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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國要論糖果的品質與名氣，首推上海
的大白兔奶糖。用大名鼎鼎，國人皆知來形
容，毫不為過。此糖誕生於1959年，是建
國十周年的獻禮產品。此糖一經推出，好評
如潮，風靡全國。早年間，我國不興做廣
告，也沒有廣告。任何商品，靠的就是品
質，靠的就是口耳相傳。
大白兔奶糖的包裝是紙質的，展開糖紙，

其商標是隻奔跑的小白兔，它四足騰空，輕
靈快捷，一往無前。這兔豎着兩隻大大的耳
朵，大眼睛、紅眼白、黑眼珠、豎睫毛、長
鬍鬚、紅鼻子、紅嘴唇，荷花樣的短尾巴。
整個小兔的毛色，潔白如雪，還毛茸茸的。
其形象胖而敦實，健康而陽光，充滿了活
力。用現如今的話來形容，還有點萌噠噠
的，可愛極了。

大白兔奶糖的形狀，是圓柱形的，乳黃
色。這糖看似堅硬，實則綿軟，既不用力，
也不費牙，只需牙齒稍稍嚙合，便可享用。
此糖的口感，既香又甜，香在前，甜殿後。
這香是牛奶的香，濃郁純正；這甜是食糖的
甜，如飴如蜜。咀嚼之際，口腔充滿了潮水
般的香甜，且是經久不散。一時間，真是香
甜在嘴，快意在心裡。其幸福的指數，實在
是難以言表。
那時的糖果，多半是散裝的，通常論塊

賣，當然也可論斤稱。到了「文革」期間，
我國的食品極度匱乏，幾乎所有的食品都要
限量供應，糖果當然也不例外。那時節，不
僅普通的糖果十分緊俏，大白兔奶糖更是可
想而知了。只有四大節日，這大白兔奶糖，
才偶爾蜻蜓點水般應付門面，且是賣完為
算。即便是限量供應，人們還要排隊，這隊
伍很長，三五十人是常事，甚者能從糖果櫃
枱，一直排到商店外的馬路。那時一旦有大
白兔奶糖出售，人們便奔走相告，街坊們便
潮水般湧來。人們買到糖果後，時常還要折
返到隊尾，繼續排隊。
早年間，女性之間，誰若是請您吃塊大白

兔奶糖，那簡直出奇的大方，關係出奇的
鐵。這就像男士之間，誰敬您一支「牡

丹」、「中華」捲煙一樣。受贈者不僅受寵
若驚，還珍愛有加。就這受贈的奶糖，有人
一時捨不得享用，準備帶回家留給孩子。人
們時常放在口袋，而至遺忘，直到洗衣之
際，才被發覺。其實那糖早已壓扁，或被體
溫融化。真叫人惋惜連連，不禁要扔下一陣
輕輕的嘆息。
那時節，坊間一直有七塊大白兔奶糖，能

頂一杯牛奶的傳聞。在好奇心的驅使下，好
些人作了驗證。將奶糖放於水杯，開水沖泡
後，攪拌均勻，果然就是一杯濃稠甜蜜的牛
奶。據了解，此糖確實含有奶粉、煉乳、奶
油、砂糖等成分，堪稱營養滋補，甜蜜快
心。其實，大白兔奶糖最好的享用方法是慢
慢咀嚼，這能充分體會其美味，還能絕對延
長幸福的時間。記得我有個編輯同事，每吃
大白兔奶糖，她只是將糖含在嘴裡，從不咀
嚼，僅是讓其緩慢融化。這時她的腮幫是鼓
鼓的，嘴裡還不時地咂吧着。這能美滋滋、
甜蜜蜜地快樂好長時間。大凡這位女編輯吃
糖（含糖）的日子，必定是哼歌不斷的，工
作效率奇高。那天她所編輯與撰寫的文章，
肯定是行雲流水，文采飛揚的。這就是大白
兔奶糖，興奮劑一樣神奇的動力。
就這甜蜜噴香的大白兔奶糖，還肩負着傳

