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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是哪位高人說過：「酒是還原劑，
它可以將人迷失在塵世中的本性還原出
來。」我雖然很信服這句話，但又覺得酒
的這種功能，是必須在一定的條件下才可
以實現的。因為在酒力尚未達到，被還原
者設伏在內心的屏障還未撤出之前，其隱
藏在內心深處的真性，恐怕還是難以被還
原出來的。從這種意義上來說，酒只不過
是打通人內心隱秘道路的一種工具。
酒場上，誰抗拒酒的還原能力強，他內

心的設防程度也就越牢固。這酒裡潛藏的
學問，恰如人生暗藏的玄機，要想全然知
曉通達，何其艱難！
年輕時，心純如月，酒裡蕩漾着的往往

是一片真情。幾個友人，偶然相聚一處，
即便是低質劣酒，也能喝得驚天動地，豪
情四溢。心無設防，嘴也毫無遮攔。該說
的說了，不該說的也說了。你從自己的酒
杯裡潛下去，再從他的酒杯中浮上來；他
從自己的酒杯中潛下去，再從你的酒杯中
浮上來。開誠佈公，胸懷坦蕩。
話是剝了皮般的赤裸，酒是透明無礙的

清澈。倒盡了酒瓶，也倒盡了一肚子的真
情。相對大笑也好，抱頭大哭也罷。酣暢
淋漓的渲洩之中，透露出一個「真」字！
此時的酒裡，沒有貧窮貴賤，沒有嫉妒猜
疑。酒杯「噹」的一聲碰響，兩顆心也隨
之碰出了明亮的火花。
走上社會後，碰了幾次壁，遭遇了幾次

挫折。原先那鋒芒畢露的個性便漸漸收斂
了起來，酒場也隨之變得虛浮，融進了過
多的功利和市儈。幾個人再次相聚，桌面
上的酒水便不再是單純的酒水了，而是一
種無形的身份。

從檔次上，你可以看出主人現在混得咋
樣，從斟酒力度的大小，可以看出主人豪
爽的程度，從買單的方式方法，可以看出
主人對世道精通到哪一種層次。別看酒桌
依然像先前那樣熱鬧，但熱鬧之中已巧設
機關，暗伏心思。有的想借敘舊之際，搭
上一架上攀的樣子；有的想巧拽褂襟子，

成就一個大生意；有的想攀龍附鳳，為兒
女尋求輕便的工作……醉翁之意不在酒，
全在塵世名利也！主客舉杯之間，眉目傳
情，旁敲側擊之後，心意含蓄表露。別看
有的已喝得東倒西歪，眼神亂晃，但內心
城堡的大門卻依然緊鎖。

於是乎，酒瓶在手，大腦高速運轉，權
衡利弊，見機行事。思想的觸角悄悄爬伸
過去，一次不行，就趕快收縮回來，另覓
他徑，再次伸過去，不達目的，誓不罷
休。試探，延伸，加深，攻克，三十六計
紛至沓來，酒杯頻頻碰響，酒場也變成了
心計較量的拳台。
此時，你說人心不古也罷，世風日下也

好。但現實畢竟是現實，你還是要來面對
的。理想沒有了，只剩下了目的。你不要
再躺在當年的馬背上，單純地癡想着書生
意氣了。眼前，那層可悲的厚障壁已經形
成了，要想知道裡面究竟關藏着什麼，你
就要讓酒帶着你，一層層滲透進去，才可
以看清一個真實的世界。

在酒的波濤退潮之後，一切都會水落石
出，真相大白的。你也就會慢慢承認，現
實生活中有的路根本就是走不通的，必須
要走縫隙。你找到的縫隙愈多，你的捷徑
也就會愈多。而要快速地在生活中找到眾
多別人沒有發現的縫隙，酒無疑是最好的
傳統嚮導。
如果說，朋友之間的酒場已讓人心生寒

意，那麼擺在社會上的酒場就更別遑論什
麼真情了。倘若你有求於人，必須要先找
準此人在社會和生活所處的位置，甚至還
要摸清他所有的家庭和社會背景。只有這
些你都調查明白了，酒桌上你才可以不打
無準備之仗。
上酒檔次高了，自然討人喜歡，但你又

