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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凡國人，誰都吃過肉圓，或是豬肉的，
或是魚肉的，或是羊肉的，或是牛肉的，可
您享用過麵筋包揣肉圓嗎？此道佳餚是我們
家餐桌上的常客，它不僅味道鮮美，還簡單
快捷。
此菜的製作不難，就麵筋包來說，幾乎所

有的菜市場與南貨店裡均有出售。它僅有枱
球、鴨蛋大小，金黃、渾圓、酥脆、中空。
麵筋包的吃法雖是多種多樣，揣入肉泥，搖
身一變，提升了品味，備受歡迎。世間大凡
物事，一旦改頭換面，或是注入新的內容，
立馬便身價倍增。以此類推，生活與工作
中，只要有了新的創意並付諸實施，包您能
夠成功。
此菜的主料均以豬肉為主。至於肉泥，所

有的肉案均可加工，不僅是免費的，肉泥的
粗細隨意，還贈送老葱、生薑。現如今是買
方市場，這些攤主頭腦清醒，能夠緊跟形
勢，及時轉變觀念，真正做到為人民服務。
買肉、絞肉之際，他們不僅滿臉綻笑，言語
還極度和藹。此等服務態度與品質，若是能
夠引入政府機關，並由管理型向服務型轉
變，包您辦事一路綠燈。肉泥絞好後，回到
家中，您只需加入所需的調料，攪拌均勻便
可。如果您不怕麻煩，還要口味更好，肉泥
自己加工也行。那就在家裡斬斬剁剁，讓左
鄰右舍分享您演奏的美食交響曲，讓他們在
羨慕中流淌着長長的垂涎吧。
製作之際，將麵筋包用筷子戳一個小洞，

蠶豆大小，將肉泥塞入，填滿為算。隨後將
成品逐一整齊地碼放鍋中。千萬別忘了，麵
筋包的開口處一定要朝上放置。那位說了，
將麵筋包的開口朝下也行，您這是外行，開
國際玩笑。若是如您所說，烹煮之際，餡料
不僅容易外露，滷汁更易外流，這直接導致
菜餚破相，關鍵還影響口味。這是經驗，是
實踐得出的真知。假如您是初學乍練，關鍵
怕糊鍋不是？那也沒關係，就在鍋底墊幾片
大白菜，亦可用青菜、甘藍，再不就用花菜

也行，只要能起到隔離作用便可。說來有
趣，製作之際，我的一位女同事別出心裁，
就喜歡把肉泥裝入食品袋中，袋角剪個小
洞，再將肉泥緩緩擠入麵筋包中。這有點像
給蛋糕裱花的意味，此做法您亦可參考。
麵筋包揣肉圓全部各就各位了，此時要加

放各種調料，什麼白糖、醬油、味精、料酒
諸等調料，召之即來。根據自己的口味，多
少隨意。加水漫過食材後，便用激情四射的
大火燒開，隨後轉入有條不紊的中火慢燉。
期待之際，屋裡瀰漫着濃濃的肉香與麵香。
這香能把一些好吃而藉故串門的鄰居招來。
菜餚裝盤後，如果您的心情好，又有審美的
情趣，不妨再用幾棵焯過水的菜心圍邊。青
枝綠葉的，生氣勃勃的，那簡直就是錦上添
花之美。嗨，就等着點讚了。

烹製此菜雖有一定之規，但隨機性很大，
根據您的喜好，可在鍋中添放幾個百葉卷，
亦可放幾隻香菇，幾朵木耳，或是幾塊茭
白，幾片萵筍，任憑喜歡，千萬不要拘泥。
老百姓做菜要的就是「無腔短笛信口吹」。
其原則突出主料，不改味就行。
現如今，人們的生活品質普遍提高，均有

葷腥油膩之負擔，大凡物事均要順應時代，
才能完美。何況法律、法規還要適時修改，
以求不斷完善，烹製菜餚更是如此了。這等
舉措，食材既顯得豐富多彩，口味也多種多
樣，營養則更為全面豐富。這叫葷素搭配，
有滋有味。若用孔夫子文縐縐的話來說：
「和而不同」。
品評此菜，麵筋包柔軟糯韌，很耐咀嚼，

且有漸入佳境之妙。肉圓則大塊滿口，痛快
過癮，使人一時不知身在何處，大有梁山好
漢「大秤分金銀，大碗吃酒肉」的豪邁。享
用此菜，一家人最宜「三中全會」——白
酒、啤酒、紅酒全來助興。一時吃得爽口，
米飯也能追加一碗。