遞喜訊的使命。生活中，大凡人們結婚，均
要向左鄰右舍，親朋好友，分發糖果的，此
時的糖果則美稱為喜糖。分發喜糖的目的，
一是廣而告之，二是讓人們分享新人的喜悅
與幸福。那時糖果的質地，大致有軟糖、硬
糖兩種。其品種主要有大白兔奶糖與什錦糖
果等。什錦糖也叫雜花色，什麼軟糖、硬糖
都有；什麼有名、無名的品牌都有，經濟實
惠。那時節，由於經濟條件的制約，新人派
發的喜糖，尤以硬糖居多，但無論怎樣，其
中必定要有兩塊大白兔奶糖，這代表的是檔
次，用來撐門面的。否則太為寒酸，讓人小
瞧。再者那喜糖，是以塊來論的，通常逢八
或十。這喜糖還要裝於塑膠袋中，這袋約有
半個煙盒大小，將喜糖放入，袋口處還需折
疊，用訂書針封牢。

記得我在工廠的那會兒，有個家境極貧，
還極為吝嗇，長得枯瘦的吳姓工友，他分發
的喜糖，不僅全是硬糖，連塊大白兔奶糖的
影子也沒有，還竟然只有四塊。有個富有的
老師傅以為羞辱，也不顧及臉面，接過糖
果，憤然扔掉。這就是大白兔奶糖，留給人
們的深刻記憶。

大白兔奶糖，不僅備受國人的歡迎，亦頗
受老外的熱捧。據相關資料記載，1972
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前夕，其隨行人員
先行來到上海，無意間品嚐到大白兔奶糖，
覺得非常可口，日後便推薦給了尼克松。尼
克松品評後更是讚嘆有加。於是周恩來總理
當即批示，將大白兔奶糖作為國賓禮品，贈
送尼克松一行。這大白兔奶糖還充當了一回
友誼的使者。「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就
在當年，我國的大白兔奶糖便風行美國，人
們以購買大白兔奶糖為榮，以食用大白兔奶
糖為幸。此等風尚，還一直波及到發達的歐
美諸國。
時光飛逝，往事如風。隨着改革開放的不

斷深入與發展，人們的生活品質日益提高。
現如今，只要您喜歡，任何商品均可買到，
還不限量。就這大白兔奶糖，在堅守傳統的
同時，還不斷創新，其品種，既有經典原
味，亦有優酪乳味、紅豆味、清涼味、朱古
力味等。它能滿足不同人群的需求。其包
裝，既有簡裝的，更有高裝的。簡裝的質樸
親民，高裝的奢華新潮。任憑喜歡，任君挑
選。
由於大白兔奶糖品質卓越，它不僅在國內

糖果市場，獨領風騷，亦大舉出口。據不完
全統計，目前業已出口到60多個國家和地
區，這其中也包括了發達的歐美諸國。大白
兔奶糖在出口創匯的同時，也在續寫着新的
甜蜜傳奇。

林鄭當選第五任特首人選

一首歌的故事
上世紀七八十年
代可說是全球流行

曲革命的時代，時值亞洲四小龍經
濟起飛，日漸富裕的華人社會興起
文化尋根熱，尤其在大學校園。那
時，台灣校園民歌風行，侯德健的
《龍的傳人》更唱紅海內外。
原來星馬一帶的華人也有自己的
校園民歌和民謠，當中有首《傳
燈》最廣為傳頌，無論大大小小的
慶典活動，人們都懷着深情演唱它
──「每一條河是一則神話/從遙遠
的青山流向大海/每一盞燈是一脈香
火/把漫長的黑夜漸漸點亮/為了大
地和草原，太陽和月亮/為了生命和
血緣……/每一條河都要流下去/每
一盞燈都要燃燒自己。」
言簡意賅的歌詞，配以悠揚流暢
的旋律，由豐厚圓潤的男中音襯以
群童稚聲，唱出了遊子對故園的情
思，也道出了自我期許的信念，成
為華人社會的精神支柱。人們還在
歌唱過程中發展成為一種活動儀
式——傳燈，相互點亮一盞盞燈
火，象徵文化傳統代代薪火相傳。
歌詞作者杜南發在座談會上透
露，這本來是他於一九八二年應首
屆金獅文學獎之邀而寫的：「在報
社下午接到要求，很快寫成，即交
張泛譜曲，當晚已在頒獎禮上演唱
了。」然而，這麼一首引人共鳴的