不忍，畢竟要自己買單。假如檔次低了
呢，又怕辦不成事情。要知道，如今潛規
則盛行，人生的紅綠燈常常控制在少數人
的手中。他要讓你停，你就得停，他要讓
你走，你才會一路順風。

你舉杯在手，先是象徵性地試探，若對
方不勝酒量，你要一口喝完，表示感情深
厚。若對方一上酒場，便要求一杯到底，
你可要小心了。因為此人可能是謙虛，說
不定是海量呢。你可不能死心眼，要在喝
完自己的酒杯之後，主動站起來為對方代
酒。這樣你就可以趁此機會重新給他再滿
上一杯，看他下一步的行動，以便適時敬
酒。記住啊，敬酒時你要雙手端杯，杯子
要比對方低。這樣謙恭必不可少，因為倘
若遇到喜歡擺架子的主兒，你如此敬酒自
然就會讓他暗暗滿足。你敬了一杯，而他
卻只抿一小口，你不必在意，也不必着
急，自己趕緊再滿上第二杯，半敬半勸。

其情境恰如河流遇到了山峰，只能一遍
一遍地衝擊咬嚙，直到石開路成，一路歡
歌而去。而一旦遇到海量酒仙，你就只管
放心陪他牛飲吧，他不辭酒，你就捨命相
陪。即便喝成一堆爛泥，聽不到人家「吧
噠」一聲，開了綠燈，你也絕對不能罷
手，否則就會犯功虧一簣，一路紅燈了。
此時的酒場倒也簡單，因為它除了目的，
剩下的還是目的。
酒好喝，人難請。一杯酒好喝，但一場

酒絕對不好應付。其間所隱藏的人情世
故，利益博弈，雖沒有鴻門宴的兇險，但
絕對也會讓你殫心竭慮，應接不暇。一場
酒，也許僅僅是生活的一個小片斷，但從
中完全可以折射出芸芸眾生的千姿百態。
有時候酒場就像是一杯啤酒，喝過了，打
個飽嗝就結束了；有時候酒場就似一杯乾
紅，喝過了，葡萄所蘊含的酸甜會久久不
散；有時候酒場就是一杯透明的白酒，喝
過了，品嚐到了透明之中蘊藏着的混沌，
你會一生難忘。但無論如何，你都要牢牢
記住，酒場就是戰場，一切都在等待中較
量，在較量中等待。等待對方酒酣耳熱，
舌頭一軟的那一刻。
「咱們在一起喝過酒」，這貌似平常的

一句話，其間所暗含的潛台詞，恐怕是局
外人斷斷難以領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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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隆基李林甫怎樣敗壞唐朝？
唐玄宗李隆基打倒
太平公主這個野心集

團，當上了唐朝皇帝，以開元為年
號。李隆基大力推行改革，休養生
息，唐朝的國家力量，急劇上升，達
到了頂點。
但是到了開元二十四年（公元七三
六年），他一舉罷免宰相張九齡，起
用了李林甫，李林甫是李唐皇族的血
裔，在宰相的位置上專權十九年，終
於釀成了安史之亂。戰爭長達八年，
唐朝的人口減少了四分之三，國力由
盛轉衰，唐朝人民陷入了水深火熱之
中。杜甫的唐詩，深刻地反映了當時
人民受到戰亂的痛苦。
天寶元年（公元七四一年）李隆基
已經執政三十年了，五十多歲了，他
對於唐朝的繁榮，感到躊躇滿志，不
想再為政務勞累了。他泡上自己的媳
婦楊玉環，而從中施展吹捧術，大力
推薦楊玉環的就是宦官高力士，「從
此君王不早朝」。李隆基的年齡比楊
玉環大三十四歲，楊玉環性感美麗，
迷湯高手，而且能歌善舞，很快就把
李隆基迷得神魂顛倒，並把外家人馬
拉入權力中心，楊國忠擔任了大官。
李隆基勵精圖治的時候，大約每三年
就換一個宰相，不讓他們在權位上留
得太久，大政方針都由李隆基策劃。
泡上了楊貴妃之後，他把什麼工作都
交給了宰相李林甫。
李林甫有兩個特點，第一善解人
意，很知道怎樣服侍皇帝，而且行政
能力一流，辦事妥當，善於改革，裁
減許多不必要的行政環節，減少制
衡，避免議而不決，他清楚知道了少
數民族不斷侵犯邊疆，當時的軍費開
支浩大，唐朝已經沒有能力養起一個
強大的軍隊，李林甫想到了「給政
策」而不給予軍費的辦法，讓地方的
節度使不僅擁有軍權，而且擁有地方
財政大權，讓他們自籌軍費。
唐朝首都長安附近轄區，經常缺乏
糧餉，出現糧食危機，李林甫十分聰
明，在平常的年份，通過運河把南方
的穀物運輸到了關中地區，建立巨大
的糧倉，到了出現饑荒的年份，就動

