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釀土鯪壓年
年近歲晚，見大
家樂海報宣傳蘿蔔

糕、盆菜等，原來還有順德煎釀鯪
魚，盛惠一百四十八大元。不過我
敢肯定，老媽在世時做的煎釀鯪
魚，一定好吃得多。
其實好些食肆都有這菜，但多不
好吃。這不一定是廚師手藝差，而
是做這種家庭小菜，跟研究社會問
題一樣，都要contextualise，即要還
原到事情本源和歷史情境裡去，方
得真髓。酒樓食肆，乃鬻貨買賣，
無家常製作風味，自然遜色。
老爸是順德人，對世俗禮節非
常堅持。老媽來自番禺，但幾十
年受老爸「培訓」，對由除夕夜
至年初二之間的一切必做功夫，
都磨練到家，其中煎釀土鯪魚就
是壓歲的重點菜。除夕大清早，
老媽就會去街市買鮮雞和菜，包
括兩尾鮮土鯪魚。魚檔老闆會全
條起皮，魚頭之下就空蕩蕩，肉
身連骨另包起，其實狀甚恐怖，
但小時候卻覺興奮。
回家後洗淨，魚肉去骨切開刴
碎，再把冬菇粒蝦米粒和陳皮絲切
碎，混進鯪魚肉細刴成魚蓉。外面

的酒樓食肆，這時就會很討厭地勁
加生粉，以減少魚肉分量，老媽就
一定不會，還要把魚蓉攪「撻」幾
下，增加「彈牙」韌度。這時就開
始最好玩的工序：釀鯪魚！小孩子
只許看不許動，還得由老媽親自
來，把魚蓉滿滿的釀進原先空蕩蕩
的魚皮內，於是兩條土鯪魚又圓鼓
鼓像翻生了般，有頭又有身。然後
用大量粗鹽擦拭魚身，放陰涼處讓
它入味。
到晚上吃團年飯之前，老媽就會

開火慢煎兩條土鯪。那時雖只有火
水爐，但仍煎得外脆內嫩。煎好
了，端上飯桌，卻不准吃，煎釀鯪
魚得留着壓歲。到年初一子時到，
媽便在騎樓開張小桌拜當天，有白
切雞、這碟鯪魚、金山橙、三杯孖
蒸和三對筷子，請諸神下來享用。
跟着鯪魚就放冰箱，至年初二極早
的吉時，約清晨四五點左右，老媽
又出動白切雞、兩尾鯪魚和橙在騎
樓拜神開年。到晨早六點，就叫醒
全家起來吃開年飯。
這時土鯪已醃了兩天，鮮美結實

彈牙，即使睡眼惺忪中只啖到幾
口，也值得。

本山人的同學
陳澤賢兄畢業
後，進身商界；

轉眼之間，三十多年過去之際，他
已成功退出工作！本來很多事業成
功而退休的人士，大部分開始退休
後便過着悠閒的生活，甚或周遊或
乘坐豪華郵輪到處遊玩，享受美味
及傳統的美食；但陳兄卻比工作時
更艱辛地去研究所及身體力行地參
與粵劇訓練；探訪名師，學有所成
之餘，更進一步不時出錢出力去策
劃及安排師傅級的粵劇老倌及一群
粵劇造詣極高超、演技優秀的業餘
和專業粵劇人士多次在本港演出傳
統而著名的粵劇！
2018年12月24日及25日晚上，

他又成功地與紫竹紅梅粵劇團在九
龍土瓜灣的高山劇場演出了九場
「粵曲粵藝聚今宵」的南派經典粵
劇折子戲！雖然宣傳不多，但兩晚
均已爆場；證明香港熱愛粵劇的人
士依然眾多！而且該兩晚的觀眾中
除了本港戲迷之外，也有遠自紐
約、倫敦、泰國及內地的發燒友；
澤賢兄及他的老師好友們合力為香
港提供了一次非常難得而水準極高
的粵劇演出。本人得以恭陪末席，
與有榮焉！
因篇幅所限，我只選其中一場折
子戲《三娘教子》與各位分享。
三娘原來是一個富貴人家的第三
夫人，古稱妾侍之謂也！但該富人
突然傾家蕩產而逝世，他的大夫人
與二夫人馬上離家出走，由於大夫
人及三夫人均無所出，只有二娘生
了一個孩子，而二娘卻拋棄孩子自
行失蹤！於是三娘便要負起養育這
個孩子的責任；家景中落之後，三
娘只好以織布為生，幸而仍有一位
忠心的僕人相隨，後來更成功感化
了那頑童。
因那個孩子甚為懶惰，不肯用心
學習，經常逃學；三娘責罵他時，
這不孝子卻出口回駡；三娘假裝用
藤鞭打他時，這頑童卻說出「我不