歌曲卻在頒獎禮後銷聲匿跡了。只
因時值南洋大學關閉不久，李光耀
不欲華文作品過分流傳而下令禁
唱。
直到五年後一個中秋節，明月初

升，海風輕拂，馬來西亞新山市寬
柔中學的學生們在臨海的草地上唱
起來，四周亮起一盞盞彩紙燈籠；
隨着歌聲在空中迴響，年輕人不自
覺地將搖晃的燈籠圍成一個大圓
圈，並配以點點燭光，在手心中傳
遞，於是，歌聲和燈火構成一道觸
動人心的文化長河，蔚為奇觀。
幾經流傳，這首禁歌終於在它誕

生二十一年後傳回故土，並於二零
一一年以《大傳燈》之勢成為由官
方贊助的年度街頭慶典活動「妝藝
大遊行」的壓軸節目，四千多名表
演者引領幾萬名現場觀眾合唱這首
幾許坎坷的樂詩，張泛帶領華樂團
在現場演奏，杜南發則向全國人民
朗誦了《傳燈》新篇。
我沒有海外遊子的經驗，但我在

網上找到多個版本的《傳燈》視
頻，聽着聽着，就想起我的外公外
婆和媽媽。
小時候，媽媽常憶起跟外公在南

洋橡膠園捉迷藏的故事，以及濃郁
的咖啡香，他們當年欲落地生根又
思念故土；結果，父女一別就逾二
十載！ （四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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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身在香港
這個福地，感到真

幸福。這是一個公平、公正、公義
的地方，每一個人都有平等的機會
向上流。
哪怕是出生於貧苦的家庭，哪怕

是出生於普通的階層，只要你能堅
毅不屈，努力奮鬥，有夢想、有理
想，必能從知識中改變命運，改變
人生，特別是在20世紀初期。
話說有兩位成功港人夢想成真的
故事，在此向你細說。他們是一男
一女，生長於香港，成長於香港。
雖然出生於基層，他們不畏艱辛，
分別幸得自己的家長關懷照顧，供
書教學。而他們能夠勤奮向學，以
自己的家長作榜樣，學習刻苦堅忍
的精神，分別創造了自己輝煌的人
生。他們是誰？他們就是梁振英特
首，林鄭月娥候任特首。梁振英特
首上月晉升為國家領導人——全國
政協副主席；林鄭月娥女士本周日
當選第五任特首人選，是香港首位
女特首。他們都是夢想成真，實至
名歸，可喜可賀。
這一屆特首選舉共有四位參選
人，但只有其中三位足夠取得150張
以上的入閘提名票。我以為今次選
舉是公平、公正、公義又文明的一
次選舉；其中之一名參選人葉劉淑
儀，雖然到提名期結束前仍未取得
足夠提名票，但是她仍堅持到最後
一日。最難得的是葉劉淑儀的競選
政綱，編制得非常有深度和工整，
令人獲益良多。她的精神可嘉，令
人十分敬佩。相信新特首組班時，
不會忘記這位能幹的女強人。

結果三名候選人能合格進入競選
之路。其間難免在多個場合例如競
選論壇中火花四濺，各展所長。但
是，投票當天一切都很順利，三路
人馬很有秩序地排列，直至點票時
齊集在點票台上，當宣佈林鄭月娥
得777票當選，謙卑的林鄭九十度鞠
躬，向眾選委、助選團以及媒體致
謝，並講了一番感想。動人的場面
是她的丈夫和長子親到台上，向勝
利者獻花擁抱，相信觀眾都會看到
伉儷情深的動人場面。
其實，另一場面更感人，表現了

各人的大將風度。那就是林鄭向落
敗者曾俊華、胡國興擁抱並相互喁
喁細語，而曾俊華和胡官亦分別在
感言中向林鄭月娥道賀，不少人被
他們的風度所感動，認為這一場特
首選舉是「君子之爭」的最佳典
範。