用後備的糧食，讓沉浸在聲色犬馬之
中的李隆基放心地享樂。李隆基正需
要這樣的代理人，所以一直放手讓他
當這個太平宰相。李林甫的缺點就是
「妒忌賢能」，他非常害怕有人競爭
他的宰相位置，李隆基深明李的缺
點，要罷免他易如反掌。
當時唐朝的節度使，經常是文武雙

全的人才，打完仗之後，節度使就要
離開軍隊，返回中央政府，很可能會
給皇帝看中，取代他的位置，所以李
林甫就想了一個毒計，說邊境地區少
數民族紛紛起兵，如果經常調動節度
使，很可能降低戰鬥力，不如把節度
使的任命長期化，加上軍餉不足，讓
他們主管地方的政務和稅收，籌集軍
費，這樣就使得邊境安寧。結果，沉
迷於奢侈淫樂的李隆基，一口就答應
了。
這個時候，唐朝的貴族和大官紛紛

兼併土地，截取朝廷的稅收，結果讓
中央的財政收入愈來愈少。社會出現
了「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貧
富懸殊現象，老百姓苦不堪言，不少
高官可以出售官位，撈到盆滿缽滿，
政治腐敗。這個時候，李林甫警告朝
廷的所有諫議官，你們不要亂說話爆
內幕，否則，你們什麼官位都沒有
了。李林甫權傾一時，結果弄得朝政
鴉雀無聲，李隆基根本聽不到唐朝危
機快要到來的任何訊息。而這個時
候，唐朝各地的節度使都由少數民族
的軍官擔任，安祿山和史思明對於皇
宮裡面的豪華和奢侈，深有體會，由
於擁有兵權和收取稅收的大權，他們
決心超過編制，自己養了一批私人軍
隊，積蓄力量，準備作反使用。
當時李隆基急於利用這些外族將領

保衛邊區，千方百計對節度使進行拉
攏。如此一來，唐朝初期的節度使和
番將不能長期擁有軍權，平時只能當
閒職的派遣官吏制度，就崩潰了。
加上府兵制，沒有軍費支持，中央的
軍隊戰鬥力大大衰弱。當安祿山和史
思明起兵造反的時候，唐朝的軍隊就
兵敗如山倒，國力大衰，不久就滅亡
了。

《蔣公的面子》已
經演出七年達三百多

場，每個月會在南京一間固定劇場演出
兩場，依然受歡迎，掌聲笑聲不斷。
《蔣公的面子》在南京大學建校
110周年首演時，情況完全不同。故
事講的是1943年，蔣介石親任國立中
央大學校長，邀請三位知名教授吃年
夜飯，三個教授各有各的心思，矛盾
糾結爭辯，到底給不給校長蔣先生這
個面子？內容涉及舊時知識分子與當
權者關係，形象揭示了知識分子面對
強權時的複雜心態，故事敏感，台詞
出格，引起爭議。
當年的中國校園戲劇節，不准許這
部戲演出參賽，被淘汰出局。一個學
生演出的戲受到不平等的待遇，激怒
了該劇導演、劇本指導呂效平教授。
呂教授從事戲劇研究教學，一貫立場
鮮明，敢做敢當，言詞犀利，這種作
風在戲劇界並不多見。他不但不停止
演出，還在十幾個城市大學校園巡
演，還去了台灣、甚至出國到美國
去，成為當年戲劇界的一大新聞。
這齣描寫七十多年前中央大學往事
的戲，在現今台灣的中央大學演出，
別開生面。引起台灣中央大學「黑盒
子」劇場藝術總監周慧玲教授的關
注，願意和南京大學聯手打造這個關

