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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水果飲品進港
內地爆紅外賣
飲 品 「 喜 茶

HEYTEA」進軍香港，吸引了大
批香港年輕人。最主要是香港青
年為了最喜愛的招牌飲品「芝士
奶蓋水果茶」 ，願意排長龍三個
小時。
內地水果茶異軍突起，石榴、

櫻桃、草莓、蘋果、芒果、雪
梨、木瓜，加上芝士奶，都可以
成為美味的飲品，有新鮮感，內
地的飲品有所創新，立即掀起一
陣旋風。台式珍珠奶茶已經風行
了一個時期，已經沒有當初的新
鮮感了。
喜茶聖誕消費旺季開業，成功
捕捉年輕人追潮流的心理，乘勢
而上是一個成功的經驗。
香港的網站，有一批親台人士

立即破口大罵，說這些年輕人放
棄了珍珠奶茶，改為追逐內地的品
牌，實在是「港奸」的行為。這種
指責，完全沒有道理可言，為什
麼香港的青年人飲台灣的珍珠奶
茶無問題，光顧了喜茶，就立即
成為了「港奸」？可以見到，香
港的確有一股勢力，連港人如何
消費、喜歡什麼品牌，都要受到
他們的監控和干涉了。
其實，香港是競爭最激烈的市
場。內地品牌能夠打開香港的銷
售局面，實在不容易。
不過，內地品牌也有其優越
性。第一，這些品牌都建立了巨
大的連鎖店網，掌握了大量的消
費數據，知道怎樣經營才可以在
陌生的城市和地域站得住腳跟。
管理的能力一定不會差，由於有
規模效益，成本大大降低，有利

於在香港出擊。香港的飲食店，
面對着租金和人工高漲，今時今
日採取了減少食物材料分量、減
少人手的措施，必然導致服務質
量的下降，處在劣勢。第二，兩
地的飲食業，對於培訓的重視有
很大的分野。內地的連鎖店很重
視員工上崗前的培訓，所以，服
務態度好，安全意識很高。第
三，內地競爭激烈，內地的飲食
業重視綜合服務，增加競爭力。
筆者曾經見過香港的火鍋店，

服務員沒有訓練，提着水壺準備
為火鍋添加滾水，水壺從小孩子
的頭上經過，結果滾水把小孩子
燙傷了，服務員呆若木雞，不懂
得立即用毛巾包住冰塊，為受傷
的小孩子降低溫度，經理更躲藏
起來不出現，更加沒有道歉。
最近四川來香港開業的火鍋店
「海底撈」，讓筆者耳目一新，
服務員每一次添加滾水，嘴巴總是
說着「請小心有滾水」，左手放在前
面，右手提着水壺跟在後面，水
壺永遠不會在顧客的頭上經過，
更加不會在小孩子的座位旁邊上
菜和遞水，這就是訓練的效果。
這家店舖還出售刀削麵，有專人
表演刀削麵不斷拉長和拉薄的過
程，刀削麵在客人的頭頂盤旋飛
舞，很有立體感和現場感。
此外，還有四川的「變臉」的

特技演出，博得滿堂喝彩聲。現
場還有代客把數碼照片轉換為傳
統相片的免費服務，女士還有塗
七彩手指甲的推廣服務，讓顧客
盡興而歸。在零售和飲食業的推
廣手段來說，內地一些品牌，已
經青出於藍勝於藍了。