此菜雖不是菜名花哨的名菜、大菜，卻是
貨真價實、樸實無華的硬菜。此菜用於招待

賓朋，實實在在，知人見心。前不久，我用
此菜款待一位文友，大快朵頤之餘，此君大
倒苦水。他有個親戚，在我國以精明吝嗇而
著稱的江南某城市，此地個別另類人家招待
客人，唯恐來賓多吃菜餚，每每餐前，先是
提供兩大碗綠豆湯，或是紅豆湯，再不就是
酒釀湯圓，還美其名曰，以便喝酒護胃。席
間還虛情假意，連連奉菜，不停勸酒。此等
做派，誰都心知肚明。用老百姓的話來說，
簡直是「三個手指推，兩個手指拉」。俗話
說：「火要空心，人要實心。」這樣的友情
豈能長久？友誼的小船說翻就翻，大概說的
就是這類人吧。

麵筋包揣肉圓過於實在，是故家庭版的居
多，酒店少有，理由是「含水量」少。此菜
不像辣子雞、炒肉絲、酸菜魚、大盤雞、梅
菜扣肉、螞蟻上樹，看則喜慶熱鬧，細細打
量，主料不為多，配料唱主角。生意人將本
求利，希求利益最大化，這是亘古不變的硬
道理。我走遍大江南北，好像還沒見過哪家
飯店專有此菜的，外賣的速食裡倒見過，那
純屬用於提升檔次，裝點門面的。
再說了，一份速食之中，若是葷菜，選一

便無二，配甲不給乙。有人既想葷菜多，又
要價格便宜，這叫「又想馬兒跑，又想馬兒
不吃草，」天下哪來的這等好事。您既想大
飽口福，又想經濟實惠，唯一的途徑，自己
會做。

課室的吃
香 港 的 大 學 課
室，現在讓不讓學

生吃東西呢？是堂堂正正攤開來
吃，不是偷偷摸摸那種。如果已可
以的話，將來會否進化到可以拿盤
豬排飯出來吃呢？
我是贊成讓大學生上課時吃東西
的，肚餓如何聽書？只要不滋擾人
就可以，包括不構成聲音、氣味和
垃圾滋擾。可惜港人不似老外學生
般多嗜吃香蕉或冷三文治沙律，而
偏愛香濃熱食，如咖喱鷄飯、餐蛋
麵等。到時只怕課還未上，已因吃
引起的爭執在課室內大起干擾。
去年在美國一大學旁聽，去了節
由黃昏六點半至九點半的俄國小說
課。那晚講杜斯托耶夫斯基的短篇
小說，我和一位也是旁聽的烏克蘭
同學準時到達課室，等到六點九，
美國女教授還未到，學生也只零零
星星的，心中正嘀咕。這時女教授
和五六個學生有說有笑一起踏進課
室，原來她怕大家晚上肚餓，帶學
生去了鄰街一家專賣麵包圈的bagel
店，買了堆各種口味的bagel連忌廉
芝士和果醬回來，讓全班學生一起
吃。
那班有十七八個學生吧，大夥把
東西攤開在頭一行的兩個座位上，
不客氣吃起來，又塗芝士又抹果醬
的，吃得一地麵包屑，卻不妨大家
的興致，開餐足足一刻鐘才坐下開
講。烏克蘭同學和我很客氣的沒吃

（也沒人理會我們），但在旁看也
很有趣。這種在課堂上輕輕鬆鬆分
甘同味的場面，會在香港出現嗎？
我頗懷疑。
近日看董啟章小說《心》，主角

憶述已去世的M教授年輕時非常有
型，上導修課時煙不離手。有次煙
抽光了，開始語無倫次，學生也沒
人身上有煙，「她於是手忙腳亂地
掏錢包，指派我立即去校外的士多
給她買。我像緊急救援似的，飛奔
着把煙買回來了。對於從來不抽煙
的我，那是我人生中唯一的一次買
煙呢！幸好不負老師所託，沒買錯
牌子！」
這叫我想起中學時，老師也只是