於中大校長和教授們的喜劇。她親任
第二版導演，請來台灣的專業設計
師，改變了初版簡陋的佈景燈光，演
出也正規了，稱為「中大兩岸傳人
版」。
《蔣公的面子》由南大藝術碩士劇

團演出，這個由文學院碩士組成的劇
團，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就存在，發
起人陳白塵先生繼承田漢「南國劇
社」的藝術精神，指導學生演出《夜
店》、《第十二夜》、《人民公敵》
等世界名劇，意在培養學戲劇的學生
自導自演熟悉舞台，沒想到一齣《蔣
公的面子》一演成名，舉國皆知。從
此，這個劇團走出校園，成為一個地
方性、社會性的專業劇團。一齣戲，
竟有這麼大的感召力，真不由人不看
重藝術的力量。
《蔣公的面子》成了全國事件，得

到社會的認同，有了面子，促動了
「裡子」，南大文學院出了名，江蘇
省都有面子，局面隨之改變。首演
時，省裡的宣傳部部長看過之後一言
不發，但很快，撥了一筆不小的錢給
劇團。這齣戲公演賺得的票房，養活
了原本是業餘的劇團，還自資辦了一
本雜誌《戲劇影視評論》，發表有水
準、觀念鮮明的評論文章。有裡子有
面子，名利雙收。

我發現，近年自己終於愛上了吃東西，因為我
在以前的日子，曾經想過，如果吃一粒好像藥丸

的東西便等於吃了一個晚餐就好了。因為覺得吃東西沒有什麼好
處，還覺得很煩惱，經常要想着吃什麼，所以以前當想到這一
點，就會覺得不如簡簡單單吃少少東西便好了。
但近年真的覺得吃東西很好，而且好好吃，可能你會覺得我很

奇怪，好吃的東西一向就是好吃，為什麼以前沒有發覺？我也不
懂得怎樣解釋。但這些日子，只要身邊的朋友提出想吃什麼，我
也會跟隨及以期待的心情參與這些晚餐。只要一想到稍後時間便
有美食擺在面前，已經覺得很開心。但我想說一點，但可能會給
人罵，為什麼我吃這麼多也不會變胖，身邊的朋友聽到我說這句
話也會罵我不是。
因為自己愈來愈喜歡吃東西，便出現了一個壞習慣，每逢有機

會自己買東西回家吃的時候，總會買了很多回來，亦總會吃不完
便扔掉浪費了。就正如我經常跟身邊的朋友說，如果你餓着肚子
去超級市場購物，總會買來很多可能吃不完的東西。
最近就出現了很多這種情況，就好像某個禮拜天，不用工作，

中午跟一些朋友飲過茶吃過點心之後便回家休息，睡了幾個小時
到晚上十時起來，肚子終於餓了，突然想到附近有一間串燒店，
便趕快開車去購買一些食物回家吃，當看着點心紙後，發現有很
多東西也想吃，可能因為當時很肚餓的關係，好像每一種東西也
想買回家，結果我買了九樣食物，包括︰雞翼、豬腩肉、豬頸
肉、香腸、韮菜、翠玉瓜、三文魚頭及菠蘿沙律等，是不是很過
分？結果吃了一半便停着了，剩下來的就浪費了，我也有點自
責，為什麼會這樣？
自從開始喜歡吃東西的日子，也特別喜歡去一些我們稱之為

「放題」的餐廳，因為一定有很多選擇及吃多少也沒有問題，就
是吃個飽，結果每一次也吃得太多而令自己覺得有點辛苦，其實
這也很不健康。因為自己飲食不定時，有時候一天只吃一餐，有
時一餐裡面吃很多，所以身體其實很難適應我的生活習慣。
我也會在想，未來的日子身體應該會出現很多狀況，所以最近