是你的親生子，你打死我吧！」在
這段對話之前，演出三娘的演員須
以極優秀的手法，表演如何織布；
由於這只是粵劇，不似電影般可以
有實物出現，這位演員便需要以非
常優雅的手勢，演出織布的手法；
當這不肖子回罵及逃走之後，這位
演員又要表演極其憤怒及憂怨而演
出《三娘教子》中最精彩的「織機
斷布」，以示其極端悲憤及失望之
情︰手法是極其經典的！是《三娘
教子》中最難演的一部分。
這位演員鄭敏儀女士雖然不是專

職藝員，但她演出的手勢是全行之
內也稱讚之為最優秀的表演者，實
在是極為難得一見的。她除了「織
布」和「斷布」的手勢堪稱一絕之
外，她的歌唱和對白的功夫是非常
優異的；因為她的聲線除了久經艱
辛訓練之外，也有一點兒是天生
的！這真的要感謝她的父母了。演
戲藝員的最佳聲線或語聲，是要坐
在最前一行的觀眾不覺得她的聲音
太高和吵耳，最後一行的觀眾又能
聽得一清二楚；還要能感到她歌與
話中的情感也！雖然現時已有
「咪」的協助，但本身的聲音質素
還是最重要的。順此一提，那晚的
司儀白耀燦校長的聲調也是甲級中
之甲一等！他讓全場觀眾也聽懂了
他的精彩簡介。
還有，另兩場折子戲的女主角王

潔清小姐，她是現役藝員，本山人
預測她將必是本港著名的首席花
旦，文武雙全，聲線一流！
當晚的樂隊中各位樂手也是大師

之外，這次演出還得到澤賢兄的三
位大師級的師父親臨鼎力協助，他
們是大戲行內著名的何健東老師、
何家耀老師，出自演劇世家，有小
神童之譽，香港演藝學院老師何孟
良先生。
有幸得以欣賞如此高水準之演

出，實屬人生一大快事，謹此為
記！並希澤賢兄繼續努力，光揚粵
劇！

正月十四、十五方伊
琪（方姨）和曾航生即
將台上結緣，原來入行
45年的方姨和入行30年

的航生相熟，間中會到方姨家中BBQ，航生
笑言當初以為她和李龍基是一對，我則以為
她和陳浩德是情侶，方姨聞言哈哈大笑，
「真的有外國製作公司請我們登台，只給我
們一條酒店房間內有兩睡房的鎖匙，不可以
不可以，最終換回兩間房間！其實德哥的結
婚證書也有我的簽名，因為他的廣西太太當
時家人未能夠出席，就由我作女方證婚人，
所以我和他的關係非凡。」
曾航生何婉盈當然也不是一對，他們合唱的

《再見亦是朋友》街知巷聞，到底曾航生和拍
拖十八年的梁安琪（Angel）是否分手亦是朋
友呢？在他們拍拖期間有不同的流傳，就說男
方靠女方，問航生也曾聽到這些說話嗎？
「有，我當然會有一點不開心，但是我不需要
理會，不需要解釋，最重要女朋友知我是什麼
人，最重要交代自己親人便足夠，我問心無
愧。其實我們從未想過結婚，Angel性格是工
作型，我做音樂幕後，工作各有各做，當時住
村屋享受大自然，未有想過嫁娶。2012年分手
是因為當年參加議會競選，但，對我的性格來
說絕不適宜，我不太懂與人溝通，但Angel好
適合，她表達能力強，演說一流，我只是一名
宅男，派單張叫口號，我可以做到的都做了，
以前我曾經全程幫忙，做選舉經理等，但漸漸
我們在工作、性格、生活上開始有分歧。政治
圈我不懂，又不認識政界朋友，不能給與意
見，選舉又需要很多資源，我又收入不多，自
己幫不上忙，倒不如不要阻着她……我們清楚
溝通好的，或者真的到了完結的時候，阻止不
了！」
直到現在航生依然讚賞Angel口才急才音樂

