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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來了位同事，南方人，對山東煎餅
頗感好奇，便專門買了幾斤送過去，讓他看
看像「紙」一樣的煎餅到底是咋回事兒。看
着五顏六色的它們，他驚喜地說，煎餅的花
樣真多啊，我都不捨得吃了！他所說的花
樣，其實就是煎餅的口味，它關係着糧食的
加工與配料。
這之前，我也不知道蒙陰煎餅到底有幾種

口味，只知道有高粱、玉米、小米、麥子的，而我
常吃的也是小米類。今天四月，蒙陰縣常路
鎮舉辦煎餅擂台賽，主辦方邀我當評委，這
一去才知道，原來煎餅已發展到好幾個品
牌。都知道山東人喜歡吃煎餅，其實蒙陰人
對煎餅那才叫喜愛，一天不吃，舌尖就好像
少了點什麼，好像專門長了副煎餅的味蕾。
因為愛吃煎餅，又不想讓它味道單一，有

些廠家便開始研製新配料。在研究煎餅方
面，沂蒙女性功不可沒。很早之前的農村，
每個家庭都離不開煎餅，而加工煎餅的惟有
家庭的女性，所以說，煎餅是屬於女性的。
沂蒙山區的煎餅，只有女性才捨得為它費盡
心思。說起煎餅，早在二十多年前就有人註
冊了「沂蒙六姐妹煎餅」、「孟良崮煎
餅」，他們除了加工小米、玉米煎餅外，還
加工黑芝麻煎餅，並以其成就美名。繼這兩
家品牌後，如今前來參加比賽的「煎餅大
嫂」們，經過一次又一次的失敗，成功研發
了「地瓜葉煎餅」、「甜菜根煎餅」、「紅
棗煎餅」、「芹菜煎餅」等等，這一款款百
吃不厭的煎餅，皆是植物與糧食的融合，使
其甜、香、筋道而成為煎餅中的新貴，被稱
為「水果煎餅」，配料精緻，更注重膳食營
養，價格也隨之提高。
那次擂台賽，煎餅大嫂們群英薈萃，所有

擺開的煎餅都免費品嚐，她們使出拿手絕技
現場表演，更有當地傳統小吃前來助陣，最
終辦成了一個富有特色的美食盛會。因為食
材不同，煎餅的顏色也不相同，有紅色的、
綠色的、黃色的、還有紫色的。五顏六色的
煎餅摺疊起來，切成四四方方，簡直就是一
件亮麗的藝術品。有個煎餅加工坊，自稱是
「常路大嫂煎餅」，她家的煎餅口味多，攤
得薄，擂台賽上屢獲好評。今年六月，我去
四川開會，特意給遠在成都的二姑帶去了幾
盒。用精製的包裝盒盛煎餅經過山高水遠的
旅程，也是我第一次嘗試了。
有人說，煎餅是母親的味道，煎餅也是山

東人的味道。身在外，若能看到同行的路上
有山東人，你看吧，不知何時身邊就變出幾

張煎餅來。山東人不管在江南江北，只要遠
離了家鄉，探親訪友的去了可以不帶煙酒，
但至少要帶一包煎餅，帶煎餅帶的是親情，
是懷舊。像許多沂蒙人一樣，我從小也愛吃
煎餅，只是我家從不自己攤煎餅，因為沒鏊子。
父母是機關幹部，上世紀70年代，鄉下以煎
餅做主食，母親就讓鄉親們幫着攤煎餅，由
我家出錢買糧，他們加工成煎餅後再付些工
錢。那時候，市場還沒有開放，家家糧食有
限，有錢也無處購買。煎餅攤好後，用包袱
嚴嚴實實地紮住，每次能吃上半個月。
吃煎餅，我還愛吃煎餅瘤子，這種食物的

形成來源於煎餅的加工過程。同學的母親幾
乎每天都在攤煎餅，每次去她家，都能看見
她的母親頭頂一塊藍布巾，坐在低矮的灶屋
裡攤煎餅，老藍粗布的大襟褂鬆垮地罩在身
上，煙熏火燎下滿臉的汗，後背都讓汗水打
濕了。攤煎餅，需用一隻小耙子、一把勺、一根竹
劈做工具。往鏊子上舀一勺糊子，用耙子在
鏊子上轉圈耙，直至將糊子耙滿了鏊子，再
用竹劈子在耙好的糊子上使勁抿，隨着手腕
的抿、壓、趕，直到把凹凸不平的疙瘩瘤子
刮開、抿平，現出糧食的質地和光澤。