今年是2017年，在當代
中國史，逢「7」有兩件重

要的事情 。一件，大家都記得；另一
件，大家都忽略了！
1997年大家都知道乃是香港回歸，這也

是香港目前社會各界、大小社團要舉辦的
慶典主要專案之一。在這個爭先恐後要表
達愛國的心態下，不難看出，這是順應時
代的潮流，浩浩蕩蕩而來；但是，在
1987年的那個時候，並不是這樣。對海峽
兩岸的同胞來說，同樣的都是浩浩蕩蕩，
但，是逆流而上。
1987年是中國劃時代的年份。經國先生
開放台灣老兵回鄉探親。開啟了重返大陸
家鄉的鑰匙，搭建了一座親情的橋樑，衝
破了鐵幕。而在1987年以前大陸與台灣
是怎麼樣的一個關係呢？我形容為「黑暗
隔絕的時期」，這，一點也不為過。
為了與親人團聚，我們有無比的勇氣，

也沒有一絲的懼怕。親情，是人類所有感
情中，最偉大、最不計較、最無私的。不
知道是哪一位老兵帶着鄧麗君歌曲的錄音
帶，回到了家鄉。從此，鄧小姐委婉甜美
的歌聲，在大陸家家戶戶流傳。因此，
「上有老鄧 ，下有小鄧」之說，就如此
傳揚開來。
1987年，海峽兩岸發生了很多親情重

聚、感人肺腑的故事，香港扮演了一個很
重要的角色。那個年代，台灣與大陸之
間，沒有直通的交通工具，都必須經過香
港。那個年代，香港、台灣的飛機每天班
班滿座，各個航空公司都增加這一段航
線。因而延伸出兩種行業。第一種是仲介
服務，他們受台灣客人的要求，協助聯絡

大陸的親友，從而把在台灣急着要回家的
老人交到大陸親人的手上。那個年代，
啟德機場到處都充滿着台灣外省老人的鄉
音與腳印。第二種行業就是，提供廉價的
一張床鋪的賓館，應運而生。
當年1987開放探親的政策，可謂石破

天驚。我的一位老師是在台灣的河北人，
他到了香港坐上往羅湖的火車，在上水站
下了車，望着那可以延伸到故土的火車
軌，他老人家嚎啕大哭不能自己，跪在朝
北的方向，淚眼縱橫。回想起來，我當年
無法深刻理解老師的眼淚，只當是他想家
罷了。現在回想一遍當時的場景，我相信
老師的眼淚裡藏着對國家、戰火、生死、
骨肉離散；可說是五味雜陳的思鄉情緒和
對生活的無奈和生命的堅持……
時光飛逝，物換星移。2017年的今天，已

經是1997年香港回歸二十周年，1987年兩
岸開放探親三十周年了。今天中國的崛起，
不應僅是中國大陸人民的榮耀！國家富強的
成果，應分享給兩岸三地的同胞，還應該包
括散居世界各地的愛國華僑！中華民族的後
代子孫不應忘記那群滯留在台灣的老兵，時
代虧欠了他們那一代人。而歷史，不應忘記
他們的劬勞與貢獻。

2017回望1987

不知大家有沒有忘
記，上世紀九十年代

後期有種寵物遊戲名為「他媽哥
池」。開啟這枚可以放在掌心把玩
的獨立小型電子七彩鵝蛋形膠盒
子，在當中那個四方小熒幕裡頭便
可「養雞仔」，那群設計簡單不成
雞樣的電子雞，曾風靡不少小朋
友。
玩這遊戲時，只需給小雞按時餵
以模擬雞糧，雞仔便會一天一天長
大，到了一定分數，長成母雞就會
生蛋。上世紀手機沒有今日那麼多
功能設備，這個雛型遊戲當時便已
吸引全城年輕人，這「 雞仔」玩了
至少好幾百天。
類似遊戲，好幾個月前就出現了
「捉精靈」，狂熱情況跟養雞仔有
過之而無不及，由於手機比前更加
普遍，不止年輕人，中年甚至老年
人都興致勃勃投入參與，真可說得
盛況空前。遊戲推出翌日，路上所
見，滿城男女老幼已第一時間手捧
一機低頭過路，就算停在行人斑馬
線前，明明亮起綠燈，低頭族群為
了這頭不知躲在哪個角落的精靈，
都不約而同延遲幾秒之後才遊魂一
樣起步，完全無視綠燈閃亮催促，
瘋狂程度可說前所未見。
可是這種狂熱，來得快也去得
快，大概維持了一兩個月，這精靈
也不用東躲西躲，蹲在老一個角落