知識樣樣都好，各有各的發展是一件好事，

「在朋友口中知道她生活穩定，找到伴侶支
持她嘅工作，正過着無憂的生活，我好開
心，祝福她繼續過幸福的日子。」
忽然，曾航生取出了一張抱着囡囡的相

片，原來三年多之前航生結婚了，女方叫加
菲，是圈外人，「我們在工作上認識，有共
同嗜好，本來我以為自己這個宅男，沒本事
賺大錢，無人肯嫁，算了罷，幸好我認識了
我太太。夫妻相處就是要舒服，我沒有大排
筵席就是不想煩大家，我的囡囡叫大棵菜，
因為她好多頭髮，就快十個月喇。」
提起了生兒育女，方姨未夠20歲下嫁給音樂
領班謝永康先生，這麼急是有什麼原因嗎？
「因為太多人追求，為免麻煩立即出嫁，可是
結婚八年依然沒有孩子，我本來不心急，直到
那年姑媽帶我去觀音借庫，我從未試過的，對
方問要借多少，我就說隨便，如果不借便給我
一個兒子罷，結果信不信由你，半個月後我便
懷孕了，現在卓達也三十多歲了。」
卓達這個男孩一直沒有向父母表示自己愛

唱歌，直到25歲那一年方姨在家中練歌，他
就以二音和唱，並坦白告知喜歡在台上歌唱
的感覺，父母終於知道兒子的天分。方姨沒
有反對，「做父母的心很簡單，就是見到子
女開心自己更開心。」
其實方姨和航生有兩個共通點，一，他們

都找到了生命中的真伴侶，二，他們都在追
求簡單就是幸福的人生。

簡單就是幸福人生
快過年了，忽然懷念起以前

在一家山東人家裡吃的年夜
飯。年夜飯吃的菜餚，我們叫

做年菜，山東人卻稱之為年年菜。這是朋友的山
東父母當年說的，不知現在的山東人是否還是叫
作年年菜？
最讓我懷念的年年菜，是十香菜，也叫做八寶

菜，是用十樣或八樣素菜分開炒熟後再混在一起
微炒而成，等涼之後拌麻油來吃，味道鮮香，爽
口得很。這道菜我也在上海的朋友家中吃過，也
是過年才會烹調的菜餚，也是涼了後拌麻油同
吃。看來這十香菜或八寶菜，是有些不同省份人
家的過年菜餚。
像十香菜這麼好吃的菜，奇怪為何菜館都不

做？是否因為這十種菜都要切得細細的，廚房沒
有功夫來幹這細活？再加上每樣菜的含水量都不
一樣，必須分開來炒熟後，又再混在一起略炒才
成，這些手續太過麻煩，廚師都不願烹調了？太
可惜了，想再吃這樣的菜，就算是過年時節，看
來也難了。
吃過的山東年年菜之中，有一道是灌腸，是用

豬腸套豬腸的方式，灌在一起，以花椒和五香粉
來醃上十天半月後再蒸熟，食用時再用煙熏，切
成片狀，很有咬感，很是鮮美，是過年時下酒的
好菜式。
這灌腸卻不是只有山東菜才有，因為在北魏時

代的《齊民要術》一書裡，就有「灌腸法」的記
述。所以，各地都有不同的灌腸，只是灌進豬腸
裡的材料不一樣而已。聽老北京說，那也是他們
北京的街頭小吃。只是老北京吃的灌腸並不是腸
套腸的灌法，而是用麵粉和各種香料調配成糊
狀，灌在豬腸內，名之為大灌腸。
在台灣小吃裡其實也有灌腸，是用糯米灌在豬