有的人家攤煎餅，喜歡把煎餅糊子水瀝
乾，裹在紗布裡擠得黏而稠，挽成團，用手
沿着鏊子由外滾到裡，直至將鏊子滾滿，這
樣的方法只限於地瓜煎餅的加工。在攤煎餅
者雙臂揮動的過程中，薄厚不勻的煎餅糊子
被漸漸刮平，現出煎餅柔韌的外觀，最後黏
在竹劈子上的就只有淘汰下來的煎餅瘤子
了，它紅如瑪瑙，香氣撲鼻，大都被提前蹲
守在鏊子前的孩子們搶走。煎餅瘤子愈小，
說明攤煎餅的女人手兒愈巧。人口多的人
家，幾乎天天推磨攤煎餅，圍着石磨轉啊
轉，一圈一圈又一圈。農村人幹活累，能吃
飯。據說有一戶人家，七口人，兄弟四個，一
個妹。妹妹在鏊子窩裡攤煎餅，兄弟幾個就圍
在旁邊等着吃。四兄弟年輕力壯，能幹活，
能吃飯，攤下一張，便搶來吃一張。妹妹眼
看新攤的煎餅剩不下，就拿煎餅劈子打，不
讓吃，等着和爹娘開飯時一起吃。那煎餅劈
子足有兩尺長，幾個哥哥們在竹劈子的威脅
下，也只能乖乖地聽她的話。

為啥不讓吃呢？都吃沒了，拿什麼跟父母
交差啊？等攤厚厚的一摞才能見成果。農村
的女孩兒，平日看上去不嬌慣，但在父母的
心裡還是有一些偏愛的，就連女孩兒自己也
有嬌慣自己的方法。她能吃苦，把家裡最大
的苦吃下，最累的活幹下，活計不輸哥哥們，所

以在父母兄弟跟前說下的話，一般是不可違
背的，故而有許多女孩兒，大都做着一家人
的主，當着哥嫂的家，直至出嫁。用另一種
方式擔負家庭的重任，誰不敬着三分呢？
我讀高中時，班裡有一位同學，他的妹妹

讀書成績好，但因家裡要供哥哥弟弟們上
學，父母就不讓她讀書了，在家攤煎餅。她
攤的煎餅又薄又軟，很好吃，這一攤就攤了
半輩子。哥哥弟弟們都考上大學參加了工作，妹
妹還是在老家攤煎餅，不同的是妹妹已經嫁
人了。嫁了人的妹妹，每年過年都攤上一大
盤糊子的煎餅，給爹娘、哥弟送一些。

多年後，他回憶起當年推磨的情景。推磨
是晚上推，攤煎餅是早晨攤。晚上農活收工
後，家裡主要的活就是推磨。若是天不黑，
他就拿本書一邊推一邊看。天若黑字看不清
了，他就抬頭看星星、看月亮，沒有星星月
亮時，就和人拉呱，反正那時候，感覺推磨
不寂寞。七、八歲之前，是他和母親推，初
中以後是他和妹妹推。和妹妹推磨就撈不着
看書了，得負責往磨眼裡添糧食。轉幾圈，
挖一小瓢泡軟的糧食倒進磨眼裡，再添一瓢
水，轉動的磨盤下，白茬茬的糊子就順着磨
槽流下來，淌進一個大盆裡。六、七歲的孩
子推磨容易掉磨棍。這個年紀的孩子還沒磨
盤高，母親就用磨繩套在磨棍上。他人小個
子矮，基本上是舉着磨棍來推的。他就用這
樣的姿勢，把自己的童年、少年度過了，如
今已人到中年，每一次回村，走進窄窄的村
巷，都彷彿聞到一股煎餅的味道。
清代蒲松齡在其《煎餅賦》中寫到︰「煎頭

