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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城

記

度小月

銅鑼灣終於開了一
家台灣餐館「度小
月」。內地人都看過《鐵齒銅牙紀曉
嵐》，裡面有個可愛女角杜小月，誤以
為此杜小月就是彼度小月，其實完全兩
回事。度小月的意思，是指漁民的生活
分大月小月，比如休漁期就是小月，這
幾個月沒有漁獲，生活不寬裕，主婦要
節省度日，琢磨出些好吃不貴的菜應付
全家，還供男人挑擔上街小賣，於是有
了「度小月」。去台灣都要吃度小月，
可惜台北一間市中心的度小月，做成旅
遊飯館，菜品很貴，隨便吃點小菜要台
幣上千。
度小月的招牌是滷肉飯、擔仔麵，
這些台灣小吃中最全民、最普遍，幾乎
每日必食，缺之不可的。據說台灣黑道
大佬走避異鄉，回到台灣感嘆的就是，
吃得不習慣，沒有滷肉飯吃。
滷肉飯很簡單，但面頭上的肉很講
究，不可以用肉碎，經過絞肉機的肥
肉，烹煮後變成油，瘦肉碎成渣，沒有
肉形，沒有口感，香港或內地飯館學做
滷肉飯，就錯在這一點上。滷肉飯的肉
必須是五花，斷絲切成小條，肥、瘦、
皮都在那一小條上，炖得煨爛入味不走

何冀平

隨想
國

閒話網球

談

附 文 照 片 為
2009 年 ， 原 籍 秘
魯現居英國、戴安娜生前至喜愛的
攝 影 名 師 Mario Testino 為
《Vogue》英國版拍下的封面。難
得上世紀 90 年代原裝 Super Six 超
級六人組的五位距離她們叱咤風雲
15年後合照，可惜Kate Moss不在
其中，由 Stephenie 代上；像去年
秋天米蘭舉行Versace 2018春夏季
系列、非常成功的發佈會，當家
Donatella 請來她哥哥 Gianni 五位
生前愛將上台壓軸，風起雲湧，成
時裝世界一時無兩的盛典。
除 Cindy、 Naomi 與 Claudia 出
席外，惜當時未能請得 Versace 愛
將 中的愛將Linda與Christy出山，
由時裝人也極愛慕原籍丹麥混血
秘魯美人 Helena 及前法國總統夫
人、原籍意大利歌藝不同凡響Carla
Bruni代上，誠完美中的缺陷！
那場讓人思念 90 年代時裝歷史
至輝煌的天橋展示，卻失落 Versace 著書專用封面及 Show 後謝幕
牽手主角人物 Linda 與 Christy，未
免叫人嘆息；都是五十開外或坐
四望五啦，難道再等十年，她們
坐六近七才聯手上台？90 年代超
模大姐大 Linda Evengelista 近年身
形暴漲，幾乎謝絕任何公開露
面，最近的一張公開照片已是 3 年

前，（本欄亦曾撰文 ）為呼籲禁
獵象牙、停止殺戮非洲大象的行
動，與當年一時無兩 The Super
Trinity 另 外 兩 位 姐 妹 Naomi 及
Christy 為公益，拍下也是她們三
位25年後的首次三人組合照。
出生於 1965 年，原籍加拿大，
現居紐約與年幼兒子過着平淡生
活。Christy Turlington 可能造就
了模特兒退下天橋，一不隱居、
二不轉型當演藝明星，而又能拓
展新生活、新生命的最佳典範，
更是近年好些名模回歸校園繼續
學業，或借助本身名氣參與回饋社
會益群活動的Role-Model。
從 Supermodel 到 Role-Model 之
路半點不容易，1969年出生，14 歲
馬術比賽中被星探發掘，嶄露頭
角，16 歲中學畢業全身入行，迅
即走紅。十年後 如日方中26歲，仍
出現 鏡 頭 前為不同品牌做代言人，
自退下天橋，先進入紐約大學攻
讀東西宗教比較及藝術史，再進
入哥倫比亞大學助產科碩士學
位，這中間的正面轉型，足可著書
立說。
（待續）

■左起︰Christy、Linda、Claudia、
Cindy及Naomi。
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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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新嘗試