我下了決定，要找一個教練管束着自己做運動，希望可以保持健
康體魄及擁有比較健碩的身形，我說是「比較」，因為暫時還沒
有成績可以看到，不過如果我真的下了決心，我相信總會成功，
希望大家給我加油，而且我要好好改變這個浪費食物的壞習慣。

我要改改這壞習慣

美食評級最著名
的，恐怕是米芝蓮，

也譯作米其林，原本是法國汽車輪胎
的品牌名字，這些年卻連不開車的普
通老百姓也得知其名，原因是它在香
港出版了飲食指南，給予食肆最高三
顆星的評鑑。
記得在香港出版這本紅冊子的第二
年，有家餐館獲得一顆星，老闆大為
高興。有次朋友約我到這家餐館用
餐，老闆對我朋友說，米芝蓮的評鑑
員對他說，只要把餐館重新裝潢，弄
得漂漂亮亮的話，第二年有可能獲得
二顆星。朋友立即對老闆說，千萬不
要，因為花了大錢去裝修，萬一得不
到二顆星不就虧了嗎？我當時就想，
原來要獲得三顆星，還得要看裝潢，
不是純看食物的，也就是說，沒有了
富麗堂皇的外表，就不可能得到滿
分。
事實上，獲得三顆星的評級不一
定是好事，因為這是最高的評分，
沒有再高了。所以，廚藝頂多只能

保持，不能再進。而且更有廚師在
獲得最高評級後，因為抵受不了再
評級時的壓力，曾先後有幾位名廚
用自殺方式作了斷，這是多麼殘酷
的事。
在香港，如果食肆是租賃的話，最

好祈禱勿讓星級評鑑看上，因為獲得
米芝蓮叫好的餐廳，生意好是不錯，
但房東得知後便大幅加租，有幾家知
名的食店更因為受不了昂貴的租金而
結業了。
我很少到星級的餐館去用餐，一來

是覺得得了星之後，餐館賣的食物必
然漲價，而且很可能要排大隊。二來
是吃了星級的食物後，有可能把自己
的嘴巴養得挑食了，而且一旦有鍾意
的餐館因為加租而結束營業，要想吃
同樣的食物，其他館子的，就看不上
了，那可怎麼辦？

（興國說聲對不起，上篇寫的「升
級轉型」，文末的八日起報名應為八
日截止，特此致歉。）

閒話美食評級

《情書》（Love Letters）
是美國劇作家A.R. Gurney的

作品，曾獲普立茲戲劇獎提名。Gurney當年在
完成創作後，更加是第一名演出男主角An-
drew之人，與飾演女主角Melissa的Holland
Taylor在美國紐約公共圖書館試演。一九八八
年，《情書》才由另一雙演員正式公演。
此劇的最大特點是方便忙碌的舞台演員演

出，因為演員不需要背記台詞，而是可以拿着
「劇本」在舞台上演出。所謂「劇本」，當然
不是指演員們綵排時所用的排練本，而是將台
詞寫在一頁頁的道具情書之中。
《情書》故事的時間橫跨半個世紀。Andrew
和Melissa兩小無猜，可惜有情人不能終成眷
屬。二人在五十多年間不斷依靠書信往來，將
自己生活上的遭遇、對人生的看法和對悲歡愛
恨的感受藉着一頁頁的情書向對方傾訴。情書
唸完了，二人也就由青葱歲月走到暮年，觀眾
彷彿在濃縮了的時間壓縮器內目睹他們的一
生。

全劇均是由一男一女拿着「情書」在舞台上
讀出，有點像十八世紀後期在歐洲流行的「衣
櫥戲劇」，即近年香港劇壇興起的「讀戲劇
場」或「演讀體驗劇場」。不過，前者是一個
正式的舞台演出，包括佈景、燈光、服裝、化
妝、音響和道具等設計；後者卻是一個由演員
以聲音演出的表演，無需有各種設計。
可別以為演員可以拿着台詞演出便毫無難