則合米豆為之，齊人以代麵食。」烙好的煎餅
捲成卷，就着大葱蘸醬吃。疊成長方形，便於存
放和攜帶，因此被稱為「乾糧」。上世紀80年
代山東人家的孩子上大學，臨行前家人都要給他帶
一包這樣的「乾糧」，它們不僅是舌尖上的美食，
更是支撐他完成學業的精神上的食糧。

《明式家具珍賞》的爭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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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者的手感
孩子之前告訴
我們有點頭暈，

但一時又很精神，不知為何，於
是便帶到醫館把一把脈，當作檢
查。醫師把脈不久，叫我把一把，我
心想：我不懂的啊。他硬要我
把，我說什麼也摸不到啊，弱弱
的，是否我摸錯位置。他大聲地
答：是呀，這麼弱不正常，頸骨
移位了，壓着神經叢，當然暈！
接着和孩子按頸，再叫我把
脈，真的正常了，很易便摸到。
他細問孩子有沒有跌倒，孩子說
沒有。我們左問右問，他才說在
校巴要揹着書包坐，車有時很
快，他不太舒服，像暈車浪。醫
師便告訴我們，不該讓孩子背着
書包坐的，因為活動範圍不夠，
也易拉傷。我猜想校巴安排，應
該為方便上落吧，回去會打電話
跟校巴要求改善。離開醫館時，
發現孩子的口唇也紅潤了。
想起幾年前，有朋友的孩子突
然發惡夢多天，本身樂天的孩子
有此轉變，朋友覺得有點怪，問
過學校有沒有什麼事，孩子說沒
有。於是在沒辦法之下，便帶了

去看顱底療師，本想着要處理心
理問題。療師用手感應孩子後，
說是頸骨問題，血不上腦，晚上
睡眠會受影響。孩子立刻記起在
校車上曾因剎車急停，而撞到前
座。療師復位後，回去當晚問題
便沒有了。
我們十分感恩身邊有手感敏銳

的人，不需要儀器，不需要照
片，就能知道原因。這也是整體
醫療的好處。暈，或睡不寧，究
竟是貧血？是腦問題？還是外
傷？有好的療師在身邊，便不用
那麼浪費時間，驗來驗去。
很多人不信把脈的神奇，但若

有幸認識好的醫者，就不會覺得
是一回事了。一位親友說曾去看
一個中醫，把脈已知血壓大約多
少，你不信的話，他就拿個血壓
儀出來——當然不是每次，沒有
這個時間呢！有醫師把脈便知胎
兒是男是女（早於西醫能照到超
聲波前），有醫師把脈便知癌腫
瘤位置。很多人只信科學或儀
器，但若你遇上一位好的療師，
你就會明白一個人已能代替很多
機器了。

坊間有不少關
於香港「三聯書

店」與《明式家具珍賞》作者王
世襄產生糾紛的訛傳，還有不少
人撰文參與起哄，可謂莫衷一是。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有一本《明

式家具珍賞》的出版物，享譽國
際。這本畫冊，是內地開放伊
始，蕭滋先生與我一起到北京組
稿加以敲定的。
作者王世襄是明式家具收藏家
和研究家，並立志寫一本專著。
他之前與北京文物出版社簽了出
版協議。但因製作工程過大，剛
恢復正規出版運作不久的文物出
版社，條件所限，社長王仿子先
生正尋求合作對象。
當時蕭滋先生對這個選題深感
興趣，很快達成合作出版協議，
即由香港三聯製作出版，並提供
給文物出版社二千本的印章，作
為代價。在那個年代，出版社與
作者雙方願望是一致的，都希望
能把這本經世著作出版，並不作
他想。所以包括作者並沒有特別
提出酬報條件。這也為後來埋下
爭議的伏線。
平心而論，這本畫冊得以出版，
香港「三聯書店」付出極大代價。
當時香港「三聯書店」拿到的圖
片資料，是很原始的甚至粗糙
的，不少圖片模糊不清。後來還
由香港「三聯書店」提供大量菲
林予以補拍、重拍，即使是這樣，
製作成一本精美畫冊，仍然遙不可
及。後來香港「三聯書店」製作部
決定把背景雜亂的照片全部退
地，然後用人手逐張描上陰影，