發式

生活

其實自己每年也會定下一些目標，就是要做
三件從來沒有做過的事情，雖然不是一些重大
的目標，但總是可以突破自己去嘗試未曾嘗試的項目。
還記得曾經某一年就嘗試了舞台劇及推出書籍。而今年其實我
又沒有刻意的想要做什麼，但在過去的幾個月前，做了一個有關
「長者安居協會」的戶外活動，在這個活動認識了關於這個協會
的服務，亦因為了解多了，知道他們主要幫助長者，提供「平安
鐘」這個服務，對於很多獨居長者來說是一個我覺得不可少的生
活伴侶。你可以想像，當一個長者一個人在家的時候，如果出現
一些狀況，如果只要按下一個按鈕，熱線中心便會立刻派人員到
該長者的家，看看有什麼事情發生，便可以立即作出協助。我覺
得這個服務真的很好，每個人也會有老的一天，你同我可能某一
天也需要到這項服務。從這個活動的過程當中認識了該協會的工
作人員，他們很熱情，而且帶我參觀了整個協會的服務項目。
當我了解之後，我也很想做一些幫助長者的工作。其實我曾經
也說過，如果擁有很多金錢的話，第一樣我要做的，便是改善長
者的生活，不一定要用金錢去滿足他們，而是想一些在他們百無
聊賴的生活當中，提供多種配套設施令他們過生活充實一點，不
用在街頭沒有目的坐着消磨時間。
還記得當天活動上，在台上向觀眾說：「六月二十三日是長者
安居協會的全港賣旗日，他們需要很多義工幫助，希望大家可以
報名參加。」當時我在台上也跟大家說，我也要參加這個義工工
作，當然不只是說說而已，我真的在這天參與了這項人生第一次
的「賣旗」義工工作。
所以對於我來說，這項從來沒有參與過的工作充滿着好奇，希
望自己出一點綿力去幫助這個協會，從而令到很多貧窮的長者得
到這項「平安鐘」的服務。剛才提到這項服務對於長者來說是很
有幫助，而這次「賣旗」的善款，就是去幫助一些沒有能力參與
這項服務的長者朋友，免費可以得到這項服務。
在賣旗日之前，我也邀請身邊一些朋友及聽眾，如果有時間的
話也可以參與這項義工服務。雖然最終只有一個同事帶着他的子
女一齊參與，但我已經覺得只要能夠出一分力去幫助長者已很
好。所以如果讀者們在日後能夠參與一些義工工作去幫助長者的
話，記住踴躍參加。

余宜發

九份？十分才是！

余瀾

法，自欺欺人。貿易數字、外匯數字、
發明專利權的登記世界第一，怎麼能瞞
得過美國的間諜？
既然貿易戰來了，中國就惟有利用
中華民族的聰明和智慧，引用以弱勝強
的歷史範例，制服美國這隻蠻牛。劉邦
戰勝項羽、諸葛亮火燒曹操 80 萬大軍
的連環船，八年抗戰打敗了不可一世的
日軍，都是以少勝多的例子。
我們的彈藥要用得少，犧牲要減
少，殺傷力要很大。這裡面有三個計
策：充分利用得道者多助的天理，和世
界各國一起反對保護主義、單邊主義、
欺凌主義，爭取大多數，孤立美國。更
加充分地進行開放，高科技、高附加值
的工業任容外國投資，對於美國的同類
產品，實行徵收高的關稅。如此一來，
飛機、汽車、數字式之自動控制機床、
醫療器械進入到中國投資，不必繳納任
何關稅。結果，美國的盟國，佔領了中
國的高端市場。美國不僅得不到原來中
國許諾的 2,535 億美元合作大單，還將
會喪失中國的飛機、汽車市場，日子一
長，美國的壟斷性財團就會改變策略，
停止貿易戰。
第二個策略，聯同世界各國，向着
特朗普的農業的州份票開刀，提高美國
農產品的關稅，加強衛生檢查。
第三個策略，和世界各國的科研機
構合作，在新材料、新興產業、人工
智能、新型飛機、新型汽車進行科研
攻關技術，提高各國的競爭能力，使
特朗普的壓倒其他工業國家的計劃不
能得逞。
這就是不對等博弈，我們出的本錢
很少，攻擊特朗普要害，讓其忍受不了
痛楚。我們貿易的順差，大部分是日用
必需品，達到三千億美元，美國增加了
關稅百分之十，僅僅是美國的消費者受
到懲罰。我們的實際損失並不多。美國
要提高這部分的關稅，讓他提高好了。
美國多印刷上萬億元美元的綠色鈔
票，本來就會引起急劇的通貨膨脹。美
國不想出現通貨膨脹，於是大量進口中
國的價廉物美的生活必需的商品。中國
的必需品佔了美國市場的將近一半，根
本就不可以用其他國家的進口取代。美
國貿易赤字的根源在於財政赤字。收的
稅不夠花，只能夠發國債，對美國來說
就是印錢。
美國如果通脹率達到百分之八，美
國唯有提高利率，美國經濟就崩潰了，
特朗普也就完了。