下飛機首先是
冷，室內室外一

樣冷，酒店大堂冷得透心涼，晚
上開始滿天飛雪，不似鵝毛也似
雀毛，即使生長在北方，近年也
沒見過這麼大的雪，嵊州瞬間變
得一片素白。第二天忙往西湖
趕，西湖賞雪一生難得一見。可
惜，雪落地就融化了，西湖沒有
雪，只有滿湖的人。倒是一輛粉
色畫有大蝴蝶結的大巴士，穿梭
在杭州城的各條街道，別有一
景。這是為明年春天開幕的杭州
越劇劇場造勢，劇場的外形是一
隻大蝴蝶。這隻「蝴蝶」的主人越劇
名角茅威濤，這時卻身在嵊州。
嵊州越劇小鎮開張了！兩年
前，我們站的地方還是一片荒
地，此時一片古色古香亭台樓
閣。初入園區，身着紅色長袍的
「小百花」姑娘們，擂起戰鼓迎
賓客。另一邊浙東的鑼鼓，迎來
一尊佛和一尊坐像，按當地習俗
用明黃色綢包着頭。迎進古戲
樓，由小鎮董事長郭小男親手打
開，高僧為之開光。一尊彌陀
佛，一尊唐明皇，中原大陸相傳
唐明皇是戲曲人的祖師爺，不像
廣東粵劇班供華光（火神爺）。
這兩尊看上去銅澆鐵鑄，實是嵊
州幾乎已經失傳的一種工藝，外
面是漆，裡面是麻。
眼前這座古戲樓，仿照故宮慈

禧聽戲的三層戲樓搭建，裡面雕
樑畫棟，古樸典雅，座椅是明式
的，小八仙桌上寫着戲曲的各種

知識。今天開園第一天，上演兩
台精心搭配的越劇折子戲，名劇
名角難得一見，尤其晚上的一折
《山河戀》。七十一年前，為籌
款辦戲校，特請名編劇撰寫。以
戰國故事為背景，劇情來自大仲
馬的《三個火槍手》。一齣《山
河戀》聚集越劇流派，被「越劇
十姐妹」演繹得青史流芳。七十
一年後，《山河戀．送信》重現
舞台，登上浙江嵊州越劇小鎮的
古戲樓，由茅威濤、吳鳳花、方
亞芬等聯袂獻藝。
走過吊橋又是一番風景。主人

請吃嵊州菜，走地雞、散養豬、
剡溪魚、翠綠發甜的蔬菜，尤其
一瓦煲鮑魚紅燒肉，個個讚不絕
口。吃着佳餚，忽聽曲樂聲，出
露台一看，剡溪上漂來幾個竹
排，上面是穿着戲裝的演員，衣
袂被江風吹起，亞似神仙。當年
越劇就是這樣從剡溪漂進大上
海，發展成為中國第二大劇種，
博得億萬觀眾。
越劇小鎮是中國第一個以戲劇

定義的小鎮，發起設立了「國際
戲劇小鎮聯盟」，與世界上的戲
劇小鎮像斯特拉夫、錫比烏等13
個小鎮結盟。難怪在園中還看到
了澳洲的高空舞蹈、西班牙的白
色氣馬、俄羅斯的王子豎琴、奧
地利的果蔬樂隊可以吃的旋
律……
開幕的只是第一期，這裡還會

有五個國際水準的最先進劇場，
期待來年的夢裡桃源！

新一年又到了，很
多人也會回望過去及

展望將來，好像老生常談，但現在都
市人，每天工作這麼忙碌，其實沒有
太多時間可以好好去想想自己過去與
將來。而其中自己也是一個例子，我
也沒有好好地計劃過新一年將要做些
什麼。
因為我這個人很奇怪，如果你問我

新一年有什麼計劃，我可以跟你說：
「我從來沒有計劃。」在我的人生字
典當中，由出生到今天，其實做的所
有事情，也沒有計算過，因為曾經也
為自己規劃一些東西，但發現原來最
後辦不到，最大的原因就是其實上天
已經好好為你準備，但這不等於我不
努力或是沒有為自己好好去想想，只
不過有時真的覺得想了這麼多也沒有
用，只要努力做好目前每一個工作便
好了。
有人曾經說我是「遊戲人生」，我

只可以說同意一半，可能因為是我的
性格關係，除了沒有好好為自己計劃
將來之外，只要能夠在忙碌的工作後
可以找回自己喜歡的事去做便已經很
滿足，而其中一環就是去旅遊。說到
這裡，其實我也有計劃，計劃就是每
年期待跟家人見面，還有就是去不同
地方旅遊。
我曾經跟一些要好的朋友討論過一