這一艱巨的工作是由裝幀設計師
黎錦榮擔任。所以這本畫冊前後
編輯製作期達兩年之久。
由於前期投下太多的成本，為

了減輕負擔，我們首先把中文版
的文字譯成英文，然後製作英文
版的Dummy（樣本），由我帶到
法蘭克福國際書展去售賣外文版
權（當時我兼管版權室）。
當年我在法蘭克福書展，除了
帶同英國人編輯，還請了兩位好
友當義務翻譯：一位是居於巴黎
懂法文的高宣揚博士，一位是當
時在西德波恩開餐館和畫廊的黃
鳳祝博士。我們攜着沉重的英文
版《明式家具珍賞》Dummy去逐
家叩開外國出版商之大門，經過
幾許努力，終於售出日本、英
文、法文、德文版的版權，最後
我特地帶高宣揚博士跑了一趟意
大利，連意大利版權也售出。與
其說是售賣版權，不如說是合作
出版。
其實這種合作出版形式，對各

方都有利。在具體操作上，是把
各種文版的彩圖樣章（四個色）
一起印，再根據各種文版的印數
各加印一個專色（文字版），藉
此大大減輕了彼此的印刷成本。

（「我的出版生涯」之三）

男演員拍吻戲有
了生理反應！？這

情況在演藝界中人來說，大部分人
都表示能理解，因為男女的生理構
造不同；男演員「入戲」的生理反
應較為明顯，女演員入戲生理反應
確實是不容易被察覺，就算是熾熱
一點的表現，外界的評價是夠放
吖，好專業！
而面對男演員拍吻戲時會出現

「意亂情迷」時，女演員的反應又
是如何？導演們都會說，事前導演
會說出對吻戲的畫面要求，然後男
女演員也會作事前溝通，所以大部
分的吻戲或是親熱戲，大部分都能
順利完成。
一位資深導演跟筆者表示，男演

員拍吻戲表現出意亂情迷，時有發
生，不過女演員的反應和處理方法
就各有不同，導演說︰「我倒欣賞
內地一位女星的含蓄反應，既能為
一時意亂情迷有點失控的對手解
窘，更避免了尷尬的場面，她真的
應付得好好，當時鏡頭前，我並沒
有留意到男演員的反應，只接收到

那鏡頭的吻戲，雙方表現得浪漫而
唯美的畫面，直至後來我剪片，看
到男演員吻着女星時，眼神呈現出
意亂情迷的反應，女星的面部表情
亦表示出她感覺到這情況，只見她
突然輕咬了男演員的下唇一下，女
星的做法，將事情化解於無形，當
時現場所有人都察覺不到，包括我
在內！導演在剪片後，也跟男女演
員提及過此事，男的只能呈現出尷
尬而不失禮貌的微笑，女演員亦淡
然地說︰「沒事，沒事！」導演強
調這對男女演員是內地演藝圈的一
哥一姐級人馬，他不能透露他們的
名字，是不想他們受到各自粉絲的
人身攻擊，因為某些粉絲的言行舉
止經常會令人感到雞皮疙瘩掉一
地。
對拍吻戲，女演員作事前準備功

夫的比較多，有人食蒜較重的食
物，有人甚至在舌頭上包了保鮮
紙，男演員則多以漱口水來減低口
腔的口氣，但也有不少男女演員表
現出演員的專業，完全融入「熱
吻」的境界。

意亂情迷
少爺兵

水過水過
留痕留痕

假設正在閱讀文字的各位從未學過玄學知識，又假
設你在一夜之間得到了算命的技巧，能夠準確分析人

們的生辰八字，相信很多人會對自己「偶像」的命格很感興趣：真正
的他們，會與平日的「形象」一致嗎？他們出身如何？性格如何？接
下來的人生會遇到什麼問題？
其實天命也有自己的一個玄學資料庫，記錄了一些名人的生辰八字

以及分析，閒時翻閱，總能從中看到一些有趣的規律，幫助我在日後
的工作中作出更詳盡的判斷。若要問天命崇拜哪些偶像，我當然崇拜
的是各種曾經「開悟」的偉人，他們的智慧和思想，為人類的各個領
域作出了突出的貢獻。
大家崇拜的「偶像」各有不同，許多人或許更愛看流行文化中的偶