腸裡，用油炸過，非常酥脆可口，不過台灣不叫
灌腸而叫糯米腸。
在念想中的山東灌腸，不知何時才得以再

吃？

由年年菜談起

上周開播的新劇
《荷里活有個大老

千》，由鄭則仕主演、王晶監製，
加上秦沛、湯鎮業、金燕玲等戲骨
參演，氣場逼人。
故事講述千門恩仇，王晶拿手拍
賭術片，是收視、票房的保證，今
次是鄭則仕與他的首度合作，應會
產生很好的化學作用，鄭則仕，素
有「收視福將」之譽，替無綫主演
的劇集都叫好叫座，故對此劇收視
看高一線。
鄭則仕是個勵志人物，說明外表
不是一切，沒有俊朗及瀟灑外形沒
關係，可以演技取勝，他兩度贏得
香港電影金像獎影帝殊榮，是最好
證明。
原來鄭則仕從小熱愛演戲，志願
是做演員，以演戲作終身事業為目
標，至今從演已40多年，但對演戲
的熱誠不減，原因很簡單，他打個
獨特的比喻：「例如你愛一個女
人，你覺得她漂亮，便會天天留意
她、愛她、逗她開心，我將演戲提
升為很有樂趣的事情，便自然愛它

多一點，完全不用想方法保持那份
熱誠。」所以即使經歷不少高低起
跌，他都覺得沒所謂，從來沒想過
放棄，只會想如何再做好一點。
現年67歲的他永不言休，繼續有

人找他開戲，他會繼續拍，但最重
要看自己有無能力，及是否有市
場，因作為演員是很被動的，不是
想做便會有機會，要等人來敲門，
他坦言他的門隨時打開，希望繼續
有人敲他的門。他常說，要努力保
持有被利用的價值，有被利用的價
值即是代表有資格去掙錢。他這麼
愛電影，卻不希望子女入行，自言
最令他開心的是子女對演藝事業無
興趣。
戲齡將達半個世紀的他，其間遇
到過挫折與失敗，仍能堅持不懈，
朝目標進發，拚搏多年，動力仍源
源不絕，他說全靠家庭給他力量，
他不能令太太和一對子女捱餓，當
男人的責任是不要令妻兒擔心生
活，他與太太的夫妻相處之道，是
大家分工合作，太太留在家中照顧
小朋友，令他無後顧之憂。

鄭則仕永不言休

一個成功改變了自己人生的
人，學到了知識的人，應該不

吝於與別人分享。因此，我想你們分享我所獲
得的知識和經驗，只希望能幫助你們少走些彎
路，更快得到成功。
對於很多人來說，創業就是想要成功，但有

個問題：什麼是成功呢？對於不同的人，會有
不同的答案。就以前的我來說，成功就是成為
最有錢、最出名的那一個。給成功作了定義，
然後加倍努力不斷拚搏，無止境地擴張所有的
商業領域，試圖在最短時間內，得到最大的回
報，換取最大的成功。
如果大家重走我以前走過的這一條路，在某

一個時間段，可能達到你夢寐以求的目標。然
而，你會發現，其實成功這個概念，並沒有任
何的特別之處，只是我們因受到媒體社會等不
同的影響，將它定義為精彩絕倫，值得全力爭
取的榮耀，我們為成功套上了無比的光環。我

們誤以為，得到所謂的成功之後，就能夠從此
感到開心快樂。但事實上，就如同一隻驢，前
面被套上一個紅蘿蔔。被不停地推使着前進，
卻沒有了解到究竟是為了什麼。
對於我自己的轉折點，其實有兩個。一個是上

年年初達成了我自己一個小小的目標。那就是在
TEDx進行的演講，我為此準備了超過半年時間。
無數次的綵排和預演，18分鐘的演講內容，我熟
練到可以倒背如流。因此，當天我非常順利地完
成了這個演講。那一天我得到了很多掌聲和光
榮，我很開心，但是在那一天以後呢？我的人生
又有何分別？是演講的收入高了？得到更多人邀
請了？其實也沒有半點分別。
再來談我的另一個轉折點。因為我售賣的都

是博物館級別的化石，在香港可以算得上是一
門獨市生意。因此機緣巧合，我認識到一些首
富，比如石油上市公司的老闆等，並能夠和他
們一起吃飯。在交流中，我也明白了，其實金