個話題，就是每天工作忙碌，怎樣可
以令自己有着一個目標去達成，就是
去旅遊。其實我也是一樣，只要知道
在特定的日子便可以去旅遊，在出發
前的日子便會很努力地工作，期待着
這天的來臨，雖然好像有點奢侈，但
人生就是這樣，辛苦工作之後，應該
可以好好地找個機會放鬆自己，給自
己獎勵，甚至可以吸收一些新事物，
就算經常去同一個地方，但總會遇着
很多有趣的事情。就好像我經常駕車
出入，但有時也會乘搭公共交通工
具，但每一次也會遇上一些特別的情
況，就因為這樣，我當電台節目主持
的時候便多了話題。所以我覺得雖然
每次旅遊也會用上一點錢，但我覺得
也是值得的。
就好像到了一月份，而且是新的一

年開始，但總算已經有了一個計劃，
就是在今年七月的時候，可以跟香港
的家人一起到美國探望外國的家人，
雖然去年也到了美國紐約個多星期探
望家人，但那一次只是我自己一個人
到訪，而且很久已經沒有跟弟弟一家
人一起開開心心乘搭飛機到美國探望
家人，所以自己也非常期待，而且我
的家人也很期待着我們探望他們。所
以人只要有了目標，做很多事情也會
事半功倍，也會開心地努力工作，期
待這一天的來臨。

新年有新的計劃嗎？

有一個和抉擇有
關的問題，是朋友

之間會互相提問的，就是如果遇
到船難，只能夠救一個人，要救
妻子還是母親？當然，朋友互相
提問，是為了好玩，是得不到答
案的，因為在真實的人生中，有
多少人遇到這樣的實際情況？
如果是船難，真的要救一個人

的話，思考如何抉擇的時間是比
較長的，甚至可能還可以和妻子
及母親作出商量，或以眼神來表
示。如果有商量，相信多數做母
親的，都會要兒子救她的媳婦。
因為母愛是無私和偉大的。
但如果是在千鈞一髮的剎那間
發生意外，那就只能自己作抉擇
了。像去年底發生的印尼海嘯，
就真的出現要救誰的抉擇。外電
報道說，46歲的阿霍克正準備睡
覺時，一道水牆突然沖進他家
中，他即時的反應是衝去母親和
兒子的睡房，但就在此時，他看
到他的妻子即將在高漲的海水中

快要滅頂了。他即時拉起妻子，
兩個人因而避過這場浩劫。但他
的母親和兒子卻不幸喪失生命
了。阿霍克的抉擇，等於沒有抉
擇，因為在秒速的時間裡，他只
能解決的，就是他妻子即將被大
水淹沒的現況，他已無暇去想母
親和兒子了，只能按反應來行
動。
在這場海嘯災難裡，還有印尼

很受歡迎的樂隊，正在海邊歡樂
演出，但突如其來的大浪把樂隊
主唱的妻子和三名成員都捲走
了。主唱連抉擇的時間也沒有。
有時，在面對災難時，如果有

時間，抉擇就算多困難也要作
出。像馬來西亞有一對即將結婚
的新人，女方的家裡忽然發生大
火，家沒有了，嫁妝和婚禮的用
品也付之一炬。怎麼辦？男方毅
然決定，婚禮如常舉行，但選擇
拍結婚照的地點，是火災後的家
園前。多麼勇敢的抉擇！如果是
你，會這樣抉擇嗎？

抉擇的時刻

本來日前我應該坐在香港體育
館看劉德華演唱會的最後一場，

可惜因為他身體不適，取消了演出。我不是他的
歌迷，只是湊湊熱鬧而已，所以不會因此而激
動。我相信劉德華明知事情影響甚大，但仍敢於
作出取消所有演出的決定，甘願退款，令自己和
投資人虧本，以及面對無數善後工作的麻煩，一
定有他的原因。我個人認為那是很真誠的行徑，
亦是高尚的執着。
我聽說有些歌手在演出時明明唱得不好，但

為了收益着想，仍然勉強繼續下去，結果令觀
眾有貨不對辦的感覺。我也看過一個演唱會，
歌手的體力明顯地已經今不如昔，惟有以偷工
減料胡混過去。觀眾的眼睛是雪亮的，水準如
何大家心知肚明。那是一個非常沉悶的演唱
會，狗尾續貂實屬不智。劉德華應該是不想觀
眾付費後卻看不到他完美的表演，有負支持他
的人，所以選擇取消。雖然此舉傷透了很多歌
迷的心，我卻覺得此舉是高尚和勇敢的。有些