度，單靠兩名演員在動作不多、人物分別處於
兩個空間內沒有面對面的交流和要表達出二人
經歷了五十年人生的甜酸苦辣的情況下，牢牢
地吸引着觀眾個多兩個小時的注意力，便已經
甚考演員的功力。
因此，在外國很多著名的演員都會拿這個劇

當作演技修煉，聞名國際如伊莉莎伯泰萊和米
路吉遜，也曾經分別在不同的《情書》製作中
演出。
《情書》在外國演出時還有另一個特色，便

是每周均有不同的演員陣容。換言之，你這個
星期看了這雙演員演出，下星期便會在舞台上

看到另一雙演員。對觀眾而言，這是非常吸引
的，因為每個星期都可以看到不同演員的演
繹，甚有新鮮感。我曾經在香港看過《情書》
的舞台製作，不過一連數場均是由相同的兩名
男女演員演出。
這次香港影視劇團仿效外國的做法，在六月

底假香港文化中心劇場的一連五天演出中，分
別由五雙演員飾演Andrew和Malissa兩角。這
五雙演員包括勞敏心與杜施聰、潘芳芳與高繼
祥、覃恩美與余世騰、凌紹安與陳敏斌，以及
謝月美和蕭鍵鏗，位位都是香港劇壇的資深演
員，亦各有自己的演戲風格。所以，每場演出
應該產生不同的戲劇效果。
我是有「選擇困難症」的人，看來我這個月
的其中一項傷腦筋的事情便是要從這五場演出
中挑選一場來看。我平時購買鞋子時，若決定
不到要哪一種顏色的話，便將兩個顏色的鞋子
一併買下。看來我這次解決問題的方法，便是
索性五場均看，那就一定不會錯過任何精彩的
演出了。

《情書》

酒裡人生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興國

隨想隨想
國國

朋友在社交平台
為剛離世、我們的

朋友林燕妮發表簡短悼文：
自古英雄與美人
不許人間見白頭
（ 自古美人如名將 不許人間見

白頭）
誠然一宗傷感事，老朋友往生

了，當然可惜；去於七十五歲，無
論如何都不能不算白頭，不過創意
工作者的年歲又當別論，怎能以數
字計算？
只要仍然創作，青春永駐！
林燕妮的文字創作，不論風雨起

落，從來未停過。
戰後的一代，尤其在香港；上世

紀40年代中至後期出生，上世紀60
年代中至後期投身社會，只要自己
能力分量足夠，另加非凡努力，若
碰上一定程度的運氣與伯樂，70年
代前後漸露頭角，不用待至 80年
代，已經在各自領域樹立典範成為
領軍人物；孫郁標、張敏儀、許鞍
華、周梁淑怡、蔣芸、葉潔馨、汪
明荃、蕭芳芳、馬郭志清（Joyce
Ma）……及更年輕卻早露頭角的俞
琤等等，數不盡的當年香港尖銳星
星女強人。
林姑娘正正就是這樣一個新世代標

杆人物，從無綫電視新聞部與前立法
局議員周梁淑怡一起主持天氣報告，
開始為人認識。繼而文字創作（當年
紅極一時綜合電視節目《歡樂今宵》
開場、散場，每夜必聽到：日頭猛
做……歡樂今宵再會，各位觀眾晚

安……從3歲到80歲無人不曉，便是
出自林姑娘手筆），公關經理，先散
文後小說，從明報開始，漸漸見諸各
大小報章，成為著名作家。從電子媒
體到文字創作，之後與黃霑合作成立
黃與林廣告公司，成績優異，一時風
頭無兩。
這時候的林燕妮，真正的美貌與

智慧兼具，當年流行人物、名門貴
冑趨之若鶩的Ball場，更讓林燕妮
幾乎夜夜去Ball，展示她頗被讚賞
的美貌與財政獨立、一擲千金的衣
着品味。
90年代之後，女強人們漸次轉

型，甚至移居海外，新一代人能力
超卓當然出眾，但當年那夥女強人
們的美貌、智慧與血氣方剛不見得
有下一階梯能接上，所以林燕妮的
離世特別教人惋惜。

鄧達智

此山此山
中中

不許人間見白頭？ 發式發式
生活生活

余宜發

■林燕妮的離世，令人感到惋
惜。 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