錢就是一個誘惑人永無止境去追求的遊戲。金
錢的多少，不能進行比較，也沒必要進行比
較。同時我也發現，就算有過百億過千億的身
家，仍然會有不同的煩惱，巨大的壓力。而
且，真的要和別人比較的話，要追到何時才能
停下腳步呢？
所以，今天的重點有兩個，第一點，不要盲

目地追求金錢，設置一個合適的目標，讓自己
能夠愉快、舒適地生活。對於現在的我來說，
成功的定義就是：任何時候，在任何地方，我
都可以做任何我想做的事情，而不受到財政、
時間等的束縛。第二點，創業中最重要的是，
你是否享受那個過程？如果你只將你的目標放
在將來上，而當你現在努力的每一天都是踏腳
石，那麼，當你去到最後的終點時，你會後悔
當中錯失的一切。不要忘了享受每一天創業的
旅程，否則到了最後，你會發現沒有任何目標
和終點，值得你付出這麼大的努力。

別讓「成功」屏蔽雙眼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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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來由地喜歡
「梅」這個字，有
點淡淡的古意，也
沾了冬春之交的凌
寒之美。人的意識
中，總有一些說不

清道不明：寒夜寂寂，明月清輝；疏影橫
斜，暗香浮動；無意苦爭春，一任群芳
妒……彼時，心會對着古梅樹平視或仰望，
深沉地，安放在寧靜繁富的詩意間。紅花熱
烈、白花素淨、紫花深沉，花態秀麗，清香
淡雅。沉醉其間，讓我們尋詩一路問梅花。
陸游的「零落成泥碾作塵，只有香如
故」、「雪虐風饕愈凜然，花中氣節最高
堅」、「何方可化身千億？一樹梅花一放
翁」；王安石的「遙知不是雪，為有暗香
來」；蘇軾的「寒心未肯隨春態，酒暈無端
上玉肌」；辛棄疾的「百花頭上開，冰雪寒
中見」，都有其賞梅的獨特情感體驗。
梅的意象內涵、美學範疇、審美趣味及精

神內核，也無一不顯示出詩國的人文氣
質——「絕去塵俗，天然為真門妙諦」。
在梅花觀賞史上，宋人林逋詠梅是重大事

件，其有8首詠梅七律世稱「孤山八梅」，
「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成為
千古絕唱。南宋詞人江夔常攜友至杭州孤山
西村、西泠橋一帶賞梅，留下「十畝梅花作
雪飛，冷香下、攜手多時」的佳句，從此
「孤山梅雪」成為孤山一景。西湖青芝塢靈
峰半山腰的主景「香雪深處」，在文人心中
亦非常有名。後來，蘇州的「香雪海」、南
京的「梅花山」、無錫的「梅園」等等，因
有無數梅花身同樣贏得譽名。
梅花，薔薇科梅屬，落葉小喬木，又稱紅

綠梅、春梅等，十一月仲冬到來年二月仲春
都有開放。開花最早的梅花，當屬錢塘湖上
的早梅，在重陽節與菊花同時綻放。梅花以
紅梅為主，品種有骨裡紅、福州紅、潭州
紅、邵武紅、單瓣紅、宮粉、玉蝶、送春、
照水、柔枝、橫枝、綠萼、千葉香、千瓣

白、重台、墨梅等。
詩國的臂膀上，披着梅花的一條條織錦披

帛。一座山因為有梅林，平添幾番深蘊的內
涵；一所院子因為有梅樹，浸染無限妖嬈的
風姿。「天地寂寥山雨歇，幾生修得到梅
花」。梅最具中國文人的志氣，用意志壘起
絕壁高峰，人與梅花一樣清。毛澤東曾用豪
情之筆寫下《卜算子．詠梅》：「已是懸崖
百丈冰，猶有花枝俏。俏也不爭春，只把春
來報。待到山花爛漫時，她在叢中笑。」
梅與雪是絕配，雪花飛時，梅花怒放。雪