像。天命有幸為一些「偶像」提供過算命服務，出於職業道德，絕不
能與大家分享細節，只是能夠見識到他們相對真實的面貌，或甚成為
好友，也是令我回味的經歷。
那麼話說回來，當我們在崇拜一個偶像時，就應該心知肚明，我們

崇拜的不一定是「真正的」他。「追星」的時候，追的到底是什麼？
或許每個人的答案都不一樣。有的人把對方當作幻想的伴侶，因此當
對方公佈戀情時，「粉絲」會心碎；有的則是把對方當作陪伴自己的
楷模，因此會對他的作品比較有興趣，而不太關心平日的八卦。
若要求明星毫不保留呈現自己真實的一切，也太苛刻了，試想即使

是你，大概也很難做到把最真實的自己全然公之於眾吧？按照天命觀
察，最有人格魅力的明星，至少能夠保持藝術人格與作品形象的一
致，讓大家想起他時，不是想起零零星星的碎片和八卦，而是想起一
個完整的藝術形象。那麼，無論他私底下真實面貌如何，至少會成為
大家的榜樣和楷模。

崇拜偶像天言天言
知知玄玄

我真的想不到原
來有那麼多人有情

緒病，很多表面上沒有什麼狀況
的人，但行為有偏差，原來他便
是精神病患者，所以當你知道他
有這些情緒病，再想想他的行
為，才發覺原來他也是一個病
人，很多人便會說，他有病，把
他當病人看待，言下之意是我們
遷就下他們，理解下他們。但如
此，他們是會得寸進尺的！
而對情緒病人，我都有多少接
觸，朋友的女兒，朋友的妹妹，
朋友的兄弟……不管是抑鬱症、
驚恐症、社交恐懼症，真不知是
我們好彩還是不好彩，這些或重
或輕的病人，察覺到他們都是性
格極端，心中只有自己，天大事
也只以自己為先，如果我們不認識什
麼情緒病，直覺上感到他們都自
私。朋友的妹妹可能一早已患上
情緒病，他告訴我們一個例子，妹
妹每天下班，一入到門口，見到開了
冷氣，如果是夏天，她便罵人，
說為什麼要開冷氣，然後跑去啪
一聲把冷氣關掉。經常如此而不
是偶然，對母親說話極之不敬，
朋友說有一晚母親沒有留飯餸給
她，只有一些吃剩了的放在雪
櫃，她竟衝去母親的床前，拉起
母親質問一番，嚇得正在睡覺的
母親心跳不停，十分害怕。這人
明明是自私，是不尊敬母親，就
算她有情緒病，都是源於她那性

格。其實這是自私，因為心中只
有自己，不管別人死活！
其實每一個人心中都有自私的

一面，每每做事都會先考慮自己，
在一些人心目中「我」字超級大，
可以凌駕一切，尤其是當今，特
別是年輕人，他們想什麼都是從
自己出發，根本不理會他人，不
理會周邊環境。我朋友的女兒，
她無端端患上情緒病，開始不想上
班，不想見人，她知道自己患了情緒
病，雖然有看醫生吃藥，但卻不
停飲酒，藥物加酒就更瘋癲，在家
中視母親如敵人，稍有不如意便向
母親發癲，母親是她的箭靶，由
發病至今四年多，母親所受的痛
苦說也說不清，所有的事情都可
以扯上母親，她自己完全沒有責
任，父親有病也是母親的過錯，
同時怨罵母親身邊所有人，所有
人都不對，只有她最了不起。見
到這個人連我也要退避三舍！
所以當人們說他或她有情緒病，

我的心中有無數的問號，究竟她
的情緒病是從何來？就是從自私角
度出發了，就是「我」不斷膨脹，今
日的年輕人可以罵老師、罵校長，覺
得自己最了不起，最有思想，最
有成就，便可以對他們的長輩、老
師、父母指口篤鼻地謾罵，這樣就可
以發洩他們心中之「憤」，究竟他們
心中有幾多「憤」，究竟他們要發
洩到何時何日？這個社會就任由
他們這樣發洩嗎？