超級名模今昔

鄧達智

貿易戰與不對等博弈

特朗普已經推翻了
中美達成的貿易共識，
悍然發動貿易戰。換句話說，特朗普訪
華時簽署價值 2,535 億美元合作大單，
他也不要了。特朗普的目的十分清晰，
一定要摧毀中國的高質量發展的計劃，
要把「中國製造 2025」計劃消滅在萌
芽狀態，要把中國的 5G 發展在起步階
段就槍殺掉。
所以，所謂平衡貿易的赤字，僅僅
是一個藉口，最終的目的，就是不允
許中國成為一個現代化的國家。2000
年，美國同意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有其
目的，中國只可以做沒有科學技術含
量的密集勞力製造業，中國允許外國
資本大量進入，外國資本可以影響中
國的經濟和政治發展，最後導致和平
演變，中國經濟垮台。但是，這兩個
如意算盤都沒有打響，美國需要急急
作出修正。
18 年過去，中國不僅僅是擁有密集
勞力製造業，而且進行轉型升級，大搞
科技創新，中國投入大量的研究經費，
推動了現代化產業的發展，中國出口商
品的附加值大大提高，按照這個方向發
展下去，中國的科研費用將會更龐大，
快速追上美國。外國的資本湧入中國，
並沒有改變中國的政治生態，恰恰相
反，2008 年美國金融風暴之後，美國
的資本主義的運作和政治制度的弊病暴
露無遺，中國很好地利用這個機會，增
加了四萬億貨幣和債券的發行，讓起着
支柱作用的國營企業大發展，電子機械
出口產品大幅度增加，互聯網的使用比
美國的金融更能夠大幅度提升各種經濟
實體的效率和盈利能力，互聯網推動中
國的出口每年差不多以百分之十六以上
的速度增長。
中國推動了「一帶一路」的規劃，
讓亞洲國家成為了世界經濟發展最快的
地區，還讓中國模式成為了世界發展中
國家學習取經的榜樣，逐步走向了世界
歷史舞台的中央。華盛頓模式和中國模
式，成為了各個國際會議的爭論焦點，
中國許多經濟發展的智慧方案，寫進了
聯合國大會的決定。美國坐不住了，決
定要扼殺中國的現代化計劃。所以說，
美國對中國的狙擊，中國雖然努力逃
避，但要來的終究要來。中國退無可
退，惟有被動地接受美國的挑戰。
有人說，中國可以進行隱蔽的策
略，不要暴露自己的成績，更加不要宣
傳，完全可以避開這次貿易戰。這種說

范舉

手，晉級到四強。
當然還有現今在網賽中力爭上游的
王薔、王雅繁、張帥、鄭賽賽、徐一
幡、楊釗煊和中華台北的詹詠然和詹皓
晴姐妹。詹詠然和各國好手都合作過，
曾奪得大滿貫的美網女子雙打冠軍。
以前看過不少諷刺網球選手的句
子，大部分都是說不管球打得好壞與
否，每位男女選手看來都像身上長了一
個腫瘤，男選手是長在大腿上部，女選
手則長在臀腿部位，因為每個選手都會
把第二發的球放在身上，男選手放到短
褲的口袋裡，女選手則放在臀腿的短裙
內。不過，稱霸網壇十多年的大威細威
兩姐妹，卻總是每次只拿該發的球，不
管是第一發或第二發，恐怕是身上唯二
沒有長瘤的球員了。
期待中國女子網球手更上層樓，更
期待早培養出世界級的男選手。