與梅的風雅，只有真正見過的人才能體味。
陽光下的大雪，刺痛了人的眼睛。而當冰雪
壓枝之時，赤誠的紅梅已經點上紅紅的燈
籠。照亮跋涉者的路程，三十里紅。紅梅是
用鮮血綻放花蕊，星星點點的花粉，震驚了
飛過天空的鳥群。一枝枝的飛渡，在清寒中
挺立不動，彷彿是忘卻塵寰——吹響天宇的
琵琶之聲。
梅香，是曠野裡的詩篇，是大自然的神

品，冷傲、寧靜、浪漫。梅香是凝望之香，
是迸發之香，是繚繞之香，是生命之香，所
以不容褻瀆，只消細細注視，靜靜聞香。這
境界，是天地間的知音相遇，輕風中的高山
流水，它在你心裡，你在它境中，入乎其
內，又可出乎其中，不深不淺，不離不棄。
賞梅入心境，訪梅長精神。月在空中，

灑一地冷輝，梅在清冽的寒風中催蕾，在
冰天雪地裡——捧出一顆芬芳的心。一處
有梅幾里香，這需要怎樣的情懷？幾番風
雪，因梅樹之魂窺見了韻腳，所以賞梅即
是訪心，最好在內心音樂背景下去領受。
憑這種風度，可看破苦痛的慷慨，能靜思
天宇的饋贈。
在天地最落寞的時候，在人心最失落的當

口，為寂寥含苞，為苦痛綻放。沒有大情懷
的人看不透梅。不待東風第一枝，我自開花
便不同。當有了一樹的梅，院子生動了；當
有了一坳的梅，環山靈動。因梅花是素淨之
花，只有素淨人才會有大欣賞。因而，賞梅

老人有一句妙語——「花稀有風骨，半開最
雅韻」。
月兒藏入雲中，夜風吹過，雪泥靜默。其

實，此時的紅梅並不是啼血的精靈，只想讓
雪記住，生命不會在困境中哀鳴。它用手指
撕開傷痛，變成很大很大的眼睛，嫵媚之中
含着深情，寂寞能夠讀懂淡定。大雪是梅樹
心愛的白紙，梅樹咬破手指，就這樣畫一串
絕妙的風景。然後，望蒼茫大地，炊煙裊裊
升起。
梅花是花神，群芳中最勇敢的魂魄，一個

翻身便滾落山野人寰。梅花綻時，安靜的姿
態是蓮座廟觀，像似如來坐禪。雪下，花
開，每朵花吐出芬芳，像小小的香爐，像廬
山的香爐峰一樣。梅花旅行了遙遠的長途，
只為與冬天相遇。在漫天大雪中，一枝梅花
向冬天低語：「我愛你，寒冷是我婚禮的薄
衣。」她只向冬哥展露真肌，拋卻一年來的
拘謹和羞澀。香氣和聲音，在噙滿雪花的額
頭緩緩迴盪。
我相信，梅花的眼神最聖潔，千萬枝枯草

莖發出「沙沙」喧聲，那是莊重而又廣袤無
邊的鼓掌。我看見梅花，向空氣、風雪和大
地敬禮，眸子如雕像般美麗，聲音深情、遙
遠、平靜，皈依沉寂。冷風寂雪中的梅花，
珍貴、清香、不屈。雪落時，不管地上濕
滑，還是雪路「嘎嘎」，我都要到雪中觀
梅。梅花，始終是照耀在我心頭的燦爛光
華。
梅花有一種隱而不發的哲思，它是梅花骨

子深處的秉性。梅花雪是中華民族的圖騰，
苦難、堅毅、不怕犧牲，它清冽之中有瘋
狂，馨香之中有思想，它是久遠、深邃的中
華民族的花朵。梅花更有遠古歲月的肅穆，
它的倩影印在我的心底。
梅枝上的一星梅花雪，輕輕落在一枚金黃

的梧桐葉上，葉片上印上一枚清晰的六角霜
花；更多的雪，凝結在梅花之上，恰是「我
是梅花朵朵，君為天庭神靈，雪間星雲猶
濕，梅在雪中，君在梅心。」

尋詩一路問梅花

■方伊琪、淑梅姐和曾航生合照。 作者提供