寂寞到也不會有人去捉了。現在已
不見有人在乎它存在不存在，不止
青年人中老年人，連小朋友也不見
提起，完全像沒有發生過一回事。
這種大起大落的感情，就少見於

上世紀養雞仔時代，說新鮮玩意養
成現代人貪新忘舊習性似乎有點誇
張，可是從玩物看今日青年男女的
感情，也當真未免不無影響。
試看娛樂圈中多少情侶，不是一

下子愛到一百零二度，一下子降到
零下冰點，這些離離合合新聞千禧
年後不知要比上世紀多了多少倍；
娛樂圈還是個縮影，誰親朋中認識
的年輕情侶，也不知有多少蜜運期
短過捉精靈。（據說他媽哥池又將
在手機捲土重來了，猜猜它能熱多
久？）

物情與戀情

人人都有名字，幾乎每個人的
一生都和自己的名字糾纏不清。

很多東西都會隨着人生的變化而變化，人的名
字也一樣。
我很小的時候開始喜歡看書，遇上不認識的

字就去請教父親，問得多了，父親不耐煩起
來，索性教會我查字典認生字，他自己便落得
輕鬆。剛學會查字典的我發現父親給我起的名
字「梅」的古體字還寫作「槑」，有趣之餘又
覺得開心，因為「槑」字看似複雜，其實易
寫，於是興高采烈地跑去和父親商量，希望藉
此可以把自己的名字改成「呆呆」。
當時自我感覺還不錯的提議當然招來了父親

一頓臭罵，我只得灰溜溜地放棄了改名字的念
頭。後來開始讀武俠小說，知道作家金庸的名
字是由他的本名查良鏞的「鏞」改變而來，便
又試圖改名，再次被父親訓得發呆。那時候很
羨慕中國古人，既有名，又有字，還有號，能
夠隨意地給自己改名。比如誰還記得鄭燮，但
大都知道鄭板橋。
直到後來長大成人，我對名字有了自己的話

事權，又作了寫字為生的決定時，理所當然地
首選「呆呆」為名，既保持了父親給我起的本
名，又新潮了一把，甚至還比網絡時代流行的

「呆萌」一族早了幾年。網上有一個很溫馨的解
讀，說「槑」字像兩個牽着手的小人兒，因此常
被用於形容戀愛中的情侶，這倒不失為一種美
好的想像。
據說宋代的包拯十分喜歡梅花，給自己的住

所命名為「梅花堂」，寫作「槑花堂」，至今開封
府裡還保存着「槑花堂」的匾額。我因而更喜歡
自己的新名字，也常常因了這個新名字的含
義，尋一清淨地，捧一卷書，泡一杯茶，呆呆
地發呆，呆出一種悠然的意境。
作家裡改名或者不用自己本名的極多，筆名

的來歷也各自不同，譬如周樹人改名魯迅，除
了紀念他的母親，還有自謙為愚魯而迅速的意
思；原名張心遠的張恨水為珍惜時光，時時自
勉，從「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的詞句中截取
為名；同樣的作家還有朱自清，名字來自「寧
廉潔正直以自清乎？」除留給後世美文，也留
下了一生清白。最可愛的是我喜歡的台灣女作
家，因為自己的名字「陳懋平」過於難寫，後
來為自己改名三毛。
比作家對名字更為重視和改名更多的當屬演

藝界明星。誰能想到當年俘虜了萬千影迷、歌
迷心的英俊瀟灑的四大天王之一的劉德華原名
是劉福榮，一個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名字？頗