中

一直分不清九份和十分的區別，雖然以
前都去看過。這次重遊，總算弄清楚了：
九份是在新北縣，十分是在基隆。以前因
有車載去，總以為是相鄰。大概也是因為
地名「誤導」，想當然的結果吧？
五月天重去，上午陽光尚好，不算熱，
但車子多，停車的地方爆滿，司機只好把
車子駛上半山腰的停車場，不料，停車場
也爆滿，好在司機和停車場老闆是老友，
他說，把你的車子開走，把地方讓給我
們。那中年人笑嘻嘻的，立刻把車子開到
別處去了。
從停車場到九份老街，必須登上幾十級
台階，好在分段，雖然氣喘吁吁，倒也還
可以應付過去。上到老街街口，老街入口
處還是一樣地人流一瀉千里，這裡的舊式
建築物、坡地和風情獨特，上世紀九十年
代成為電影《悲情城市》的取景地，因而
吸引眾多遊客前來，成為著名的觀光點，
更為這個地區重建帶來生機。天漸漸熱起
來，鑽進一家雪糕店，坐下來吃冰淇淋，
有好多選擇，也只能選擇一種芒果沙冰。
傳說，清朝初期，這地方的村落住了九
戶人家，每當他們到市集購物時每樣東西
都要買九份，每戶有一份。後來，「九
份」變成這村落的地名，並且沿用到現
在。本來村落安靜得很，歲月悄悄流逝，
可是，到了 1893年，有人在九份地區發現
砂金，於是，淘金人潮開始湧現，此地採
金的歷史從此展開。後來，九份進入金礦
出產的鼎盛時期，並且在附近開採煤礦。
到了 1957 年後開始衰退，最後於 1971 年
正式結束。大部分礦工也都把目光轉向煤
礦。
基山街有「九份老街」之稱，街道窄窄，人
群洶湧，幾乎貼着而行。老街商舖一間接
一間，售賣什麼的都有，飲食店最多，其
它什麼都有一點。給我的印象是，有點像
香港的廟街，只是，這裡不像廟街在街中
心擺檔，所有店舖都規整地列在兩邊。
我們在接近巷口處的一家麵店午餐，司

百家廊

今年第三個網球大滿
貫的各項冠軍誰屬？因
為溫布頓網賽還在賽期的末端，還在未
知之數。但看了中華台北女子球手謝淑
薇對「一姐」夏莉普那場十六強爭奪戰
後，想起中華兒女頑強的拚搏精神，油
然產生敬意。
我首先想起的是中國的鄭潔，因為
她曾在溫網中打進四強，但遇上強勁擊
球的「細威」，雖敗猶榮。鄭潔是中國
第一位在大滿貫賽事中打進第四圈的選
手，更曾與晏紫合作，拿下大滿貫賽事
的澳網和溫網雙打冠軍。
當然談到中國的女子網球手，第一
人的自然是李娜，她曾經在溫網單打賽
事打進八強，更曾奪取澳網硬地賽事和
法網紅土賽事的兩項大滿貫冠軍，成績
斐然。而中華台北的謝淑薇，也曾與中
國的彭帥合作，在澳網中連連擊退強

興國

古今

形，每條都裹上醬汁，澆在一碗白米飯
上，紅白相間，引人入口。米飯也有要
求，台灣是米的天堂，盛產的蓬萊米別
有風味，米質精糯彈，柔膩香澤，香港
的絲苗、泰國米在台灣反而少買得到。
地方特色美食和材料很有關聯，好像香
港的川菜，少了蜀地的漢源花椒，廚技
再高，也不是川菜的味。
台式滷肉飯和擔仔麵來自福建，福
建人會做會吃，講究小碗小份，幾口吃
完，不夠再來一小碗，這才是古早味的
傳統。挑擔小賣多是消夜，分量就是點
心，點心一詞來自滿語「點點心」的意
思，就像英國的下午茶，不是為吃飽，
而是恢復精神。每樣小小一點，吃的是
滋味。
全國各地都有以小為貴的美食，北
京有些老式吃食，講究的就是小，像
「小碗炸醬」、「小碗奶酪」、「小碗
炒紅果」，涮羊肉最後上的一道「小碗
雜麵」，配上濃香的羊肉湯，才算圓滿。
現如今北京飯館都有炸醬麵，上來一碗
如同一小盆，呼嚕呼嚕，急吞下肚，連滋
味都沒吃到已經吃完，如同妙玉嘲諷賈
寶玉喝茶「牛飲」，那點意思和情趣，
都在急急忙忙，狼吞虎嚥中消散了。

