再做個良好的香港市民吧！你
為甚麼沒有按時到庭，是否藐視法庭！？」「不，不，是
我生病了，有醫生紙。」「醫生紙只在上次有效，第二次
沒有！」「因為我身體不好，第二次沒有氣力再去看醫
生⋯⋯」這時坐在聽席上他的老妻站起來呼叫：「法官，
我想代他求情！」庭衛立刻起來着她坐下，用身體動作勸
她不要作聲，避免更重的處分⋯⋯她就乖乖地坐了下來。
輪到我的時候，法官問：「你有沒有問題？」我急不及
待的說：「沒有！」

二十多年前從台
灣回港工作，朋友

帶我去炮台山的香港老飯店吃飯，
那是在地下一層，步下樓梯，便看
到書畫名家劉海粟為飯店名的題
字，但吸引我眼光的，是「九十八
歲」那四個字。因為這位書畫家，
享年正是九十八，那不就是他生前
最後的題字了？
當時的朋友有認識劉海粟的就
說，他生日時都不敢順口就說「祝
你長命百歲」。長命百歲是我們小
時候常常在長輩壽辰時的祝福語，
但對九十多歲的長者說，似乎就有
點不妥了。
記得我參加第一屆「邵逸夫獎」
的頒獎晚宴時，邵逸夫先生是九十
七歲，當時我就想，要用鶴壽松齡
這樣的賀語來為邵先生慶生才成
吧？邵先生是一百零七歲才往生
的，他在五、六十歲生日時，有沒
有他的親友為他賀壽時祝他長命百
歲？那個時候，那個時代，誰會想

到現代會這麼長壽的呢？
月前也出席了一個晚宴，是「饒

學聯匯」的成立典禮，饒宗頣這位
大學問家，是一九一七年生於潮州
的，也就是說，當時的實際年齡是
九十九，咱們中國人稱呼的虛齡已
過了百歲。如果為他祝壽，也是要
用鶴壽松齡的吉祥語了。
邵逸夫和饒宗頣這兩位鶴壽松齡

的長者，都是我敬佩的人物。年輕
人可能只知道邵先生在影藝事業上
的名聲，不一定知道他對中國教育
和文物保存的貢獻。我去敦煌參觀
那些壁畫時，館長就說，如果沒有
邵先生當年的慷慨捐獻，如今看到
的壁畫就可能被風沙淹沒了。
饒先生是當代學術研究和藝術創

作的一個標誌性人物，他的研究範
圍之廣博，在文學與書畫上的創作
成就，只要到過港大的饒宗頣學術
館參觀，都會驚歎不已。而以鶴壽
松齡的年紀，還在為學術作出貢獻
的，捨饒老還有何人？

興 國

隨想隨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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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潔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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