不喜歡他的人竟然用上「報應」來總括全事，
真是夏蟲不可語於冰。
在觀看舞台劇方面，我也遇過類似的情況。一

次，我看一個個人演出的舞台劇。演員大概演了
十多分鐘後，忽然停下來叫工作人員亮起觀眾席
燈光。跟着，他宣佈自己身體不適，不能演下
去，向觀眾鞠了躬，便流着淚跑進後台。我不知
道實際情況如何，只聽說演員也是該個製作的投
資人，因此虧了大本。
表演藝術者最怕便是在演出期間生病。常常聽

到演員說他們在演出期間喉嚨發炎，需要不斷打
針服藥，起碼可以令聲帶盡快復元。可是，西藥
本來就是要病人在服用後休息，但演員卻要與藥
力對抗，還要在舞台上裝出一副生龍活虎的模
樣，真是有苦只有自己才知道。
演員不但因生病而影響演出，遇上意外時更加

會失去演出機會，甚至令到整個演出大受影響。
最近，有一個小演出需要演員做大量形體的動
作。可是，據說一名演員在綵排時從半空掉了下

來，腰部受了傷，不能繼續參演。整個劇組最熟
悉他的形體演出的只有同時負責形體編排的導
演，所以導演只好親自上陣，至於受傷演員的台
詞則改由其他演員唸出了。
我亦遇過演員在演出日受傷的情況。那次演出

延遲了半小時才開場，負責人在台上宣佈受傷演
員的台詞臨時改由其餘十多人代唸。我看了半
場，看不出有臨時編排的痕跡。你覺得導演和演
員很厲害嗎？我的看法剛好相反。一名演員的台
詞竟然可以在演出前一兩個小時內分給其他演員
代唸，沒有經驗嚴謹的綵排便在舞台上呈現給觀
眾觀看。到底是他的角色根本可有可無，或是這
個創作劇的對白是重複又重複，又或是根本劇本
就是沒有條理，所以觀眾不能看出問題？製作機
構既然沒有準備後備演員，就應該取消該場演
出，而非為着票房收入而犧牲演出水準。
所以，我覺得劉德華忍痛地宣佈取消演出，寧

願由他和舉辦機構承擔所有後果，是對觀眾、支
持者和消費者盡責的行為。

取消演出的承擔需要極大勇氣

從馬思齊慧眼看「破」《西遊記》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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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想過新年伊始，一月一日晚上被的士撞上我
們的車子！

同伴先到浸會醫院探望剛入院、次天做手術的病人，然後取道竹
園道，紅燈前停下，準備左轉入龍翔道往葵涌、荃灣、新界西北方
向回家。
同伴駛車相信如他做手術，非常小心並流暢，從未擔心過。
二人在車上輕鬆等候，大概過了30秒，準備好轉綠燈時踩油開車

起動；忽爾轟然巨響，一股巨大力量從後撞來，既猛且急，將我們
車子撞前起碼兩個車位。在毫無心理準備之下，二人被撞至彈起，
託賴繫好安全帶，身體彈高卻未至撞向擋風玻璃。左膝撞上車門，
隱隱作痛，後來發展至輕傷流血，至擔心的頸椎反而未見重創。
明顯的士並非因紅燈停車，而是繼續前往竹園、黃大仙或觀塘方

向，的士過線、左邊車頭撞向我們右邊車尾，造成車禍。這下碰撞
非常強烈，被撞的我們不幸中之大幸只見皮外傷，卻看到的士司機
手按胸膛，狀甚痛楚；後座女性乘客不住咒罵司機若太累，或有隱
疾，不應開車累人累己，更訴說上山之前在九龍塘，的士已幾乎撞
到前面車輛……
警車及救護車迅速抵達是香港的優勢制度，也是在不少交通意外

中，傷亡減到最低的原因。處理過一應善後，我們的車子交拖車送
去BMW修車中心，無奈乘的士離去，這次意外感恩並無人命傷
亡，破財當擋災免不了，縱使道理在我們被撞的一邊，追查保險賠
償時間頗長，修車價錢
不菲，大概需買輛新車
替換，無謂等上起碼整
月既無車用，又擔心重
創後的車子已非昨日靈
活，問題連續！