此山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演藝

蝶影

《宮心計 2 之深宮計》播映
完了。之前看了劇集的大部
分，偏偏在大結局那晚要赴宴，至今仍未有
空上網補看，不知道結局如何。
雖然我不知道該劇的結局，但歷史劇有一
個好處，就是由於所有事件都有定案，所以
電視或電影的劇情早已有一個框框，劇情的
發展不能跟史實距離太遠。例如我不用看也
知道太平公主會被吊死、王皇后會成廢后、
太上皇李旦終讓位給李隆基，由他一統天
下，因為這些事件早已經在一千多年前被寫
在中國歷史中。至於虛構人物如何離和任三
恕，我則肯定他們不會成為李唐皇室或皇朝
的一員，因為歷史上沒有他們的名字。
反過來說，歷史劇的好處亦可以成為壞
處。若單以抱着追看劇情的心情來看，歷史
便是最大的劇透，令人一早已經知道結局，
失去懸疑性和供人猜度的樂趣。觀眾不用追
看也大概可以知道結局如何，除非編劇改寫
歷史。
於是，另一齣電視劇《天命》也面對同樣

小蝶

機是老台北，正巧又在香港呆過，做過小
生意，跟麵店老闆娘相熟，雖然食客多，
我們卻受到照顧，有些方便。
逛完九份老街，去看金瓜石「黃金瀑
布」。它位於六坑口下方的長仁礦區，由
於位於水湳洞的公路旁，因地勢落差比較
大，最醒目的特色就是流下來的，是金橙
黃色的瀑布景致。尤其在陽光照射下，水
流閃閃發光。這種特殊景觀，便成為金瓜
石地區必看的景點。他們說，那時由於早
期瀑布上游為採銅礦之處，經長年金屬礦
產的沉澱，再經雨水滲入後流出，帶出金
屬礦石的金黃色，成為瀑布的壯麗景觀。
這還不算，黃金瀑布還造就了附近陰陽海
的特殊景觀。我們站在水湳洞陰陽海邊，
但見海灣中的海水顏色呈黃褐色，與外海
的藍色正常海水顏色成鮮明對比。其實，
台灣陰陽海地理現象共有三處，一是宜蘭
縣頭城鎮龜山島龜首處，第二處是新北縣
金山區的磺港，再一處便是這個水湳洞陰
陽海。為何獨獨此地最有名？原來，龜山
島陰陽海地處外海，造訪不易；金山磺陰
陽海現象又不明顯；所以，在台灣，如果
僅說陰陽海，幾乎都會一致認定是水湳洞
陰陽海了。
在陰陽海附近，還有「十三層遺址」。
它依山勢層層向上搭建而成，當時礦工和
附近居民習慣稱之為「十三層」。當時十
三層是為了選礦而建，雖然設施早已拆
除，但遺址旁至今還延綿數公里，號稱世
界上最長的煙道。由於它本身具有特殊的
殘破美感，所以經常成為歌手拍 MV 的取
景地。 從九份到十分，是有點波折。以前
以為是九份和十份，而且連在一起；如今
才知道錯了，九份的確是「九份」，而十
分卻是「十分」，這誤會並不美麗，但卻
有趣。從停車場往十分老街走過去，但見
路旁掛着一排竹筒，非常有氣勢。一看，
每個竹筒都寫有祈福字句，「家庭和樂充
實平順」、「出入平安」等等。當風吹
來，竹筒相互碰撞，發出的響聲，似有，