大我們幾歲畢業不久的大學生。有
時吃完午飯，會跟我們四五個學生
一起去學校對面的街市買雪梨，作
飯後果。然後拎着袋雪梨，一起散
步回去。

20172017年年66月月2020日日（（星期二星期二））采  風B8 ■責任編輯：葉衛青

通常在戲棚內的
舞台兩旁，均掛有

戲棚對聯的。但近數年來，粵劇照
演，但舞台兩旁的對聯卻並不一定
必有懸掛。本山人看見這種情況，
常感惋惜，便收集一些戲台對聯放
入這園地內，以免日後流失。
說起來也有些兒奇怪，本山人對
戲台對聯發生濃厚興趣，卻不是由
戲棚開始的，而是在一次扶輪社的
例會中，那位講者在談論扶輪精神
時，竟然用了一對戲棚對聯為主
題，該講者所引用的戲棚對聯如
下︰中西融通，唱得出，做得來，
豈徒信手彈高調；文娛會集，既能
歌，又能舞，不是空心作老倌。
那次扶輪社的集會距今已差不多
四十多年了，但本山人依然牢記着
這副對聯。那位講者的意思，大致
上是鼓勵各位扶輪社友去從事社會
服務時，事實上也應包括了在平日
的工作上，應牢記這副對聯的意
義：不要做空心老倌，要能歌，又
能舞，要有計劃，要有方法和步
驟，既要融合中西，也要文武全
才，才可以把工作和服務做得出色
而有成績。
本山人四十多年來，特別開了一
個筆記簿，收集了不少戲棚對聯，
很多對聯均甚有意義，在諧趣中也
帶出了很多真理和富有實用的鼓
勵。本山人不用再對每一對對聯再
作介紹，有勞各位讀者自己去參詳
吧！
世事總歸空，也可以空為實績。
心情都是戲，不妨將戲作真觀。
你看我非我，我看我，我亦非
我。

他裝誰像誰，誰裝誰，誰就像
誰。
戲場小天地，天地大戲場。
表演人間趣事，宣傳時代精神。
一曲薰風和上下，八弦妙舞洽古

今。
三五步行遍天下，六七人百萬雄

兵。
聊將往事為時事，且以今人作古

人。
借虛事指點實事，託古人提醒今

人。非幻非真名為作戲，或今或古
稱之實情。
一曲陽春喚醒今古夢，兩班面目

演盡忠奸情。
善惡報施莫道竟無前身事，利名

爭競須知總有下場時。
台上笑台下笑台上台下笑惹笑，

看古人看今人看古看今人看人。
做字中有古古作今觀，觀不盡花

花世界。
戲者半是虛虛將實看，看起來件

件人情。
（太原晉祠水鏡台聯）笙歌韵管

弦，皆是寫炎涼世態。艷質回風
雪，罔非傳冷暖人情。
（昔陽縣丁峪古戲台聯）自修

齊，至平治，着眼落珠大學。寓褒
貶，別善惡，留心即是春秋。
（平定東回戲台聯）放開眼界，

若為忠，若為孝，快讀一家史記。
滲透機關，何以褒，何以貶？如誦
全部春秋。
（上海舊戲院聯）真者猶假，假

何必非真，看諸君粉墨登場，領異
標新，同博尋常一笑粲。古或勝
今，今亦且成古，嘆三代韶韺如
夢，窮本知變，聊應斟酌百家長。

世界焦點在利率走
勢，正如眾所料，美

國於上周四宣佈議息結果，六月開始
加息，預計九月將計劃「縮表」，年
底或許再加息一次。
美國加息去向影響全球金融走勢，

美股這位龍頭大哥短期走勢似強還
弱，美股強勢多時，大有高處不勝寒
之感，因此市場好淡爭持，好友再沒
有昔日的勇態，然而淡友也不敢太放
肆，因而美股顯得有如在高位向下
落。雖然美國已進入加息周期，但是
美元並沒有顯得強勢，匯市好友轉向
歐洲炒作，不過波動似不大。
香港由於與美元有聯繫匯率掛鈎的

關係，港幣跟美元掛鈎但仍有自己的
走勢，因與人民幣關係密切。在匯市
搵食的炒友，其實也不易搵食。美
元、人民幣、港幣三者之間拿捏不準
的話，頭頭碰着黑也夠受了。三者之
間，除了要考慮經濟因素之外，還要
顧及政治因素的關連。因此，香港匯
市中的炒友已少見了大媽在炒作。
自美國進入加息期，大家已無懸

念。惟在股市搵食的好友已獲厚利，
也趁此機會減低倉貨，伺低入市。然
而，一樣米養百樣人，也有人繼續在
市場拚搏，甚至加碼去盡，賺取最後
一分錢。事關有大戶揚言本年底港股
恒指會見28,000點。如果是中線投資
者可能是對的，反之如果是短線炒賣
者，可能會見股市暫進入鞏固期。無

論如何，炒股者最關注的指標恒指
25,000點，我以為仍會看好，是適當
的入市期，謹供參考。當然，入市買
貨對象是擇優擇高息的股份為對象，
就算所買股份暫時被套牢也不打緊，
可以收取高息，當存入銀行一樣。
世界在關注利率走勢之時，各地的