鄧達智

此山此山
中中

一月一日撞車記 發式發式
生活生活

余宜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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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我們後面右側撞來的的士，
左邊車身損毀嚴重！ 作者提供

最近，杭州九蓮小學五年級學生馬思齊在
網上火了，她寫了一篇作文，質疑吳承恩著
《西遊記》中某些西域小國的菜餚品類，為
什麼在諸國宴席之上多數是中餐食物呢？這
個話題，由此登上了微博熱搜、新華網等各
大新聞網站。
浙江大學人文學院院長樓含松看了馬思齊

的作文，談到孩子讀書能看「破」非常好，
作文上的觀點合情合理。馬思齊所列菜品是
否是淮安菜還不敢確定，不過她的思考和發
現精神值得肯定。
那麼，馬思齊的思考和發現精神是從哪裡

來的？馬思齊的媽媽葛女士表示，她自己喜
歡看書並愛寫點兒評論，一本好書總要反覆
讀；她把這種習慣無形中帶給了孩子。值得
一提的是，就連馬思齊的名字，也是葛女士
懷孕時看南懷瑾《論語別裁》的「傑作」，
當時讀罷「賢賢易色」，知道第一個賢作動
詞，是「看到」或「發現」的意思；第二個
賢是名詞，指「學問修養好的賢人」；易，
意為「改變」；色，指「對人對事對社會的
態度」。「賢賢易色」這四個字解讀這般奇
妙，竟讓葛女士做夢——夢到給肚子裡的孩
子取名「思齊」，即見賢思齊。
十幾年後，「發現」的種子在女兒馬思齊

心中「發芽」，在媽媽引導下她思索着：第
54回西梁女兒國國王婚宴、第67回駝羅莊齋
飯、第69回朱紫國菜餚、第79回小兒國國王
宴、第82回無底洞白毛老鼠精成親宴等宴席
之上，雖菜品那般繁多，但幾乎每餐必有蘑
菇、香蕈、木耳、豆腐、麵筋、芋頭、蘿蔔
等，相同食物遍佈各個地域，西域小國與大
唐飲食大同小異，妖精與國君口味嚴重雷
同，這怎麼可能呢？
馬思齊認為《西遊記》作者吳承恩是淮安

人，推測這些食物大多是江淮美食。那麼，
吳承恩為什麼沒有更多地虛構菜單呢？是吳
承恩沒到過西域，還是菜餚的細節虛構不能
隨意為之？最方便是拿自己熟悉的家鄉美食
來寫，或許他根本就沒有意識到菜單上的
「漏洞」。
我看過《吳承恩傳》，知道他是一位書畫

家兼圍棋高手，善詩文，但在科舉上缺少建
樹，對官場宴會及菜餚知曉有限，對菜餚興
趣也略顯平淡。四百多年前，一個叫唐光祿
的老闆在他的世德堂書店出售新刻官版《西

遊記》，百回廿卷；四百多年間，吳承恩寫
的每個字、每個章節基本沒人增刪改動，幾
乎保持着原貌。今天，馬思齊發現《西遊
記》某些章回菜餚問題，即便算作「漏洞」
也瑕不掩瑜。
由小學生馬思齊的發現，我想到作家閆
紅。原來，閆紅的父親在報社工作，從小就
非常重視對孩子的教育。閆紅4歲開始認字、
識字，十四五歲時讀名著原文。在父親支持
和培養之下，她最終成為報社編輯。2001年
閆紅接觸網絡，閆紅開啟「網文」寫作之
路，她寫《誤讀紅樓》受到文化界專業人士
的關注。
馬思齊讀名著，仔細梳理字裡行間，洞察
幽微，言出常人之未言；而閆紅更進一步，
善於在那些熟悉的文學人物身上，認出「張
三李四」，也認出了「隔壁王五」。作家王
蒙對於閆紅有這樣的評價：「她從作品中發
現人生，從人生中發現文學，從人生、生活
出發，以全部積累和靈性接受作品、闡釋作
品、想像作品、體悟作品與感動作品。」
閆紅論《紅樓夢》幾乎信手拈來，很多人
讚歎，沒有十幾遍的閱讀功夫，怎會左右逢
源，不用說主要情節、精彩細節，單說一些
瑣細用語若非熟稔於心，文氣也決不會那般
酣暢淋漓。作家陳思呈評價說：「在馬路
上，偶爾飄進閆紅耳朵裡的一兩句話，就會
被她補成一個故事。這種特異功能，使她彷
彿生活在很多個地方，彷彿生活在很多種角
色裡。」
同為女性的陳思呈說，《西遊記》這本書