「我」最大

因為被追繳高達10億港幣的
逃稅和罰金，一夕之間，范冰冰

再次被輿論的口水拋上舌尖，成為這個國慶黃金
周最熱門的話題人物。即便范冰冰曾放言自己就
是豪門，但要在限期之內拿出10億，對於一個主
業是藝人的女人來說，絕非易事。更何況，還要
面對多宗廣告代言違約可能要付出巨額賠償，且
不知未來星途如何。當然，無視稅法，逃稅漏
稅，范冰冰是咎由自取。相較往日的光芒萬丈，
一個落難的范冰冰，也讓人不由自主品咂出幾分
人生冷暖。
官方公佈處罰措施、一切塵埃落定後，除了她
的未婚夫李晨發了一條微博表示要和她共渡難關
之外，截至目前，還未看到她的其他朋友有公開
表達對她的幫助和安慰。這讓我想起劉曉慶因為
逃稅入獄時，已和她分手多年的戀人姜文挺身而
出，出錢出力，集齊了京城最有名的四個律師，
為她四處奔走。還有姜文那句流傳甚廣的話：
「這個時候我不幫她，還有誰幫她。」
劉曉慶落難了，姜文旋即施以援手。范冰冰消

失的三個多月裡，不僅她的前任們噤若寒蟬，就
連此前一直與她高調騷恩愛的未婚夫，也未置一

詞。當然，人都是趨利避害的，大難臨頭先選擇
自保，無可厚非，但若是放在打算走進婚姻殿堂
廝守一生的伴侶身上，寡義的涼薄不由得讓人心
生寒意。當年劉嘉玲遭人脅迫，梁朝偉不離不棄
陪伴在旁。時隔多年劉嘉玲在受訪時說，偉仔曾
找人查探是誰主使，當時他心裡的那句話竟是後
來《阿飛正傳》的台詞：「你們是什麼男人來
的？有槍你指着我好了。」貌似文弱的偉仔，這
句話絕不輸給錚錚鐵骨的姜文。
在過往的採訪中，我遇到過這樣一件事，有一
名就職廣東的官員，職位不低，加之又頗有才子
之名，仕途一直看漲，他身邊的各色人等，自然
是眾星捧月。後來因為貪腐落馬鋃鐺入獄，之後
身染重疾得以保外就醫，昔日的狐朋狗友，毫無
蹤影。就連他棲身國外的兒子，也表示愛莫能助。正
當他陷入人生悲苦之際，有一個港商偶然得知，
感念昔年初入粵地投資時他的一點引薦之助，不
僅為他出錢租了房子，還僱了保母悉心照料。
很多年前，家中突遭變故，平日裡多有走動的
至親敬而遠之。困頓之中，目不識丁的一位親戚
雪中送炭。後來那位親戚晚年中風，家財散盡，
又遭遇子女嫌棄，鮮有人前去照拂。母親念着當

年的滴水之恩，常常前去探望，為之洗腳梳頭侍
奉在側。
仗義每多屠狗輩，負心多是讀書人。賈府傾巢
之禍，抄家下獄，親戚們避走不及。眼見尚未成
人的賈府千金小姐巧姐，要落入風塵。偶然得過
王熙鳳一點恩惠的鄉野村婦劉姥姥，不惜傾家蕩
產賣房子賣地，才將巧姐從妓院老鴇手中贖出。
看着昔日靚絕五台山的藍潔瑛，容顏衰敗人生
淒冷；再看看今日風雨飄搖中，正苦苦掙扎的范
冰冰。你會忍不住感嘆落難之後，散發着溫熱的
一粥一飯，比整桌的滿漢全席來得更妥帖入胃。
堆山填海情真意切的漂亮句子，抵不過一個時時
刻刻願意站在你身後
的瘦弱身影。就像一
句網文所言：人生得
意時，朋友認識了
你；落難時，你認識
了朋友。

范冰冰「落難」之後

沂蒙煎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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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顏六色的煎餅摺疊起來，切成四四方
方，簡直就是一件亮麗的藝術品。作者提供

■《明式家
具珍賞》封
面書影。

作者提供

■范冰冰落難，男
友李晨對她不離不
棄。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