金融當局自然最為關注，香港亦一
樣。近年香港樓市買賣十分火紅，無
論地或樓房都節節上升。財政司、金
管局及發展局等有關官員不時苦口婆
心公開相勸不要急於置產，自己要量
力而為，因為風雨將快到，利息不斷
上升會帶來樓市的風險，如在1997
年。其實，該等官員的看法、做法和
說法都是有根有據，目的也是為香港
好、為港人好，免出亂子破壞了安居
樂業的後果。思旋確也認同官員的看
法，但是亦有自己不同的見解：與
1997年不同的是，那些年利息起碼13
厘以上，是高息期。當時內地與香港
經濟未有如今密切，內地經濟也沒有
當今的的發達。
本港樓市的購買對象與1997年大不

相同了，亦有人認為香港樓市是面向
13億中國人的市場，雖然確有些誇
大，但事實的確是在面對內地眾多同
胞來港投資的需要，包括股市和樓
市。因此，無論在股市和樓市所考慮
的市場對象和因素，不能只孤立看香
港，不然就會有誤差，甚至會走寶
的。

小時候會唸的偷懶詩，其中一句是「夏日
炎炎正好眠」。但如今的夏日和往時的夏日

一點也不同，從前的夏日，夜裡還有微風輕拂，現在的夏日
卻連一絲絲風也沒有，而且氣溫也偏高。
在如此炎夏，搧着手上的葵扇，找來一本《世說新語》閱

讀。翻到其中一篇說：「謝太傅寒雪日內集，與兒女講論文
藝。俄而雪驟，公欣然曰：『白雪紛紛何所似？』兄子胡兒
曰：『撒鹽空中差可擬。』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風
起。』……」《世說新語》說的謝太傅，就是淝水之戰的著
名人物謝安。他和親人在家裡聚會，談文論藝，風雅得很。
看到外面忽然下雪，便問用什麼來形容眼前景象最好？謝安
二哥的兒子說有點像把鹽灑在空中，但大哥的女兒謝道韞卻
說像風吹柳絮。
對於生長在南方的人來說，雪應該是很少見的，當然如今

流行旅遊，到雪地去賞雪的人不少，但用什麼詞語來形容
雪，相信是困難的。但從兩人說的形容詞來看，當然是後者
較有美感。不過，實際情況也許和胡兒說的一樣，雪下得很
急也不一定。
我有過一次在睡眠中被「驚」醒的經驗，那是五月時分在

新西蘭的南島一處湖畔旅店住宿，午夜時分忽然被異常的寂
靜「嚇」得醒了過來，因為我一生人未曾遇見過這麼靜寂無
聲的時刻。抬頭望向窗外，發覺湖對岸的山頭已是白雪皚
皚，才驚覺原來下雪時是那麼寂然的。
夏天睡眠當然不會被全然的安靜驚醒，只會被不停流出的
汗水「泡」醒，或者根本就被冷氣機的隆隆聲響吵得不能入
夢。夏日炎炎，有人能夠借着看雪的文字來消暑嗎？當然不
能了。不少人是走進快餐店去涼快一下，更多人是去逛商場
享受異常寒凍的冷氣。如果在家裡，一定會開冷氣吧？如果
發現冷氣機的冷氣一點也不冷怎麼辦？那就要換雪種了。
雪種不是雪，而是化學致冷劑，會對氣候帶來影響，但天
氣實在太熱，能不換雪種？能不開冷氣？於是就只能惡性循
環了。

娛樂圈不易生活，
沒有其他副業是不易

生存，但當中用自己能力在娛樂圈
做有關工作而成為小富婆的人也大
有人在。他們有能力當一項關於娛
樂的事業，仍然能有足夠本錢留在
圈中等待機會，有些藝人真的會有
特異功能把自己變成武器般的留在
娛樂圈的！
他們不用開發其他事業為生而仍
有能力在圈中發展。而我所認知的
圈中微型小富人也有幾位，第一位
當然是我契妹瑪姬，她入行是由電
台trainee. DJ開始，但因入行時自
己能操三種語言的關係，令她能在
司儀工作中突出自己，由一千元一
個show的收入到現在幾萬元一晚四
小時司儀工作了，經過十多年的努
力，現在她進身為香港排第二的女
司儀，實不容忽視。
況且幾年前努力不懈的她已有能
力買一幢屬於自己的千萬樓房！她
是屬於不用做其他圈外工作養活的
人，全靠做一樣東西，就是司儀工
作！
而另一位我認識的便是名模何紫
綸（Ann ho），她出道於名模工
作，直到嫁人時更創立了自己品牌