要「不正經」地讀，才好玩。她曾寫有一本
讀《西遊記》的書——《一走就是幾萬
里》。她有一個很大的心得，一次很深刻地
讀，一次非常人性地讀，再一次非常孩子氣
地讀。
在陳思呈筆下，豬八戒是金牛座。她說，
豬八戒為什麼是金牛座？因為愛財、戀家，
金牛座還有一特點，愛存「私房錢」。她翻
遍《西遊記》發現了理由：取經路上，有些
人家看豬八戒吃得多，額外給他一點銀子，
然後豬八戒就偷偷存起來，有一次經過市集
時把這些碎銀打了一塊銀子，藏在耳朵後
面。直到有一次豬八戒到獅駝山被綁了起
來，孫悟空說不交出來就不救你，豬八戒這
才交出自己的「私房錢」。

陳思呈發現，多數女性認可豬八戒有溫煦
之色，甚至有某些人性的影子，或者象徵了
一種感情狀態——有些男人對岳父、岳母比
對媳婦還要好的狀況。
為什麼能想到這麼多？陳思呈說，閱讀必
須注重細節，細節就是性格留下的痕跡，抓
住了這些，就會用逆向思維去解讀。陳思呈
回憶，前幾年她陪着兒子讀《西遊記》，又
有新的發現與領悟。
「兒子在4歲多的時候迷上《西遊記》，先

從動畫片開始，然後對原著有興趣。」陳思
呈說，孩子最先感興趣的點，是《西遊記》
中妖怪們用的各種兵器。黑熊怪的兵器是黑
纓槍，小鼉龍的兵器是竹節鋼鞭，白鹿精是
蟠龍柺，九頭蟲是月牙鏟，金魚精是九瓣赤
銅錘。「他發現，比較強壯的妖怪，用的兵
器往往是力量型；如果是靈巧的妖怪，就很
講究技巧，神出鬼沒。」
「什麼樣的妖怪，用什麼樣的兵器，這其
中有一種微妙的聯繫。兒子的發現，有獨到
之處，點頭徑過三千里，扭腰八百有餘程。
細節裡，有着文學最本質的東西。」
讀到《水滸》武松打虎這一節，陳思呈問
兒子：「武松到底有沒有可能打死老虎
呢？」兒子回應：「施耐庵出了科學失誤，
老虎現身的剎那之間不會有書中『一陣神風
吹過，一聲巨響，一隻斑斕大虎跳到眼前』
的狀況，除非牠是病虎。」這母子對話，非
常類似馬思齊對《西遊記》菜餚的疑惑。
陳思呈的兒子解釋說：「老虎襲擊人時，
是不會發出聲音的。我看過動物世界，也查
了相關資料。但施耐庵也可能知曉這道理，
這老虎當屬病虎，武松使勁兒打老虎頭部，
肯定有原因。如果是健康老虎，老虎頭部硬
度最高；武松即使醉了，也不會蠻幹。一般
來說，只有老幼病殘的老虎，才以吃人為
生。」
我們姑且不論陳思呈的兒子說得有沒有道

理，讓人欣賞的是這樣一種——母子或父子
的閱讀方式。孩子一定把名著的原文，看得
很仔細，必須看仔細才能找到漏洞；看進
去，才有想法去查資料，對細節進行補充，
生發自己的觀點。所以，我們強調青少年可
以讀簡化版名著，但必須隨着成長多次閱讀
原著文本。發現，往往在細節中；如果只留
下情節，就喪失了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