有才華的演員、導演馮德倫原名馮進財，一個
俗氣得不能再俗氣的名字。女明星裡，梁詠琪
原名梁碧芝，舒淇原名林立慧，徐若瑄原名徐
淑娟，連名冠國際的大明星李小龍的原名「李
振藩」也遠沒有他的藝名響亮……縱觀這些明
星的原名，都不能脫離普通和平凡，看起來都
沒有大紅大紫的氣質，改名後就大不相同了。
看來一個人的名字和他從事的職業之間似乎是
有着某種神秘的聯繫。
當然，名字除了能給人帶來生活和事業上的

改變，也時常會給人帶來不便。著名作家蘇童
就和朋友們分享過他的一段經歷。蘇童原名童
中貴，成名之後慕名請他參加演講和活動者甚
眾，一次某主辦方給他訂好往返的機票，機票
自然地用了他的筆名蘇童，結果導致他到了機
場不能登機而只好改簽。諸如此類的誤會頗
多。名字給人帶來的變化固然是存在的，而最
大的變化其實是不變化。就像張愛玲，終其一
生她都沒有改變自己這個在世人眼中有點俗氣
有點普通的名字，但這並沒有妨礙她和她的作
品流傳下來，還要流傳下去。
所以與其說是改名字，不如說是改心境，心

境到了，一切都會順風順水，否則用盡天下好
字，也未必得嘗好運。

名字的密碼

大白兔奶糖的記憶

旺角朗豪坊設計獨特，是向高空發展
的商場，因為工作地點在附近，是我經

常去的地方，主要是光顧食肆。日前發生「倒溜」意
外的「通天梯」，是該商場三級組電梯的中間級，前
往5樓以上的商舖，除升降機外必須乘搭。
每次乘搭都有點不安，4層樓高的又長又斜的電梯，

乘搭的時間是那麼長、那麼高，難免偶爾也會想像萬
一出「意外」，但安全感很快就回來了，因為這裡是
香港，我們相信香港的檢修制度和標準。
事發錄影片段相當驚心，電梯如電動遊戲機般快速

下溜，很多站不穩腳的即時往下滾動人疊人，事故造
成18人受傷，沒有人命傷亡，實是萬幸。當時正值年
輕人在商場度周末消遣，年輕人身手敏捷，還可反應
過來，有的還能向上跑，如果是婦孺和老人，想必不
堪一「倒」。
偶看到電梯意外的新聞，什麼「食人電梯」，多不

是發生在香港，我們都有理由相信香港檢測的專業。
然而，事實證明，再好的檢測制度和標準，機器還需
人去執行，不能掉以輕心。
電梯是香港人生活的一部分，商場、港鐵人來人

往，能不靠電梯嗎？尤其是港鐵電梯，每到上、下班
時分，電梯密麻麻的站滿人，沒有一吋空位，沉甸甸
的負荷，如果出意外，後果不堪設想。檢測維修人員
的工作，是一份肩負人命安全的工作啊，能不高標準
要求嗎？
港鐵常宣傳，乘搭手扶電梯，要企定定，抓緊扶

手，不要看手機，聽得多了當歌仔唱。雖說意外防不
勝防，但如果自己有所準備，可以減輕損失。與其追
究責任，倒不如自求多福。
內地城市乘搭地鐵有手提包安檢程序，香港的人流

之密集，實無法做到安檢。上次港鐵縱火案，就是有
精神病患者把燃燒品帶進港鐵，乘客只顧看手機，無
人察覺點火過程，慘劇記憶猶新，還是從自己做起，
自求多福吧。

自求多福
廖書蘭

書聲書聲
蘭語蘭語

連盈慧

翠袖翠袖
乾坤乾坤

呂書練

獨家獨家
風景風景

伍呆呆

琴台琴台
客聚客聚

思 旋

思思旋旋
天天地地

方 芳

方寸方寸
不亂不亂

■小朋友最愛
吃白兔糖。

網上圖片

■爭取返鄉，在當時的台灣
匯聚成一股洪流。作者提供

■林鄭月娥獲得777票當選
第五任特首人選，也是香港
首位女特首。

■寵物遊戲「他媽哥池」當
時出的時候，曾風靡不少小
朋友。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