生意，她的生意是沒有偏離娛樂圈
的，便是開了一間經理人公司，力
捧歌壇新人，亦有繼續接自己教儀
態的工作，同時也有活動製作團隊
接洽一些娛樂圈活動工作，成為圈
中小富闊太！
另外當然唔少得近年電影投資者

漢洋，本身唱歌事業十多二十年也
不是有大起色，但他自己在多年前
開始了做經理人及娛樂製作公司，
近十年發展到電影投資，最近一套
電影《同囚》更大獲好評，成功進
入電影界。
其實漢洋歌藝非凡，所以他也沒

有放棄唱歌事業繼續努力，到現在
他都成為圈中的小富帥了。

圈中微型小富婆

父親節剛過，自由黨主席、
行政會議成員張宇人卻撫心自

問非合格父親，以往跟隨父親打理三間中式酒
樓的時間，每年只回家吃飯三次；打風的日子
更是愁眉苦臉，擔心酒席訂了、魚翅發了、客
人沒有了、家人見到也不開心，所以他一直強
調從事政界和飲食業一樣，將壓力帶回家裡而
不自知！
早前他被傳是擬任教育局局長，他的反應是
哈哈大笑，「我性格反叛不介意不合格、考包
尾，所以我很多朋友都嚴禁子女接近我，如出
任局長只會誤人子弟；但我的太太卻不同，在
教育這方面，她比我適合多廿倍！」他的三名
子女都年輕有為，父親放任，校長媽媽卻非常
嚴謹，所以張宇人一直強調他最幸福是娶了一
位好老婆！
曾幾何時，這對年輕愛侶沒有得到張家媽媽
的祝福，因為老人家有一點偏見，身邊很多老
友的女兒也相當標致，兒子竟沒有一位看上
眼，而這女孩竟這麼年輕又同兒子拍拖；甚至
他們在美國私下決定結婚，媽媽到埗也不願意
出席婚宴，結果他出了一個殺手鐧，「我知道
哥哥姐姐結婚斟茶沒有下跪，於是我取得了未
婚妻的同意，我們跪下來斟茶，結果這杯新抱
茶就將冰山融解了！」張宇人果然有辦法！

一九七二年八月張宇人快廿三歲成親，翌年
十二月三喜臨門，丈夫成為了學士、太太考獲
碩士，同時喜獲麟兒！「我很回味當年為仔仔
餵夜奶，每隔三小時他會自動醒來要吃，非常
準時。可惜後來從美國回港，兩個女兒出生我
再沒有機會餵奶了。現在有六個乖孫，我要爭
取自己的貢獻，我的好處就是吃飯快，所以在
食肆，很多人都會見過我抱着乖孫行來行去的
樣子！」
這位大忙人公公爺爺去年底更忙碌了，因為

他被特首邀請進入行會，「我感到意外，因為
多屆特首都沒有這樣做，自問沒有個人表現，
他們沒有想起我是合理的，感謝CY在和某些黨
友關係惡劣下也邀請我入局。我肯定他不是要
封我的口，因為我少罵他，如要封口應該邀請
田北俊才是。我進入行會就是希望將自己在中
小微企的不同看法帶進行會，希望在政策出台
之前盡量作出影響，減少殺傷力，幫到飲食業
界就是我的最終目的。」當時事件引起了田少
不滿，「當年他入行會也沒有事先通知我，我
假假地也是飲食界立法會議員，所以今次只是
一樣的做法，也沒有影響兄弟情，因為田少有
個好處，就是沒有隔夜仇，我沒有氹他，因為
自己不習慣氹老男士的，哈哈！」
的確，加入了行會他的時間更少了，「最令

我心酸的一幕，就是最近見到四歲的孫女，指
着五個月大的弟弟說，他很miss你，我明白孫
女很掛着自己，我立刻攬着她說：我很掛着
他，也很掛着妳！」所以他經常爭取大夥兒吃
飯見面的時間，原來他什麼菜式都喜歡吃，唯
獨是除了廣東菜，因為見得太厭倦了！現在出
外用膳也要跟從子女和乖孫的口味，發覺他們
也變成嘴刁的一群，最愛吃魚子醬。
六十八歲的張宇人正享受「兩蚊張」的生

活，七年前「廿蚊張」的風波已經雨過天青，
只有他自己偶爾主動提起，他更有個搞笑的夢
想，希望有一天
廿蚊紙幣上面印
有張宇人的樣
子……嘩！咁都
得？這便是極能
適應熱廚房溫度
的張宇人！

張宇人撫心自問非合格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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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宇人有個搞
笑的夢想，希望
有一天廿蚊紙幣
上面印有自己的
樣子。 作者提供

■瑪姬靠做司儀工作養活自己，
勁！ 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