似無，有一種神秘感覺。
這裡的鐵軌兩旁是一間接一間的商舖，
而這裡是放天燈的發源地，走進賣天燈的商
舖，那裡擠滿了揀天燈的人們。看上去是一
張紙，其實可以摺疊成立體四邊形天燈，四
面可以寫祝福字句。我們循例在四面寫上
祝福語，由店主帶領我們站到鐵軌上，四
個人各持一角，店主取出打火機，一面吩
咐我們各自拉直，然後他把打火機伸進天
燈裡，一點，那天燈便沖天飛升，高飛遠
揚。抬頭，但見那天燈愈飛愈高，終於帶
着祝禱，消失在茫茫天際。我看到有的人還
寫上六合彩的號碼，是祈求中頭獎吧？願望
是美好的，但能否如願，就很難說了。
思路正在猶豫中，忽聽得汽笛聲遠遠傳
來，由遠而近，火車速度並不快，是老爺
車的模樣，原來這段鐵路不長，走的是慢
車。當火車慢慢開來，聚集在火車軌上的
男男女女才跳開一旁，火車上載着的人
群，對着車下的人們歡呼，人們也以同樣
的熱情回敬，目送火車緩緩開向十分火車
站終點。
天慢慢黑下來，我從十分火車站慢慢走
回去，在商舖旁，忽見一個十五六歲左右
穿着校服的中學女生，坐在水泥過道上，
掩面抽泣，似乎很慘。旁邊有兩個女生站
着陪她，但都一言不發。後來才聽人說，
那女生錢包給人扒走了，裡面有學生證，
有五百台幣。聽了，不免有惻隱之心，但
有什麼辦法呢？出門還是以小心為要，雖
然此處是玩樂之地，但卻不可忘形。

■十分老街的祈福竹筒。作者提供

歷史劇的事實
的命運。觀眾不用追看也知道最後的勝者是
嘉慶帝，和坤輸得連財產和性命都丟了。
「和坤跌倒，嘉慶吃飽」早成定案，因此，
當我們看電視劇時，任憑編劇將和坤寫得如
何機智靈巧，有勇有謀，怎樣在多場交手中
贏了嘉慶帝，我們心中並不會為他喝彩，反
而會因他一步一步走近末路而為他着急，覺
得他就像在如來佛祖掌中的孫悟空般，縱使
他有七十二變，卻難逃出五指山，因為這座
五指山又名歷史。
編劇畢竟是創作人而非史學家，又豈肯只
將歷史教科書的內容變成活動影像呈現在銀
幕或熒幕之上而不加入自己的創作、觀點和
解構？所謂藝術加工的做法因而應運而生。
例如在《深宮計》中，王皇后的起點和終點
與歷史並無太大異處。不過，她的性格心態
和一生的大部分經歷卻正好與史實背道而
馳。正史中的王皇后為李隆基奪得政權出了
不少力，可是，李隆基後來嫌她沒有為他誕
下子嗣，也因為愛上後來居上的武惠妃，因
而變了心。由於王皇后對很多人曾施與恩

惠，贏盡人心，所以沒有人肯說她的壞話。
可惜，李隆基最後還是要廢后，令其髮妻鬱
鬱而終。電視劇卻將這位聲名不壞的皇后寫
成女魔頭，比太平公主的手段有過之而無不
及。王皇后泉下有知，一定很叫屈了。相
反，編劇借虛構人物鄭昭儀之身，將那名在
歷史上是典型奸妃的武惠妃在《深宮計》中
點石成金，變成完美的化身。武惠妃可要掩
嘴大笑哩！
小時候，除了書本之外，我對中國歷史的
認識很多時候都是來自小說、戲曲、電影、
電視等媒介。現時想起來，也真捏一把冷
汗。我一直信以為真的「歷史」原來並非真
的史實，而是藝術家們的想像和創作。可憐
的我，多少年以來都以為周瑜是一名年輕俏
郎君，諸葛亮則是中老年人，珍妃是完全正
面的人物，又或至今仍搞不清到底「楊家
將」中實在有多少個郎，和他們與楊宗保的
真正關係。
以後看歷史劇時，都要先翻閱歷史，不要
再被編劇的加工混淆過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